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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是

英國劍橋大學第十任漢學教授，兼

任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院

（Faculty of Asia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院長，是著名的中國歷史

研究學者。方德萬長期致力於中國

近代軍事和抗日戰爭的研究，現作

為《劍橋世界戰爭史》的撰寫人之

一，負責該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

國部分的編撰。他的專著《中國的

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以下簡稱《民族主義和戰爭》，引用

只註頁碼）於2007年夏由北京三聯

書店出版中文版，對我們了解西方

史學界對抗日戰爭史乃至中華民國

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很有助益。該書

以戰爭與民族主義為主題，採用了

長時段的考察方法，對於我們以往

的很多認識有糾偏的作用，在方法

論上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

的地方。筆者不揣鄙陋，以下試就

三個方面做簡單評述。

一　從中國社會自身尋找
答案　　　　　

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國

際學術界向來有「中國中心觀」與「國

際化視角」之爭。其實，觀察問題的

視角不應該是相互排斥的；相反，

多重視角下的研究可以揭示歷史的

多重面相，從而更接近歷史真實。

抗日戰爭無疑是中國自身的作為與

外在各種因素糾結在一起的最為典

西方學界對抗日戰爭史的反思與重述

● 嚴海建

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著，

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

戰爭（1925-1945）》（北京：三聯

書店，2007）。

方德萬的專著《中國

的民族主義和戰爭

（1925-1945）》以戰爭

與民族主義為主題，

採用了長時段的考察

方法，對於我們以往

的很多認識有糾偏的

作用，在方法論上也

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

和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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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歷史過程。我們以往的研究長

期受國共之爭以及意識形態的影

響，往往忽視抗戰之主體——國民

政府。當然，這只是認識的誤區之

一，另外一個誤區就是方德萬要糾

正的所謂「史迪威—白修德模式」

（頁426）。以往歐美學術界在論述

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中國政府的作

用時，多採用這一模式，把目光更

多投向中外關係，特別是中美關

係，認為抗戰之成敗更多取決於盟

國特別是美國的支持力度，以及整

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演變，

而不是國民政府本身的作為。方認

為應從中國社會自身來尋求答案。

在方的I述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國

民政府成為I述的主體。I述主體

的轉換是極其重要的，只有這樣才

能真正體察中國社會自身在抗戰語

境中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當然，

內部取向的考察並不排斥國際化的

視角，方的研究將二者很好地結合

起來了。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提

出的「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模式

暗含有西方主動與中國被動、西方

先進與中國落後等價值判斷預設在

k面，以此來看現代中國的歷史遂

引發諸多的問題。表現在對抗戰的

認識上，突出的問題就是中國抗戰

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意義，以

及中國抗戰勝利是源於自身的努力

還是外在的形勢。很長一段時間，

西方學界認為，中國戰場對於太平

洋戰爭的貢獻有限，往往將中國戰

場視為盟軍戰略的受益者。上述的

判斷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主觀

性，忽視了中國社會本身的諸多因

素。方提出，西方學術界應該重新

審視和評價中國抗日戰爭。方著一

方面肯定了中國戰場的持續抵抗對

於二戰東亞戰場的積極貢獻，另一

方面強調了中國戰場的持續抵抗更

多是出於中國社會自身的支持而非

單純依賴國際援助。

通常，我們會有一種錯覺，那

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亞太

地區形成了蔣介石政府一直期望的

國際反法西斯聯盟。表面看來，中

國抗戰的國際環境得以改善，可以

獲得盟國的援助，但事實上並非如

此。因戰局的惡化、交通線的斷

絕，導致中國實際獲得的援助非常

有限，而且運抵的部分物資也大多

是被盟國部隊消耗掉。另一方面，

從盟軍的戰略角度來看，正如方看

到的那樣，「國民黨成為美英的盟

國。這一進展確保了最終戰勝日

本。可是國民黨為進入盟國所付出

的代價確是實實在在的。無論是美

國還是英國都不希望使中國自身成

為行動的主要舞台。」（〈序言〉，頁

29）中國不但未能從反法西斯同盟

這樣的國際合作框架中獲得更多，

甚至很大程度上其犧牲遠大於獲得

的援助。由於盟軍的戰略有一定的

利己性，它們在戰略行動中更多考

慮的是如何利用中國戰場的資源為

其戰略目標服務，甚至不惜犧牲中

國戰場的利益。

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的影

響，我們以往對戰爭後期蔣介石政

府的表現之評價大多是負面的。但

蔣介石政府在戰爭後期所面臨的困

難，也許只有一部分是由其自身體

制及政策上的弊端造成的，更多的

蔣介石政府在戰爭後

期所面臨的困難，也

許只有一部分是由其

自身體制及政策上的

弊端造成的，更多的

應該源於戰爭的持續

以及中國社會經濟自

身存在的種種不可控

的原因，而這些無法

控制的因素往往又具

有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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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自身存在的種種不可控的原

因，而這些無法控制的因素往往又

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方認為：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國民黨何以最

終未能迎接抗日戰爭的挑戰。與他

們自己的信念或者更確切地說與他

們自己的希望相反，他們無法在一

場消耗戰中拖垮日本。依本人之

見，從根本上說，問題不在於無能、

缺乏意志，腐敗或集權，而是中國

是一個農業社會，無法應對現代戰

爭的要求這樣一個現實。（頁427）

在中國尚未實現工業化的條件

下，西方那種以工業化為物質基礎

的崇尚進攻的戰爭思維對中國是不

適用的。面對被迫與工業化的日本

作戰而中國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事

實，蔣介石政府不得不順應中國的

現實，採取傳統的軍事動員戰略。

以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為代表

的西方觀點，批評蔣介石政府的軍

事戰略保守、消極，實際上是脫離

了中國的實際。方提出，要擺脫西

方用現代戰爭條件和戰爭方式來考

察中日戰爭的思維，從這場戰爭自

身的地方特點、歷史背景，而不是

從西方現代戰爭的觀點出發來理解

中日戰爭。

由於擺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

念束縛，所以在方看來，中國抵抗

日本的軍事行動是傑出的。中國的

抗日表明一個社會抵禦外敵的潛力

不只取決於軍隊的訓練有素和先進

的武器裝備，還取決於中國傳統的

文化、政治和軍事資源，比如驛

站、田賦徵實、軍隊屯田等帶有傳

統色彩的措施；在西方人眼k可能

是落後、陳腐的做法，但在一個資

源有限的農業社會卻可能是開展艱

難戰爭的明智方法。方對蔣介石政

府在抗戰時期戰爭運行模式的詮

釋，是相當有見地的。

二　戰爭與民族主義

方德萬在書中提到：

我把戰事和軍事置於國民黨歷史的

中心，這段歷史從二十世紀20年代

中期作為一個附有武裝力量的革命

組織的崛起，直到1945年8月隨日

本投降而終止的抗日戰爭，到彼時

為止，我相信其失敗雖然不是不可

避免的卻是可以預見的。（〈序言〉，

頁23）

對國民黨的失敗，方引入了民族主

義的分析視角，突出了戰爭與民族

主義的內在關聯，特別是抗戰對蔣

介石政權的負面影響。

方認為，國民黨民族主義的一

項內容是駁斥將中國描繪成一種不

尚武的文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

世紀初，西方認為中國不尚武、消

極和落後的觀點在中國內部被接受

了。到1920年代，軍事資本無論是

對內還是對外都成為必要的權勢資

本，軍隊既是國民黨革命的手段，

也是他們鞏固政權、實現國內統一

的資本，更是實現反帝、抵抗日本

侵略最直接的需要。而軍事權勢的

發揮是通過戰爭實現的，這樣，戰

中國的抗日表明抵禦

外敵的潛力不只取決

於軍隊的訓練有素和

先進的武器裝備，還

取決於中國傳統的文

化、政治和軍事資

源。在西方人眼Ë可

能是落後、陳腐的做

法，但在一個資源有

限的農業社會卻可能

是開展艱難戰爭的明

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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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與民族主義就有了內在的關聯。

我們以往對於近代的民族主義的論

述多側重於抵禦外侮的一面，而忽

視國家建構的一面。方通過戰爭與

民族主義的論述，將民族主義的內

外兩方面的訴求聯繫起來，使我們

對於民國時代的民族主義獲致更全

面的認識。

戰爭往往造就民族，日本的入

侵造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這

是不爭的事實。民族主義情緒在禦

侮d國時最容易被激發起來，這就

是為甚麼在抗戰初起之時蔣介石政

府一度獲得社會各階層廣泛支持的

原因。但是隨m抗戰的持續，抗戰

勝利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堅持才能

獲得，這時民族主義的情緒會從高

潮跌落，甚至游離，把期望寄託到

其他有希望的政治力量身上。這樣

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成了這種民族

主義的恩主，因為〔在很多日戰區

的基層社會中〕國民黨被趕走了。

中國共產黨填補了空缺，將英勇的

游擊戰轉向抵抗日本，並將國民黨

的無能變成他們建立統治的神話」

（頁429）。

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民

族主義的情感與理念是一種可以維

繫和鞏固政權合法性的天然政治資

源，但這種資源要發揮作用，需要

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意識地加以運用

和發揮。顯然，中共從戰爭中獲

益，成為民族主義的寄託對象，而

國民黨在運用民族主義上卻處於一

種明顯的劣勢，不是說其不具備民

族主義的因素，而是其運用民族主

義情緒進行動員受到各種因素的制

約。對於內政外交及軍事等一系列

的棘手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

於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和風

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

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

不會一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

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執

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

有它的難處。」（楊奎松：〈毛澤東

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網易新

聞，http://history.news.163.com/09/

0629/03/5CUPPN9K00013FM5_3.

html。）

所以，戰爭帶來的混亂以及各

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後果都需要國民

黨政權為之負責，承受民意的譴

責，這是其戰時主體地位附帶的後

果，當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

一切對於蔣介石政權的影響一直延

續到戰後。正如方所說的，「戰爭

的影響是深遠的」（頁431），這是我

們以往最為忽視的一個問題。所

以，我們對戰後國民黨中國的理解

必須以戰時的中國為背景，看國民

黨政權背負m甚麼樣的政治社會負

擔進入戰後，其在戰後的國共競逐

中在民心上的失分，必須要考慮抗

戰對其的影響。

三　中長時段的考察

在研究時段上，方德萬對抗日

戰爭的研究不再局限在1937至1945年

的八年間或者是更為寬泛的1931至

1945年之間，而是以1925年國民黨

的改組北伐作為考察的起點，將對

抗戰的考察基礎放到近代興起的尚

武取向和北伐戰爭時期的暴力文

我們對戰後國民黨中

國的理解必須以戰時

的中國為背景，看國

民黨政權背負å甚麼

樣的政治社會負擔進

入戰後，其在戰後的

國共競逐中在民心上

的失分，必須要考慮

抗戰對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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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從而拓寬了抗戰史研究的視

野。從《民族主義和戰爭》具體的篇

章結構來看，全書分為七章，除去

第一章「重看史迪威」是為了確定全

書的立場和視角的轉變外，餘下的

篇幅有一半左右是討論抗戰前的中

國，可見方對於背景和語境的重建

是非常重視的。從具體研究內容來

看，方特別注意文本（抗戰中的中

國政府及社會也可視為文本）的時

代性及置文本於其時代語境之中的

必要，應該說，他對語境部分的論

述往往打破成說，試圖將抗戰時期

的歷史放到更大範圍的社會背景中

去考察。

這樣注重語境重建的大歷史意

識，體現的是一種長程的歷史觀，

注重考察歷史的延續性。其研究的

路徑在於：一方面，從宏觀歷史中

把握微觀的歷史研究對象，將作為

研究對象的「人物」和「事件」置於其

所在的歷史語境中，從而拓展微觀

研究對於整體歷史認識的價值；另

一方面，則是在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下，跳出具體而微

的個案研究，強調從較長的時段來

觀察歷史，從而對歷史的結構性變

動和長期發展趨勢獲致較為清晰的

認識。

方的研究兼具上述兩種取徑之

特點。他對1925至1945年整整二十年

的長時段考察，以及對於戰爭與民

族主義這一宏觀主題的探究，與中

國大陸史學界日益重視個案研究以

及微觀研究的趨勢有所不同，有其

特殊的價值。這種時間跨度較大的

粗線條勾勒，雖然會使很多細節顯

得不夠清晰，但在一些關鍵的大問

題上卻獲得了較以往更為清醒客觀

的認識。這也許就是年鑒學派提倡

長時段與短時段研究相結合的初衷

（當然這可能用「中長時段」表述更

準確），確實有很多歷史的大問題

需要通過長時段的考察才能獲得較

為全面客觀的認識。

較長時段的考察對研究者的知

識面和駕馭宏大I事的能力是一個

挑戰。方著的一大特點，就是視野

開闊。一般而言，史學研究題目可

專，眼界一定要通，眼界通而後可

從上下左右不同角度去觀察分析具

體的事物和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見

到其時代意義。方的論述對於戰前

和戰時的軍事、政治、社會以及國

際環境等各層面都有涉及，不取按

時間序列的鋪I方式，而自有其內

在的脈絡，可見其視野之開闊，知

識之廣博，I述手法之老到。

但是客觀來講，方著在史實考

訂和重建的工作上m力不多，因為

該書時間跨度較長，主題相對較為

寬泛，在史實考訂和重建上更多的

是借助已有的相關研究。這是長時

段的考察不可避免的，但是方在相

關具體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很多新

的觀點，這是其難能可貴之處。作

為一個研究中國的海外學者，方對

於中國大陸相關學術研究的成果了

解之多，令人嘆服。方著也正因為

做到了這一點，才真正地確保了該

項研究能在相關研究領域作出屬於

自己的貢獻。

總之，從《民族主義和戰爭》

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研究的多種

方德萬的論述對於戰

前和戰時的軍事、政

治、社會以及國際環

境等各層面都有涉

及，不取按時間序列

的鋪$方式，而自有

其內在的脈絡，可見

其視野之開闊，知識

之廣博，$述手法之

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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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融合與互補，大致可以觀察

到三種歷史觀的融合，即國際化的

視角、長程的歷史觀和內部取向的

歷史觀。方著特別注重地緣政治的

因素，對於盟國戰略選擇對中國在

東亞戰場地位的影響有清醒的認

識。同時，方注重內部取向的歷史

觀，主張站在中國自身立場，從中

國歷史延續性方面，從中國內在發

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

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

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0）。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

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

索。在辛亥革命之後，二十世紀的

中國政治史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始

於「學運」，終於「學潮」。

對於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

者比較熟悉，也是一般歷史教育比

較重視的，是正面的I述，即學生

運動如何起源和發展，如何向威權

提出挑戰，如何與其他社會運動相

結合。當然，「正面I述」的內容也

包括學生如何受更成熟的政治勢力

影響甚至操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

為黨派鬥爭的工具，奉獻和犧牲換

來的是為人作嫁。但這條線索的

「反面I述」則是一般讀者不太熟悉

的。反面I述的策略就是從威權政

府的角度來考察學運的獨立政治傾

學運「去政治化」為何失敗？

● 程映虹

展的規定性方面，重新審視西方對

中國的影響，觀察中西互動的複雜

情形。在方法論上，方以中長時段

的歷史考察為視角，提倡在更大的

時空範圍內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

揭示了歷史事件的多元面相。筆者

相信，方德萬的研究對我們研究抗

日戰爭史乃至民國史都具有深刻的

啟發意義。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

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

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

索。對於這一條重要

線索，一般讀者比較

熟悉的是正面的$

述。黃堅立的《難展

的雙翼》試圖梳理學

運這條線索的另一

面，並對國共的成敗

貢獻提出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