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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综述

张翊越 黄梦迪

2021 年 6 月 5—6 日，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在浙江临安召开。此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

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 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参会论文分六场四大主题: 1. 沦陷区的日伪统

治; 2. 沦陷区的个体与群体研究; 3. 沦陷区研究中的文本解读; 4. 沦陷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

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显示出沦陷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一、沦陷区的日伪统治

近年来，沦陷区的日伪统治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在本次会议上，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参会

论文在日伪政权、日伪经济统制、奴化教育、“清乡”运动、铁路殖民化等传统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
包德强( 山东大学) 在以往对汪伪政权研究的基础上，将视角转向其党政关系。他在《汪伪政

权中央党政关系制度安排》中从制度层面分析汪伪政权中央层级的党政关系，认为汪伪党政关系

的建立，一方面是汪精卫等人与日方妥协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汪伪国民党与其他汉奸政权团体合作

的产物。
关于日伪的“清乡”运动，在此次会议中有两篇论文涉及。徐嵩( 上海社会科学院) 《海内外近

四十年来日伪“清乡”问题研究综述》一文对“清乡”运动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性的梳理。作者从总

体性论述、区域性研究、要素性研究、中共反“清乡”研究等不同的视角出发，整理归纳了中国大陆

和台湾、欧美及日本学界对于“清乡”运动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要深化对日伪“清乡”运动研究，

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新史料，使用新的研究方法。
郭妍( 北京大学) 在《华北“治运”和华中“清乡”的比较》中对日伪的“治运”与“清乡”进行区

域化的比较，从历史背景、政策手段、阶段分期三个角度，对 1941 年后日伪推行的华北“治运”与华

中”清乡”运动进行比较，指出二者都是日本为巩固日伪政权统治，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目

的而推行的控制手段。“治运”与“清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日伪统治政策的重要一环，对抗日根

据地的生存构成威胁。
日伪在沦陷区的统制与掠夺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相关内容涉及铁路、林业资源、粮食

等。王占西( 郑州师范学院) 与符静( 首都师范大学) 从不同角度探究日本对华铁路的统制。王占

西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铁路殖民化模式之比较探析》中指出，日本在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推行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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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殖民化政策，在三地沦陷区各设立相应的铁路殖民管理机构，组建护路组织，掠夺沦陷区物资。
但各沦陷区的铁路殖民机构各有侧重，其职责范围也随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符静在《“民路合

作”还是“民路异心”———试论日伪华北沦陷区的铁路爱护村运动》中指出，日本为维护在华北占领

地区的铁路沿线权益，决计仿照伪满洲国建立铁路爱护村。从 1937 年到 1943 年，华北铁路爱护村

在数量上与日本在华北控制的铁路干线的增加成正比，功能定位随日军战争的需要不断调整。日

伪以不同形式宣传，企图收买民心维持护路工作，以期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但实际效果不佳，

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导致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矛盾分歧。
叶磊( 中山大学) 在《从自然资源到工业资源: 近代东北地区日资木浆企业的木材供应问题

( 1917—1945) 》中指出，仅从木材掠夺层面考察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林业殖民活动，会使研究存

在一定的盲区。该文以近代东北地区的日资木浆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木材原料供应的角度，考察这

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及特点，以期更全面揭示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林业殖民行径。
郭晓辉( 河北大学) 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粮食统制及各方应对研究》以华北沦陷区粮食问

题为研究对象，梳理战时日本对华北粮食资源统制政策的出台、演变，论述伪政权、商会、民众利益

诉求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进一步解释了日本对华北粮食统制失败的原因。
吴佩军( 华南师范大学) 的《抗战时期日军对华南地区的兵要地志调查》分析日军对华南地区

兵要地志调查的背景、发展、调查机构与方法、调查资料的类别及事项等，指出日军调查在不同时期

各有侧重。同时，作者认为日军的调查带有明显侵略性，并始终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经济掠夺和

殖民统治而服务。
日伪在沦陷区的宣抚工作与奴化教育在本次会议中有两篇论文讨论。董金玉( 华南师范大

学) 的《战争、宣抚、秩序: 日军主导下的“广东宣抚”研究( 1938—1945 ) 》指出，1938—1945 年日军

在广东进行的“宣抚工作”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与军事等各方面，既受日伪政权组织架构的影

响，也为日本的“南进战略”所左右，与其他沦陷区的“宣抚工作”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李英姿

( 哈尔滨音乐学院) 《沦陷时期广州无线电播音台儿童音乐节目研究》一文，以沦陷时期广州无线电

播音台儿童音乐节目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立场出发，对儿童音乐节目的制定与分

类进行分析，研究沦陷时期广州日伪政权针对儿童所传播的殖民思想与施行的宣传政策。文章以

《广东迅报》与《中山日报》在 1939—1945 年期间每日刊登的播音节目为基础，对沦陷时期广州市

无线电播音台儿童音乐节目进行研究，深入分析沦陷时期日伪政权针对儿童群体运用音乐所灌输

的殖民观念。作者指出，日伪政权妄图通过音乐来模糊其殖民侵略的本质，达到奴化宣传的目的。
此外，桂强( 华东师范大学) 在《沦陷时期的“高阳模式”———基于上海郊县手工业变迁的分析

( 1937—1945) 》中比较上海郊县在沦陷前后手工业发展状况的变迁，并评估中国近代城郊手工业

发展路径即“高阳模式”的适用性。作者认为，有关沦陷时期手工业的“衰退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

国的情况，强调对沦陷时期手工业变迁的研究，应注重对区域的具体考察。
刘峰( 上海师范大学) 在《沦陷危机: 孤岛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与日本的图谋》中以公共租界的

情况为中心，对当时的矛盾焦点警察权与司法权等问题展开考察，试图揭示沦陷时期的租界面对日

本侵略者何种挑战，其具体过程与最终结果如何。
张展( 南开大学) 的《进与退: 1938 年日军战略的演变与国共因应》一文聚焦于 1938 年初，以正

面战场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敌后战场日军与中共军队、国共双方的进退为线索，从日军的视角具体

分析了多方互动、斗争的战场形势，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

在抗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进行深入剖析。他认为从日方角度可以反证，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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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沦陷区研究的传统议题在本次会议上有所延续，研究内容更加细化，但是政治史、军
事史相关研究略有欠缺。

二、沦陷区的个体与群体研究

近年来，沦陷区中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本次讨论会中，多位

学者从个体研究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沦陷区中的干部、民众，以及外国人士。
宋青红( 上海理工大学) 的《抗战时期浙江省妇运干部训练班述略》，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浙江

省妇女干部的培训为中心，讨论了国民党在浙江地区的妇女工作。她认为，该培训虽推动了浙江各

地区妇运工作的开展，却过于注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强调对妇女干部的思想控制，强化对国民党

的个人认同，却忽视对妇女干部民主习惯的养成。作者认为由于战时国民党中央对妇女运动支援

有限，导致干部训练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在浙江省失败的隐患。
张若愚( 南通大学) 在《沦陷区商民的战时因应与战后自觉———以南通为例》中指出，在战争背

景下，沦陷区的商民处境艰难，因此他们的生活实态往往呈现复杂面相。作者以南通商民为例，考

察了他们为寻求生存空间所经历的“借德御日”“军管理”“与汪伪‘合作’”三个阶段，呈现出复杂

的历史轨迹。
王富聪( 团结报社) 的《传统社会关系与组织动员的合力: 华北根据地的沦陷城市工人苦力工

作》认为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各级城工组织把工人和苦力看作城市工作的重点争取对象，从而利

用根据地和沦陷城市的社会联系，充分发挥传统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作用，使地下工作者能够

团结工友，发展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以展示“弱者的武器”，发挥“弱者”在抗战中的积

极作用。
李雷波(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在《秩序的重建: 江南敌后的民众、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中指出，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江南地方社会的秩序经历了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

进程。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乡里等关系，借助传统的保甲、团练、帮会等组织形式，创建各类民

众武装，走上军事化道路。武汉会战前后，中共地方党组织潜入梅村，将自身嵌入到以民众武装为

支撑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基层社会秩序。后来，新四军叶飞部与地方党相互配

合，力图重塑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社会新秩序，但限于沦陷区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

整理东路地方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对新秩序的重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陈琪伟( 上海师范大学) 《抗战初期江南民众的逃难经历与战乱生活》一文关注战争中普通人

的战争体验与生存状态，以抗战初期江南地区的民众为对象，考察其逃难经历与心路历程。作者认

为在逃难途中，难民不仅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难题，更需面对现代战争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与精神创

伤。关注战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助于发掘宏大叙事下被掩盖的具象生命体验，丰富抗战史研

究的意涵。
黄梦迪、周东华( 杭州师范大学) 的《杭州沦陷时期传教士与日本占领军关系研究》，关注的是

沦陷区中的外国人。沦陷时期传教士与日军的关系复杂，以沦陷时期的杭州为例，可以发现战争期

间，部分日军无视国际法抢掠传教士财产甚至对其施加暴力，同时亦有传教士与日军形成“协作”
关系，强调研究时不能做程式化判断。

刘幸( 北京师范大学)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日本人教授细井次郎研究》一文对北平沦陷时期辅

仁大学的日本人教授细井次郎展开研究。该文通过对细井次郎其人的生平，包括他在中国的经历

进行讨论，指出他是一个裴斯泰洛齐主义信仰者和教育工作者。他的这一特质使其在辅仁大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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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能够保持与中国师生温和相处，是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还能够保有一定程度自由的重要原因

之一。
对沦陷区个体与群体的研究，对历史人物心态的把握，是学界一改以往从上到下研究视角的结

果。整体上看，以上论文充分发掘、利用外文资料及地方档案，在对群体与个体进行探究时，不仅注

重剖析战争背景下人性与行为的复杂化，还着力展现沦陷区多元的社会面相，丰富了沦陷区研究的

内容。

三、沦陷区研究中的文本解读

本次会议的新颖之处是通过文本解读，发现沦陷区研究中的细节。
隋艺( 大连海事大学) 《七七事变后的理想“皇军”形象与在华日军———〈兵队〉中的战争体验》

一文以七七事变后在华日军为研究对象，以天皇对日军的诏谕以及日军的精神教育刊物等为文本，

阐释日本当局试图构建的理想“皇军”形象。文章指出，由于战争的长期“泥沼化”，以及“东亚新秩

序”与“皇军”形象自身的欺瞒性与矛盾性，在华日军与理想“皇军”形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另外，

文章通过杂志《兵队》中刊登的华南派遣军的战争体验录等，分析在华日军的心理，认为日军个体

心理与理想“皇军”形象之间存在矛盾。
王保平( 中国人民大学) 《沦陷时期汪伪“和平报”的运作与发行———以上海〈平报〉为中心

( 1940—1945) 》一文以上海《平报》为中心，从报纸运营与发行的角度，细部呈现汪伪新闻业的典型

特征与复杂面貌。文章从汪伪“和平报”的演化与上海《平报》的缘起、运作与发行进行详细梳理，

分析上海《平报》的问题。作者认为以上海《平报》为代表的汪伪“和平报”阵营，虽然在能动性方

面存在缺陷，但在“洋旗报”面前，“和平报”并非粗制滥造、不堪一击。
赵倩( 东北财经大学) 的《战时妇女: 〈新光〉杂志与华北沦陷区女性形象塑造》主要围绕华北

沦陷区女性刊物《新光》杂志展开研究。作者对该杂志的办刊宗旨与思想控制手段进行分析，指出

日本殖民者通过该杂志，运用潜移默化的宣传手段引导女性自觉主动地为法西斯战争服务，利用妇

女解放话语为其殖民统治和思想控制服务。《新光》塑造的理想女性，是全力以赴为战争服务的战

时妇女。
姚刚( 南京师范大学) 在《陈情述罪与文书行政: 民国南京难民的大屠杀书写与官方因应》中指

出，以抗战胜利为界，战时与战后的南京大屠杀市民呈文存在呈请起因、事项和辞令的明显不同。两

个时期的呈文在作者身份构成、文本结构布局、呈文示信环节等方面的共性，从多个面相展示了日军

的罪行。作者认为，南京大屠杀市民呈文不仅是反映民情民瘼的重要载体，也是揭露日军累累罪行的

铁证，对市民呈文的处理是还原政府当局如何回应难民诉求、开展救济政务的重要依据。

四、沦陷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

自新冠疫情以来，医疗史专题研究再度引起较高的社会关注。在沦陷区研究中，学者们也关注

到这一领域。丁泽丽(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组织调适与力量整合: 战时红十字会与上海难民疫病防

治》一文，对抗战时期红十字会面对战时救护的重任如何调适组织，整合沪地力量开展难民疫病防

治等内容进行研究。文章肯定了红十字会在集中战时救护的重任下，不断进行组织调适兼顾难民

疫病防治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宗旨。同时，作者还指出在非常时期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须借助

中外智慧，整合社会各界力量，适时创新公共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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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刚( 上海师范大学) 《沦陷区的涉疫动物管控———以日据上海期间犬、鼠、蚊蝇管控为中心

的考察》一文以上海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对犬、鼠、蚊蝇的管控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为应对不同类

型的涉疫动物所采取的不同管控措施以及特征。作者以近代上海的犬类管控历史为经纬，认为沦

陷时期上海负责捕杀野犬部门由卫生机构逐步过渡至警察局，在制度建设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
姬凌辉( 浙江大学) 《流动医疗与地方防疫: 战时卫生署医疗防疫队与浙江省细菌战防治》一文

以战时卫生署医疗防疫队为考察对象，旨在探讨浙江省应对细菌战的具体情况。文章细致梳理了

战时卫生署医疗防疫队的概况，包括卫生署防疫队的组织系统及各区大队的分布情况; 介绍了日军

在浙江省内进行细菌战的作战计划及浙江省内疫情情况; 考察了卫生署医疗防疫队开展防疫救治

的工作状况。
陶水木( 杭州师范大学) 《“民为邦本，救难民即所以救国”: 虞洽卿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一文

对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的缘起、筹办情况以及救难特色等内容进行研究。文章指出，上海难民救

济协会把难民救济与教育、生产培训相结合，把难民生产教育与资遣善后相结合，最终完成了八一

三抗战爆发后的难民救济工作，对维护社会秩序与治安、积聚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作者肯定了

虞洽卿为上海难民救济做出的贡献。

本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的参会论文，在研究主题方面，多关注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着力

展现沦陷区复杂多元的社会面相; 在研究内容上注重细节，善于挖掘与利用外文资料与地方档案。
在最后举行的圆桌会议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曹必

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

究中心主任袁成毅、陶水木教授，以及两位青年学者代表姚刚和许嵩分别发表参会感言。学者们就

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沦陷区研究需要继续关注政治史、军事史等传统议题; 第二，继续深

化沦陷区民众的研究，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第三，继续挖掘使用外文资料

和地方档案。在运用外文资料做研究时，除注重已有的国际维度、国家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

等，亦不可忽视历史中的生活“逻辑”，要尽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去体会过去与现在的差异，而不是

将现代社会简单套用于过去; 第四，厘清地理概念。“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既是政治概念，

也是地域概念，战时因各方力量的消长，不同政治势力控制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要多借鉴历史地

理学的知识，打开研究思路，动态地思考沦陷区研究。

〔作者张翊越、黄梦迪，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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