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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史研究
的新史料與新
視野：
第五屆海峽兩
岸抗日戰爭史
學術研討會」
會議綜述
楊善堯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一、緣起

2011年適逢抗戰勝利 10週年之際，海
峽兩岸為了強調各自在這場有史以來影響整

個國家最為全面的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領導正統性，在這一年當中，皆有許多盛

大且多元的紀念性活動呈現。其中在學術研

討會部分，臺灣方面以國史館於 2011年 1
月 1日至 9日，在臺北圓山大飯店所舉辦之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

際學術討論會」為其代表性之會議。而在中

國大陸方面，從中央至各地方之研究機構與

大學相關院系等單位，亦多有以各地方區域

或相關專題之抗戰史研討會的舉辦。

自 2001年開始，以每兩年舉辦一次為
期，由臺灣方面的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

與中國大陸方面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兩個

單位，歷次於北京（第一、二屆）、臺北

（第三屆）、南京（第四屆）等地共同舉辦

「海峽兩岸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於

2011年亦邁入了第五屆會議。此次會議於
該年 11月 21、21兩日於圓山大飯店舉辦，
海峽兩岸共約百名來自各大專院校、研究單

位、檔案館等專家學者以及研究生與會。

二、會議經過

在 21日的各場次學術討論會正式開始
之前，主辦單位首先邀請在此次會議上，以

「抗戰老兵」自許的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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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八年抗戰大戰略問題」為題，進行

專題演講。而此次的會議另一個較為特別的

活動，則是《民國三十四年之蔣介石先生》

上下兩冊的新書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

心為了慶祝對日抗戰勝利 10週年，將原先
由國史館自 2001年所陸續出版的蔣中正總
統文物《事略稿本》原件影印本，在獲得國

史館的授權以及李摩西先生的經費資助下，

重新繕打編校為打字版，以「民國某年之蔣

介石先生」為名出版。主辦單位亦邀請國立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及李摩西先

生，就此書的出版緣由及後續影響，與在場

的學者們共同分享。

本次會議，兩岸的學者共提出了 21篇
與抗戰史相關的各類型學術論文，分為 9個
討論場次，以下就各場次之發表論文作一概

況介紹。

第一場的討論會由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

持，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與談，共有 1篇
圍繞在抗戰爆發之初的議題進行討論。由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學通研究

員所報告的〈和乎？戰乎？盧溝橋事件中蔣

介石決策過程研究〉，以及北京大學歷史學

系徐勇教授所報告的〈盧溝橋事件中的日軍

謀略再考〉兩篇學術專論，皆以盧溝橋事件

為題，分別就當時政府最高軍事領導人蔣中

正及日本軍方的角度，來探討他們對於此一

事件發生前後經過的看法。而另一篇由國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周惠民教授所提出的〈德

國有關抗戰的幾件新史料〉一文，以德國軍

事檔案館所典藏之 19世紀以來的軍事相關
檔案中，與中國相關的軍事檔案，如抗戰爆

發前夕之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的相關活動

紀錄，以及當時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法

肯豪森等人的「身後檔」為例，介紹這些典

藏於德國有關抗戰的相關檔案。並以這些檔

案進一步分析抗戰爆發初期，從這些德國軍

事顧問的觀點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

第二場討論會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李

蓉研究員主持，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

心張生教授與談。在有關抗戰史的書寫論述

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以

〈海峽兩岸抗戰歷史論述之比較〉一文，提

出歷年來在抗戰史這個議題上，臺灣與中國

大陸在論述觀點、檔案史料、名詞演變、相

關研究等方面之差異與比較，最後並提出了

近來對於兩岸「共寫史書」的看法，認為中

國大陸官方若仍不正視抗戰歷史事實、開放

與改進各層級檔案館典藏的檔案史料，以及

堅持以中共為抗戰主題的論述立場等條件

之下，共寫史書恐非一件容易之事。國史館

蘇聖雄助修則以〈正統典範—國軍抗戰史

的書寫與論述〉為文，提出了國軍自抗戰爆

發後，自國軍各單位與高階將領等即開始積

累相關資料，形成一套具有系統性的「正統

典範」論述，而這樣的論述是否具有真實的

歷史事實，或是與當時為了激勵士氣的政策

宣傳有關，則待藉由深入理解後，方能體認

其複雜性並提出有別於過往不同的抗戰史

論述思維。而另一篇由上海師範大學政法學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期

1
1
1

院洪小夏教授所提出的〈抗戰時期國民黨敵

後戰場衰落原因探析〉一文，則在探討抗戰

時期國軍在敵後淪陷區的游擊隊，主要因為

遭日軍打擊、與中共摩擦、內部不和自相火

拼、素質低下等原因，導致敵後作戰成效呈

現不彰的情況。

第三場討論會由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

主持，總統府胡為真資政與談。分別由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之芬研究員提

出之〈從華北看國共合作抗戰〉、中共中央

黨史研究室李蓉研究員提出之〈國民政府軍

對八路軍百團大戰的配合〉、中國人民解

放軍軍事科學院劉庭華研究員提出之〈國共

合作與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的協同配合〉等

1篇專論。這 1篇專論主要皆以抗戰時期的
國、共雙方在軍事方面的合作為例來進行討

論，而對於 1位來自中國大陸學者所提出的
論述，與談人亦提出了較為不同之觀點，引

起現場的熱烈討論。

第四場討論會由中正文教基金會陳鵬仁

副董事長主持，國史館陳立文主任秘書與

談，本場次兩篇專論均與化學戰有關。由黑

龍江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高曉燕研究員提

出之〈歷史圖片揭露侵華日軍化學戰真相〉

一文，以 2011年由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
心所出版的《日軍侵華圖志》中之《細菌戰

化學戰》一卷的歷史影像為例，並依據撰者

參與此卷編輯計畫的經驗，提出有關日軍化

學戰之介紹。由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一

處周進處長所提出之〈日軍在中國實施細菌

戰的階段特點與作用評析〉一文，則是介紹

了當時日軍在華實施細菌戰的詳細情況。

第五場討論會由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林桶

法教授主持，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

開教授與談，而本場次的 1篇文章較無關聯
性。由湖北省宜昌市委黨校周兵副校長所提

出之〈宜昌失守致長江航運阻斷後的民力轉

運〉一文，主要以宜昌這個城市為例，探討

宜昌自 1910年 1月失守後，當地各項後勤
運輸行動對於整體抗戰之重要性作一概況

介紹。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江沛教授所提出

之〈1912-1911年河南國統區旱災述論〉一
文，則在討論 1912年於河南所發生的嚴重
旱災情況，以及提出過往學界對於這場旱災

較無深入探討。甚至其真相的探討逐漸被歷

史學家們集體淡忘，反倒是在馮小剛所導演

的《一九四二》電影上映後，引發了各界對

於這場旱災的廣泛注意。因此作者認為，

這是否是身為史學研究者應該要引以深思

的情況？最後提出了到底史學的本質是什

麼？什麼才是足以載入史冊的歷史事件等

問題。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同胞紀

念館劉廣建館員所提出之〈慰安所舊址保護

利用與歷史記憶當代重構—以南京利濟

巷慰安所舊址的保護與利用為例〉一文，則

是以現存完整的南京利濟巷慰安所遺址為

例，探討有關慰安婦相關之問題，以及提出

對於各地慰安所舊址的保存問題與歷史意

義。

第六場討論會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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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中正文教基金會陳鵬仁副董事長

與談。1篇有關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的專論，
分別由哈爾濱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李淑娟教

授提出之〈日本移民侵略的先鋒—滿鐵鐵

路自警村探析〉一文，在於討論與介紹日

本自 1901年日俄戰爭後在東北地區設立滿
洲鐵道株式會社，為維護這長達 1萬公里鐵
路沿線之安全及開發，自 1911年起在鐵路
沿線設立了鐵路自警村，並分析了自警村對

於日本在東北地區開發的重要性。吉林省社

科院偽滿洲國史研究中心李倩副主任提出

之〈東北抗聯精神的歷史形成、科學內涵及

時代價值〉一文，在於以正面之論述，來闡

述有關東北抗日聯軍在抗戰時期所作出之

貢獻。國史館高純淑簡任協修提出之〈省區

調整與人事部署—勝利前後國民政府接

收東北的籌劃〉一文，則以國史館所典藏之

相關檔案以及政府各政要，如蔣中正、王世

杰、熊式輝等人之日記，來重新回顧有關抗

戰勝利前後，國民政府是如何籌畫接收東北

的過程。

第七場討論會由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

研究中心程兆奇教授主持，南開大學歷史學

院江沛教授與談。由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林桶

法教授所提出之〈抗戰時期的捐獻運動檔

案：以檔案管理局為中心的分析〉，以過去

較少人研究之抗戰捐獻運動為題，用一般平

民的視角，並以檔案管理局所典藏之豐富的

捐獻運動檔案史料為論述題材，來探討有關

抗戰期間，關於民眾自發性提出各項獻機與

捐獻物資活動的情況。文中除了檔案管理局

之檔案外，作者亦介紹了國內其他檔案典藏

史政機構，如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

單位典藏有關這方面的檔案史料，並在這項

議題的研究上，無論是使用檔案史料或是當

時捐獻運動的各項情況，提出了在進行研究

時須注意的幾項要點。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

化學院左雙文教授提出之〈蔣介石與華南抗

戰〉一文，則以兩廣地區為例，探討華南地

區在抗戰時期的各項情況。國史館廖文碩協

修提出之〈太平洋戰爭前夕國民政府對日本

南進戰略的肆應：吳鐵城南洋行再探〉一

文，先以介紹太平洋戰爭前夕有關日本在南

進政策上的外交方針，並以中國國民黨中央

海外部部長吳鐵城出訪南洋之行為例，探討

有關吳鐵城此次出訪南洋之各項目的，以及

此行各項業務與抗戰有關聯性之後續影響。

第八場討論會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周惠民教授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

院劉庭華研究員與談，1篇專論分別聚焦於
戰後審判及領土歸屬問題。上海交通大學東

京審判研究中心程兆奇教授提出之〈東京審

判論爭的由來和檢討〉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

代史研究所劉萍研究員提出之〈聯合國戰爭

罪行委員會的設立與戰後審判—以對日

審判為中心〉兩篇文章，分別以東京審判及

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為例，進而探討有關

戰後日本在戰犯審判上之各項問題。由南京

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張生教授所提出

之〈美國戰後琉球戰略演變與中日釣魚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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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文，則以美國在戰後對於琉球與釣魚

臺問題，提出了美軍當時的中立戰略思維，

而這樣的戰略思維，卻對往後在冷戰期間東

亞的局勢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第九場討論會由上海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洪小夏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究所李學通研究員與談。此場次有別於前面

八場的主題，主要是以近來新興的歷史影像

研究為題，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邵銘煌副教授所提出〈《苦幹》攝

製及其經典影像解析〉，以及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楊善堯博士生所提出〈《生活》雜

誌記錄下的抗戰影像中國〉之兩篇文章。此

兩篇文章分別各以動態與靜態影像為例，邵

銘煌教授以目前所發現最早的一部彩色抗

戰紀錄片《苦幹》為例，介紹該片導演雷

伊．史考特（Rey Scott）於 1911年手持 11
毫米攝影機前往中國拍攝此片的緣由及過

程。並以影片中所介紹抗戰時期中國的各地

風貌與情況，如日軍轟炸、蔣中正委員長夫

婦、孔祥熙、蘭州風土、四川熊貓、戰時兒

童保育工作等，來分析這些影像所引發出與

抗戰相關之後續情況。楊善堯博士生則另以

美國媒體大亨亨利．魯斯（Henry Luce）所
創辦的《生活》雜誌，來介紹這份在 20世
紀影響西方世界甚為重要，並以當時各類型

的新聞影像報導為主的刊物，是如何以影像

方式來報導有關中國抗戰的情況。而《生

活》雜誌所刊載的一些歷史影像，亦成為往

後世人對於認識抗戰時期的經典畫面。

三、結語

在經過了兩天多達 21篇與抗戰史相關
專論的熱烈討論後，彙集了海峽兩岸相關學

者之意見，對於與會眾人在此次會議中，藉

由「新史料與新視野」的角度，達到了抗戰

史研究的一項新目標。

在新史料方面，此次與會的專論中，多

位發表學者運用了過去鮮少使用或近年新

編纂之檔案史料，如德國軍事檔案館典藏之

檔案史料、2011年編纂出版之《日軍侵華
圖志》、檔案管理局藏有關捐獻運動檔案、

《苦幹》紀錄片、《生活》雜誌等檔案史

料，皆是過去在抗戰史的研究中，未曾使用

的新史料。而這些使用於研究上的新史料，

不論是文字與影像類型的史料，或是新編纂

與再修復的史料，皆更加地開拓了抗戰史研

究的史料多元性。

在新視野方面，不論是對於過去已有討

論之議題再次提出新的觀點，或是以回顧的

方式，來探討與比較不同地區時期有關抗戰

史研究之差異演進，亦可顯示出這些新的或

歸納式的觀點，對於抗戰史研究的角度寬廣

性。

總結此次會議，與會之海峽兩岸專家學

者提出了多篇具有學術水準及特色的研究

專論，並利用其所在地區檔案館典藏之檔案

史料與歷史觀點的特性投入抗戰史研究，再

次的審視過去對於抗戰史研究的方向以提

出新的修正，是這次會議在經過兩天的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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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後，所得到的最主要成效目標。而此次

會議是以兩岸學者為主體之研討會，會上亦

有一些兩岸間目前仍屬分歧觀點或是名詞

定義的熱烈交鋒。僅舉一例，在某一場次的

討論會上，兩岸與會學者曾就蔣中正名字的

由來，在不同時期由旁人或檔案文書等資料

中所呈現的蔣中正名字，有不同的看法觀

點。由此可知，在抗戰史甚至於整個中國現

代史的研究上，兩岸的史學界仍有許多可再

努力之研究方向。期望在未來，能再藉由這

樣形式研討會之舉辦，為兩岸史學界注入更

多的討論交流與視野開拓，以厚實「抗戰

史」這個專門領域的研究深度與多元性。

與會人員合影（攝影／楊善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