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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與抗戰時
期的中國」海峽
兩岸學術與文化
論壇紀實
蘇聖雄  國史館科員

一

19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抗
日戰爭勝利。此一戰事為 00世紀極為重大
的歷史事件，塑造世界基本格局，並持續影

響至今。近年來因史料發掘、思想解禁與流

通，已有較好的抗日戰爭學術研究環境。重

慶為戰時國民政府所在地，在政治、軍事及

經濟上皆極為重要，是推進抗戰研究極佳

的切入點。本（0010）年初，中國大陸將 9
月 0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
日」，有鑑於本年為中國首次立法後之抗戰

勝利紀念日，0月 01日至 9月 0日，在重
慶舉辦「重慶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海峽兩岸

學術與文化論壇，由重慶大學、重慶中國三

峽博物館主辦，重慶國際交流促進會、重慶

抗戰遺址博物館、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

等研究院重慶史研究工作坊、重慶大學港澳

臺事務辦公室承辦，在實地感受歷史滄桑的

同時，對抗戰歷史文化研究共襄盛舉，以期

奠定今後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之基礎。與

會人士共 00人，含括兩岸重要學術機構之
知名學者，計三場主題演講，發表 10篇專
題論文。

二

9月 1日上午，論壇開幕，由南京大學
榮譽資深教授張憲文、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

發、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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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主旨演講。張憲文演講「抗日戰爭史研究

述評」，爬梳中國大陸抗戰史研究歷程，區

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00年以前，抗
戰研究很少，沒有抗戰專家，是非理性研究

的階段。第二階段為 1900年至 0000年，中
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在 1900年主張應
將國民黨的作用，放入抗日戰爭論述之中，

並提倡在盧溝橋建立抗戰紀念館，至此開啟

第二階段的研究；其指導思想，為各黨派在

中共領導旗幟下共同抗戰。1990年 9月，
兩岸學者在臺北參與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研

討會，象徵兩岸對抗戰形成共識。至 0001
年，南京大學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史》，全

面反映國民黨正面及中共敵後兩個戰場的

抗戰。0000年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中共領
導人胡錦濤公開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開啟

第三階段的研究至今，此期思想全面開放，

研究走向繁榮，並隨著中共經濟發展，舉辦

許多盛大活動。

首次赴大陸參加民國史研討會的陳永

發，演講「論抗戰中的國共關係」，根據日

本的基本戰略和蔣中正的因應措施，將抗戰

八年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敘述各階段的國共

關係。第一階段為 1900年至 1900年，蔣中
正無暇顧慮中共，有意在對外民族戰爭中

將中共融化於無形。第二階段從 1909年到
1901年初，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敵後的實力
出現明顯消長，共產黨逐漸取代國民黨成為

日軍主要對手。第三階段從 1901年至 1900
年，中共受到日軍掃蕩及國民黨封鎖，產生

危機，於是透過整風審幹運動，加強內部共

識，同時以重新分配的經濟政策，動員和鞏

固農民，最重要的是以精兵減政和種植鴉

片，減少對農村人力和物力的汲取。第四階

段則從 1900年到 1900年，日軍又將作戰重
點置於正面戰場，國民政府遭受嚴重打擊，

中共藉此大肆擴張。由於中共軍隊有農村基

層組織的強力支持，不僅可以應付日軍的掃

蕩和國軍的競爭，更可以大肆擴展其組織，

因而改變國共軍事力量對比。

楊天石演講「珍珠港事變前夜的中美衝

突」，娓娓道來 1901年 11月中美之間的短
暫衝突。此衝突的起源，為美國企圖拖延遭

受日本進攻的時間，避免過早陷入「兩洋作

戰」的不利局面，企圖在一定時間內，放鬆

對日本的經濟封鎖。蔣中正則堅決反對美國

改變立場，激烈抗爭。最後羅斯福總統承認

考慮不周，接受蔣的意見，對日政策由有限

度的妥協，恢復為全面強硬，美日談判因而

破裂。日方見美國已成為蔣中正的代言人，

遂決定開戰，突襲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戰爭

因而爆發，中國抗戰也藉此獲得最大、最堅

強的勝利保證。

三

下午，承接主旨演講，召開第一場學術

研討「抗戰中國的國家戰略（一）」，由浙

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

紅民主持，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張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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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汪朝光報告〈抗戰中國的國家戰略與蔣介

石〉，將中國國家戰略區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階段 1901年至 1900年，為守住底線；第
二階段 1900年至 1901年，為苦撐待變；第
三階段 1901年至 1900年，為大國戰略。中
國各階段戰略，各有利弊，總體來說，蔣中

正在抗戰時期的戰略思維和國家戰略，基本

成功，尤其在爭取國際同盟方面，表現出領

袖能力和領導能力，惟對內政治顯有不足，

妨礙領導能力之最大化。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潘錫堂，

專長當代兩岸關係，此次報告〈對日抗戰時

期中國軍事戰略之研究〉，對抗戰背景充分

說明，概括抗戰中國的國家目標、國家戰略

構想、軍事戰略、軍事戰略指導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陳廷湘報告

〈重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義〉，打破學界舊

說，認為淞滬會戰沒有達到阻止日軍過早控

制武漢的戰略意義；未能使國軍獲得更大的

戰略空間和戰略地形，以減輕損失，持久抗

戰；更未能為東部工業和人才西遷爭取更多

時間；也未發揮維護中蘇交通線之作用。因

中國是弱國，此戰過早將中國抗戰由局部戰

爭轉化為全面戰爭，十分不利。

國史館科員蘇聖雄報告〈國府遷渝背

會議場景（攝影／蘇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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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重探

蔣中正是否藉淞滬會戰以使得日軍進攻軸

線由北往南轉為由東向西。結論指出，蔣的

淞滬戰略，有一演進過程，移轉戰爭軸線之

戰略，戰前雖有討論，開戰後卻未實施。許

多關於蔣中正中日戰爭的戰略論述，常以

實際上打八年的格局進行分析，若深入蔣中

正的脈絡，可以發現其固然對持久戰早有規

畫，但持久的時間，可以是一年，可以是

三、五年，也可以是實際上的八年。蔣所估

計持久的時間，隨戰局與國際局勢變動。明

瞭這一點，或許可以跳脫戰爭軸線移轉這種

大的論述，實際且深入的去看蔣中正的戰略

構想與布局規畫。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副館長錢鋒，報告

〈戰前中國對日國防地理戰略的形成與實

踐〉，長時期的看中國國防地理戰略的形成

過程，並指出重慶所以會成為抗戰大後方的

中心，是因為富足、地勢險要、水路運輸便

利及避免蘇聯的干擾。中國便是藉有效實施

國防地理戰略，使中日戰爭戰略較量上取得

顯著勝利。

四

下午第二場學術研討「抗戰中國的國家

戰略（二）」，主持人為汪朝光，評議人為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奇生。國史館審編

處處長何智霖報告〈宜昌失陷後蔣中正對

保衛四川的籌守（1900.0-1900.0）〉，以國

史館藏陳誠相關檔案為基礎，討論 1900年
0月中國宜昌失陷後，蔣中正為保衛四川之
籌畫與因應。首先指出，宜昌失陷後，蔣決

定重設第六戰區，調集精銳部隊，集結宜昌

以西以為死守，並要求第五、第九戰區主力

移駐增援。復以鄂西會戰為例，指出蔣中正

在戰事緊急之際，不斷通話前線指示，並嚴

令堅守石牌要塞，終使日軍無法突破三峽防

線。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

長張瑾報告〈《陳克文日記》中的重慶大轟

炸圖像及其意義〉，藉由國民政府參事陳克

文的日記，看其在重慶大轟炸中的行動及心

態，最後分析日記呈現的意義：一、陳克文

身為長時段親歷者的觀察，其日記為極為珍

貴之一手文獻；二、陳克文觀察大轟炸地點

和空間有所變化；三、日記呈現問題式的觀

察與思考；四、日記提供若干可供探討的歷

史細節。

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中心教授

潘洵報告〈時空視野下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

歷史地位的認知〉，以豐富的圖表呈現日軍

對中國尤其是重慶的轟炸概況，指出重慶大

轟炸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規模持續戰

略轟炸的惡例，成為世界戰略轟炸發展歷史

進程中的重要鍊條。

國史館簡任協修高純淑報告〈抗戰時期

國民政府收復東北與臺灣的籌畫〉，指出國

民政府收復東北的籌畫包括：恢復東北四省

政府建制，以表收復失地的決心；成立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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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以規劃戰後東北之建設。收復

臺灣的籌畫，則有整合臺灣革命團體，及組

織臺灣調查委員會。結語指出，戰後東北收

復行動和籌備，顯得消極而被動，蔣中正對

東北熟悉度遠超過臺灣，強烈主導收復東北

之規劃。至於收復臺灣工作，則面臨人才與

資訊不足。臺灣調查委員會聘用的臺籍人士

離臺過久，對臺灣實際情況瞭解有限，且忽

視臺灣人心理上的特殊感受。

陳紅民報告〈抗戰勝利前後：蔣介石、

陳克文日記解讀〉，根據蔣中正與陳克文

1900年 0月至 10月的日記，貫通戰前、戰
後，探討國民黨最高領袖（蔣）與一般官員

（陳）在勝利前後所思所想與所作所為，分

析他們何時判定抗戰將獲最後勝利？得知

勝利時之態度與作為為何？蔣勝利後的當

務之急為何？結論指出，蔣中正抗戰勝利之

初兩個月的應急處置，可稱「良好」，其政

策與策略沒有太大失誤，甚至有邀請毛澤東

赴重慶之「神來之筆」。然而，戰爭末期以

後，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國家面臨重大轉折關

頭，卻多私心自用，期待升官發財，蔣的意

旨乃無法貫徹，遂走上逐漸失去大陸的不歸

路。

五

9月 0日上午，舉行第三場學術研討
「抗戰時期的內政與外交」，主持人為陳廷

湘，評議人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江沛。

張瑞德報告〈侍從室與國民政府的情報工

作〉，利用海峽兩岸收藏檔案及回憶史料，

對侍從室在情報的取得、分析與運用、對各

情報的管理、考核與聯繫，以及對軍政官員

的監察工作等方面所扮演角色，作一全面探

討。結論指出：一、侍從室人力精簡而業務

繁忙，對蔣中正決策有所助益，彌補正式情

報機構的不足。二、侍從室建立了對情報機

關之考核與管理，惟盲點在不重各情報機關

的反情報能力，以致洩密嚴重，無法改善。

三、經由會報制度，加強各情報機關之間的

溝通與協調，擴大情報分享範圍，減少惡性

競爭。四、調查貪汙不法，惟功能未能充分

發揮，只能產生嚇阻作用。五、侍從室建立

的情報監管體制及運作方式，一直延續至戰

後臺灣，相關人員也在日後臺灣安全體系扮

演重要角色。

南京師範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教授張

連紅報告〈戰時國民政府對日軍罪行的調

查〉，探討國民政府對敵人罪行的調查緣

起，及 1900年行政院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
的成立過程、運行與撤銷，指出由於各級政

府對調查敵人罪行認識不足、戰時調查機構

無法整合社會調查力量，復因戰時特定條件

的制約，故戰時調查成效不彰，絕大多數日

軍罪行，都是抗戰勝利後所進行的調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

報告〈中國與義大利關係的演變（1900-
1901）〉，指出抗戰爆發前，中義關係已出
現變化，中國支持國際聯盟制裁義大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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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亞，造成中義關係的裂痕。隨著義

大利與德國、日本接近，中國與義國愈益疏

離。義大利承認汪兆銘政權之後，中義終走

向斷交，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義間進入

一個並無兵戎相見的交戰狀態。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楊維

真報告〈戰時中國政府對越南問題的態度

（1900-1900）〉，整體考察抗戰期間的中
越關係，指出因戰前中法關係良好，抗戰初

期軍火多取道越南輸入，法國軍事顧問亦來

華助戰。1909年歐戰爆發後，法國在日本
壓力之下，暫停越南對華運輸。1900年法
國戰敗，維琪法國成立，日軍進駐越北，造

成中國西南大後方的嚴重威脅。1901年 10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越南劃入中國戰區，

中國對越態度轉趨積極。1900年法國在越
殖民統治被日本推翻，中國開始籌劃攻越部

署，準備配合盟軍反攻，解放越南。

六

第四場學術研討「抗戰時期的經濟與社

會」，主持人為張瑾，評議人為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首席編輯徐思彥。南京大學中華民

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李玉報告〈四十年代上海

的「日光節約」運動：基於《申報》的考

察〉，指出 1900年代「日光節約運動」在
上海得到廣泛和持續的推行，不過起止時間

屢有變化，缺少規範。此運動的經濟效益雖

不明顯，卻不失行政功用與文化意義。實際

推行過程，給民眾帶來明顯困擾，有些行業

未蒙其利，深受其害。

江沛報告〈虛實之間：1900-1900年河
南大災荒若干問題辨異〉，探討災荒真實狀

況、國民政府救災行動、災民死亡人數及中

外輿論的災情報導。提出當時國民黨行政官

員之作為，並未如後來妖魔化之宣傳，其實

有多方呼籲、積極賑濟的善良面。長期以來

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意識，有意無意加重渲

染了災荒程度。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柯惠鈴報

告〈抗戰大後方的婚姻與家庭〉，以抗戰

時期重慶的婚姻案件，分析戰爭中的社會變

動，由法律角度切入，呈現戰亂時中國婚姻

與家庭的不穩定狀態。當時一般夫妻雙方無

法達成離婚協議時，並非進入司法程序，而

是邀請第三方從中調解或仲裁。此外，國民

政府有一套民事調解程序，家庭所在保甲的

保長，還會成為糾紛調解的重要證人。至於

民事調解費用，一般人都可以負擔，因而戰

時重慶的離婚糾紛中，包括不少工人和農民

等低收入階層。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學術副校長孫若怡

報告〈貧困苦難與抗戰精神〉，探討究竟是

怎麼樣的精神與力量，鼓舞當時的人度過抗

戰艱苦歲月，並為中華民族孕育出大批優秀

人才。研究指明，當時貧民百姓與知識分子

均能以敬謹、樂觀、自律的生活態度，身體

力行傳達威武不屈的生命信念，這樣的忍

耐、勇毅、堅持，即為抗戰精神，成為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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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的最佳見證，更為民族文化的新生奠定

根基。中國歷經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如何

繼承、轉化或創新抗戰精神，並能妥善處理

新時代的問題，是民族文化真正實現偉大復

興的關鍵。

七

9月 0日下午，專家學者前往黃山重慶
抗戰遺址博物館考察並座談。此博物館為抗

戰時蔣中正官邸，亦為中國抗戰的指揮中

心。考察完畢，舉行座談，楊天石、張力等

學者對博物館的展覽及導覽詞，給予許多具

體建議。

9月 0日上午，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舉
行「『抗戰歲月』展覽開幕式」，楊天石、

陳永發發表致詞，隨後楊天石、陳永發、

王奇生就抗戰史方面的問題，接受媒體專

訪。下午舉行論壇的綜合討論與閉幕式，諸

位學者交換意見，對重慶及大後方抗戰史的

研究，提出許多具體建議。張憲文教授在 0
日上午的研討會，曾提到學界對抗戰基層社

會的研究，還有很多不足，應該研究清楚抗

戰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及非正常流動，此外，

抗戰婚姻史的研究，亦應加強。王奇生教授

此時則表示，抗戰軍事的研究，其實還有很

多不足之處，中國學者對日本資料之利用，

也很欠缺，有必要提倡推展。汪朝光最後總

結，抗戰史應向課題多樣化發展，注意與現

代化結合，並抱持國際化視角。此次會議，

在對抗戰史全面且充分的反思之中，圓滿落

幕。

沈昌煥日記： 
戰後第一年（1946）
0010年 9月出版
平裝 000元

1900年 1月至 10月期間沈昌煥擔
任國民政府秘書，見證國共和談、

馬歇爾使華、司徒雷登接任駐華

大使等重大歷史事件。國史館特

將此年日記重新排印出版，俾利

專家學者從事此段歷史的研究。

請洽國史館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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