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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重要讲话发

表五周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抗日战争史学界的努力：“长期以

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他又指出了抗战研究的不足：“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

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

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习总书记讲话发表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视和资金投入，抗日战争史学界也努力

进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出版的论著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整体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
喜可贺！ 但严格说来，不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我们的抗战研究都还有不小的努力空间。 虽然每年

有几百篇论文发表，几十部相关著作出版，但遗憾的是学术精品屈指可数，一些基本问题依然需要更

深入的探讨，“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贯彻力度不够，抗日战争史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

仍有待加强。 抗日战争史研究需要学人继续开拓深入，也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继续大力支持。
令人高兴的是，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进入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成为最活跃的群体。
青年学人是抗日战争研究的未来。 作为专门刊登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学术杂志，《抗日战争

研究》编辑部在发掘、扶持青年学人方面，可以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们已经召开了六届青年学

者研讨会，脱颖而出者不在少数，其他的学术讨论会也有很多青年学人参加。 在和青年学人的交流

中，和对他们来稿的处理上，有不少感触，限于篇幅，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论文的文字水平问题。 不论是参会论文，还是杂志投稿，大都资料运用得当，遵守学术规

范。 但有些文章粗看条理清楚、颇有新意；细看则会发现，表述不到位、逻辑不通之处不少，在编发

过程中也很费编辑心力。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推敲不够，当然也有学术能力综合积累的问题，应该

引起青年学人的重视。 一个研究者无论怎么努力，其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文字来表达和体现的，
这样的短板不克服，会对自己的学术进步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对外语的重视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 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 ３０ 位

参会者中，能熟练使用日文资料者不超过 ５ 位，这种状况到现在也没有很大的改观。
抗日战争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具有国际性，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如果对外

国的相关研究信息了解不够，有可能会出现重复性劳动，劳而无功，而且也会影响研究视野的拓宽。
虽然有时可以通过翻译加以把握，但在时效性上还是会打折扣的，不充分利用外文资料，就很难立

体、多面地呈现这场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 外文资料的搜集、利用，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学术

增长点，国际交流和合作更离不开外语，因此，熟练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对个人对整个抗战研究都

是必不可少的，希望青年学人趁着年轻，抓紧时间提高外语水平。
任务重，路长，我们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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