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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抗战研究在选题趋向、史料拓展、视角转换等方面呈现出新颖面貌。学

术界从聚焦于军事战争逐渐转向研究战时金融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内容，进行了多

维度、立体化、深层次的探索，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推进上海抗战研究走向深入，学

者在深挖整合旧史料的基础上应注意搜集利用新史料，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研

究视野、摆脱成式窠臼，同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

改革开放；上海抗战；研究述评

上海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不可低

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抗战研究尚未受到国

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抗

日战争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学者们对上海抗战

进行了多维度、立体化、深层次的探究，涌现

出一大批论证扎实、视野开阔、理念趋新的学

术成果。尽管该领域硕果纷呈，然而目前相关

的学术史回顾与理论反思却尚付阙如。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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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鉴于

此，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上海抗战的研

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期对今后研究

的深化有所助益。

一、总体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抗战研究的总体趋向，以

世纪之交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

前，研究内容以军事战争为主，重点围绕两次

淞沪抗战，兼及政策、外交等问题；21世纪以

后，受现代化范式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学界的关注目光转向战时上海的社会经济、文

化生活等层面，学术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许

多以往被忽视的问题形成新的研究热点。综观

四十多年的研究状况，整体而论具有如下三大

特点。

（一）研究成果空前丰收。出版著作方面，

笔者以“上海”“抗战”为书名在读秀学术搜

索中检索1978年以后出版的中文图书，共获得

专著与资料集58种。其中，朱敏彦、唐培吉、

余子道主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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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上海抗战研究专题著作，受到党史学界的

广泛赞誉。2019年，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

国抗日战争史》出版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其

中不少内容涉及到上海抗战。论文方面，笔者

试以“上海”“抗战”为主题，以1980至2019

年为年期，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中

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搜到相关文献4033

篇。通过进一步人工筛选，剔除非学术文献以

及与主题不太相关的文献，最终统计为393篇。

其中，自1985年开始有关上海抗战的论文明显增

多，特别是在纪念抗战胜利逢十年份，如1995年

有23篇、2005年有30篇、2015年高达43篇。

（二）史料利用愈加多元。从史料利用的

范围上观察，中外档案文献陆续开放并得到利

用。国外方面，目前除日本、美国、英国、俄

罗斯等国外，法国、荷兰的档案也受到学者重

视，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国内方面，在延续

对上海及周边地方档案运用的基础上，我国台

湾地区保存的档案文献也日益凸显其地位。二

是对各类专题史料的运用，除军事战争以外，

工业、金融、医疗、日伪政权、市民生活等各

类专题史料也得到整合，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从时间维度上观察，国内有关上海抗战史

料的出版经历了两个高峰期。1985至1987年是

第一个出版高峰期，如《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资料选编》《“九·一八”——“一·二八”

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八一三抗战史料选

编》《日伪上海市政府》《八一三淞沪抗战

亲历记》《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史料》和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等

均在此期间出版。2015年时值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全国范围的纪念活动带动第二个史料出

版高峰期的到来。上海学术界与理论界联合出

版的《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两

个子系列汇集了大批史料。同年，杨奎松主编

的《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出版，其中两个系类

收录了一·二八与八一三抗战的文献也具有相

当的史料价值。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单位联合构建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

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囊括了体量巨大的文

献资料，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必将极大推动相关

研究的发展。

（三）研究视角不断拓展。近年来战争史

研究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战役本身，分别向前

和向后拓展，战前筹备与战后城市重建均被纳

入到研究范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国民政

府对上海战区的接管与善后重建受到关注。[2]上

海鉴于曾遭受日军空袭的惨重教训，在全面抗

战爆发前夕开始了全面的民间防空建设。有学

者对上海民防建设的发展状况及特点作了详细

论述。[3]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上海抗战研

究的关注对象已扩展至不同阶层群体，商界精

英、工人店员、外国侨民均受到学者瞩目。比

如受到较多争论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有学

者运用统计学方法重新对该会作了考察，认为

其人员构成以工商人士为主，兼及其他阶层，

此类团体之所以能够填补战时上海市政府的权

力真空，源于上海市民身份的集体认同与地方

自治传统。[4]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抗战研究的视角趋

新，成果愈见深入。学者们坚持不懈的探索精

神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拓宽该领域的研

究格局和提升学术水准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

四十余年的开拓深耕，上海抗战研究形成如下

几个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

二、军事战争史研究

两次淞沪抗战堪称上海抗战研究领域最热

门的话题。1985至2005年是这一领域学术成果

的集中涌现时期，此后学界的关注热度有所降

低，研究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时期。

（一）一·二八抗战。一·二八抗战标志着

以上海为中心的第一次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首开中国军队正式抵抗日军侵略的先河，唐培

吉誉之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先声”[5]。学界对

一·二八抗战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是战争起因。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

“转移视线说”，即日本为分散国际社会对其

侵略中国东北行径的关注，蓄意在上海制造事

端并挑起战争。余子道指出日本发动战役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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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目的是“转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视线”，掩

护伪满洲国政权出笼。[6]马仲廉提出，进攻上海

是日本蓄谋已久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

上海的挑衅并不鲜见，“转移视线”只是战争

爆发的原因之一。[7]张北根从日本陆海军之争着

眼，认为日本海军在陆军“刺激”下，为争功

而发动了对上海的战争。[8]张智慧利用日本外务

省档案资料探讨了日本制造事变的深层历史原

因，认为在上海公共租界面临统治危机的背景

下，日本趁机推进“自由市”计划。[9]

其二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一·二八事

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进行了有限度的抵

抗与妥协谋和活动。余子道指出，国民政府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仍属于不抵抗政

策的范畴。[10]金再及认为，十九路军并非违命

抗日，国民政府对日方针具有抵抗与妥协的两

重性。国民政府之所以进行有限抵抗，既因为

误判日本战略意图，也因为上海关系到统治根

基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等多重因素。[11]左双

文指出，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过程中，原想将

上海事变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在日本坚决

反对下退步到“局部先决沪案”。[12]肖如平从

国民党内部及与地方实力派权力斗争的角度切

入，指出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受到中枢权力

变化和军政要人对日观点分歧的影响。[13]

其三是国际反应。日本启衅妨碍了西方列

强在华利益，因此各国都对上海战事表示高度

关注。王宇博指出，英国原本不愿与日本发生

直接冲突，但当其在上海的既得利益受到日本

严重威胁后转而采取强硬态度。[14]陈志刚等

指出，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并增兵上海是为了护

侨。日军破坏租界中立原则并站在英美利益的

对立面，促使美国做出反应。[15]日本发动的侵

略战争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也使旅沪外

国侨民蒙受损失。忻平等研究了一·二八抗战

后日本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对在沪“第三国侨

民”被迫作出赔偿的曲折过程，反映国际关系

的复杂面相。[16]

（二）八一三抗战。作为全面抗战初期正面

战场最为重要的战役之一，八一三抗战历来是

研究热点。笔者从众多作品中撷取若干富有代

表性的观点，以此勾勒四十多年来大陆学界对

该问题的研究脉络与取径。

关于战争导火线。学界对虹桥机场事件存在

观点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该事件是“大战的导火

线”，促使日本增调军队向上海大举进攻。[17]另

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双方都决心在上海开战，但

战役是由中国军队“先发制敌”。[18]此外，有

学者提出日本是蓄谋侵略，即便“没有虹桥事

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19]

关于战略意图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

湾学者提出南京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是有意吸引

日军改变自北向南的俯攻为自东向西的仰攻，

以期实现持久抗战。后来一些学者也持有该观

点，认为淞沪会战实现了此战略意图。[20]余子

道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南京统帅部在战役过程

中并无迫使日军转移作战方向的指导方针，淞

沪会战实际上未能改变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
[21]黄道炫也不同意过高估计国民政府在抗战

伊始就有诱敌变更进攻方向的战略意图，但认

为国民政府在战前有充分准备，日军投入上海

战场整体上是被动的。[22]陈廷湘认为，淞沪会

战并没有打破日军及早控制武汉的战略意图，

会战的有形意义在于促使国民政府及早迁都重

庆，稳固大后方抗战基地。[23]

八一三与一·二八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

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余子道将两次战役的历史

背景、国民政府决策、战略方针及战役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战役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对比分

析，指出二者的历史地位并不相同。[24]金立

人评价了两次淞沪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

作用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贡献。[25]朱华

从军事得失角度进行比较，他认为二者的客观

条件差别不大，主观条件上八一三抗战相对优

越，但在军事行动指标对比上，八一三的战绩

相对逊色于一·二八抗战。[26]

（三）战争动员。近年来，学界兴起了对战

争动员机制的研究。汪英将上海广播电台作为

个案，梳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这一新型

大众传播媒介实行传媒动员、物质动员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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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过程。[27]李云波分阶段考察了上海汽车

动员机制从建立、强化至崩溃的全过程，指出

该机制对前线战斗与后方运输、救护均发挥了

一定作用。[28]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工作历来

受到赞誉。侯桂芳详细考察了中共在上海进行社

会动员的组织机构、宣传方式与社会效果。[29]

（四）敌后斗争与上海人民支援抗战。敌

后战场“在牵制和打击敌占区日军方面发挥了

无可替代的作用”[30]，但是相较于正面战场

的研究，国内对上海敌后战场的专题研究起步

较晚，成果较少。上海敌后斗争时间长、情势

复杂激烈，内容既涵盖城市内的游击战、情报

战、暗杀、爆破、策反等活动，也包括郊县与

敌后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洪小夏的研究表明，

上海敌后战场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多元态势，国

共双方及地方实力派共同投入了敌后抗战。[31]

就上海郊县抗战而言，国内较早的专著当属薛

振东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该书系统

梳理了中共领导上海郊县抗日武装的斗争历

程。顾学周提出，沪郊抗战既是华东敌后抗战

的重要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国际

大都市城郊反侵略斗争的典范。[32]

上海作为抗日战争的特殊后勤基地，向全国

各地输送转移了大量的人才和物资，有力支援

了长期抗战。邬正洪、傅绍昌总结了上海地下

党与上海人民对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提供

的各项支援行动。[33]韩洪泉分阶段评析了上海

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鉴于上海

特殊的地位、功能及条件，这些支援活动具有

不可替代性。[34]此外，还有对上海人民支援正

面战场的研究，比如“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

库的战斗引发上海民众的声援和“最热烈之注

意”。以往对这段史实众说纷纭。胡现岭利用

报刊及口述史料考证得出，女童杨惠敏献旗一

事是应第88师之请，三次通过租界进入四行仓

库。[35]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金融业。全面抗战爆发时，上海的

金融业如证券、银行、信托等已发展到较高水

平。吴景平指出，国民政府先后在上海设立四

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并向金

融业、工商业提供贴现放款，实行统一管理以

应对战时金融紧急状况。这些举措强化了抗战

初期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36]尤云弟广泛搜集

与利用中外史料，对抗战初期上海金融市场面

临的困境及四联总处为稳定金融市场所采取的

举措进行了细致梳理。[37]也有学者以某个专门

的金融团体或机构为对象展开研究。张天政探

究了上海银行公会在上海金融体制从平时向战

时转换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38]朱荫贵梳理了

中国股票推进委员会的产生与发展状况，指出

民间金融团体能够推动社会资源重组的前提是

上海工商业已发展到新的阶段。[39]

（二）工厂与工人。上海工厂内迁曾被视

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但有学者对此

提出不同看法。孙果达认为，尽管上海内迁工

厂对后方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厂所

占比例太小，而且国民党举措失当和腐败无能

对内迁运动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上海民

营工厂“内迁运动是不成功的”。[40]在内迁之

前，上海企业界存在复杂多样的思想趋向，有

不少爱国企业家支持内迁，但也有部分人不愿

意内迁。蔡亮分别探析了成功迁移至后方的工

厂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没有内迁的企业家之所

以徘徊犹豫的原因。[41]

上海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一直是学界研究的

焦点。上海总工会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

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详实地总结了中共领

导上海工人阶级开展抗日救亡的斗争历程。随

着上海工人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不仅继续重

视中共对工运的领导，也关注国民党、日伪政

权对工运领导权的抢夺，凸显了历史真实的复

杂性与丰富性。黄美真认为，上海沦陷后由于

日本压迫、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及工运领导

机关转入地下等因素，上海工运转入低潮。此

后，日伪插手工运，扶持工运团体，图谋扩大

控制权。直至日军在战场败退，上海工运才逐

渐活跃。[42]张福运指出，反侵略斗争激发了各

阶级的民族感情，使上海劳资双方的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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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但1939年以后工人面对生存压力，

依靠民族主义情感维系的劳资合作关系再度紧

张起来，工潮趋于激进化。[43]

（三）难民安置与市民生活。难民安置是上

海社会史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张鼎考察了中

共领导下上海难童救济工作，指出其工作特点是

对难童开展进步文化教育和组织生产自救。[44]战

争期间，上海租界和一些国外救济机构也援助

了部分难民。郑祖安论述了租界对难民又阻又

纳、以纳为主的复杂举措，认为租界在保护难

民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人道主义作用。[45]任轶利

用中外档案资料探究了法租界当局和天主教会

在淞沪抗战中救助难民的动机与行动。[46]

近年出现了关于抗战期间上海市民生活的研

究。经先静考察了上海女工的日常生活，指出

抗战初期的女工群体在舆论感染下民族主义情

绪比较浓郁，但随着战争远离和对资本家不满

逐渐加深，生存处境依然是她们最为关注的问

题。[47]朱英利用《秦润卿日记》等资料，勾勒

了一位上海商界上层人士在抗战不同阶段的生

活与心路变化。[48]

（四）外国侨民。战时旅沪外国侨民的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是日本旅沪侨

民研究。19世纪末日本旅沪侨民仅一千余人，

1942年高达九万余人，数量上超过其他国家旅

沪人数总和。至1946年，十万日侨基本遣返回

国。陈祖恩全面考察了上海日侨的政治、经

济、宗教、教育等问题，对抗战时期的叙述不

多。[49]张智慧探究了一·二八前后日本侨民

的生活状况以及事变对日侨社会的影响。[50]其

二是西方国家旅沪侨民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日军圈禁了旅沪西方侨民。熊月之利用日

本外务省档案，对上海集中营的设立、分布、

管理及交涉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51]其三

为旅沪犹太人研究。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德国迫

害，大量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潘光分析了上海

成为犹太人主要避难地的原因，分阶段梳理了

难民由欧洲来沪的具体线路与人数，并评析了

“上海犹太人”的特点。[52]有关旅沪犹太人的

专著亦涉及到抗战时期犹太人的社团组织、经

济文化活动及其与中国社会关系等问题。[53]需

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上海外国侨民的生产生

活、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在地社交网络及小社

会等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解答此类问题尚有

待于对相关各国史料的深入分析和比对。

四、文化、教育与知识分子研究

（一）上海抗战文化。上海抗战文化是在日

本侵略者的摧残压制中形成与发展的，其不仅

对日伪宣传构成有效抵制，而且对动员群众抗

战起到积极作用。齐卫平指出，上海作为抗战

文化策源地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勃兴起到先导作

用，大批文人的内迁更掀起各地抗战文化的热

潮。[54]朱敏彦、齐卫平论述了抗战时期上海文

化从形成、高涨到抗争与苦斗的发展阶段。[55]

张云从海派文化的视角审视上海抗战文化，提

出海派文化所展现的城市风范、创新品格，促

成上海文化界的联合与上海抗战历史地位的抬

升。[56]戴知贤梳理了中共领导上海“孤岛”文

化斗争的机关、舆论阵地、理论宣传、人才培

训和文艺运动等方面的情况。[57]

（二）大众文艺与新闻出版。上海各抗日

文艺团体利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战、动

员民众。黄静以“上海剧艺社”为对象考察了

“孤岛”时期上海话剧发挥的战斗性、工具性

的作用，以及中共领导的文艺团体对上海文艺

救亡活动所起的辐射作用。[58]秦雅萌借助跨地

域、跨媒介的多重视野对比，探究了“孤岛”

上海与“文化城”桂林对“木兰从军”故事的

重新讲述，分析了抗战文化氛围与语境内“木

兰从军”故事的现实隐喻、女性英雄的塑造以

及家国观念的新内涵。[59]战时上海大众文艺具

备畸形繁荣的表象，傅谨指出战时上海的戏剧

市场之所以保持兴旺是由于其市场发育程度在

全国最为成熟。[60]上海沦陷后，全国出版格

局经历了从破碎到重组的过程。赵晓兰考察了

“孤岛”作为区域性出版中心的形成原因和地

位，认为它在全国出版中心转移期间填补了空

窗期。[61]王毅研究了具有美商背景的《大美晚

报》在上海的经营与舆论影响，呈现其对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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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租界当局和国民政府三方力量的因应过

程。[62]

（三）学生与学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

运动史》是一部系统总结战时上海学运的专题

著作，指出上海学运构成沦陷区人民斗争的组

成部分，有效配合了敌后抗日斗争，对全国抗

战起到了模范的支持作用。严爱云认为，上海

学运是中共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以灵活多变的

形式领导的，区别于根据地和国统区的青年运

动。[63]抗战爆发后，沿海高校及全国教育中心

转移至大后方。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驻沪高

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重庆的教

育部通过多渠道对留守“孤岛”的高校实行遥

控监督。韩戍指出，当日军占领租界后，留沪

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在日伪政权要

求注册立案的压力下作出截然不同的抉择。[64]

（四）知识分子。香港曾作为上海知识分子

迁移至内地的中转站。张培德对上海文化人迁

往香港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两个迁徙阶段的背

景、特点不同，但都促进了两地文化交流和香

港进步文化的发展。[65]张剑考察了上海沦陷后中

国科学社留沪成员的斗争活动及心路历程。[66]姚

宏志注意到“学术中国化”运动并不局限在重

庆等地，他利用“孤岛”时期的报刊资料探讨

了该运动在上海的发生、发展过程，剖析了上

海“学术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观点及历

史作用。[67]

五、研究展望

为推进上海抗战研究走向深入与升华，笔者

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或应得到更多重视。首先，

原始文献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目前仍有一些研究未能充分利用原始文献，

使用二手资料的现象并不鲜见。上海市档案馆

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资料仍有待于学

者进一步挖掘利用，同时，海外已开放的外文

档案亟应得到重视。研究者在开拓既有文字史

料的深度和广度以外，应延展搜集新史料的视

野，整合利用散落于民间及国外的历史图像影

音资料。近年来，上海已经有计划地向国外派

遣人员搜集苏联塔斯社、美国美联社等外国通

讯社拍摄的有关中国军民的抗日影像，这些资

料也可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其次，以笔者对上海抗战研究的脉络梳理所

见，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学界有扎堆研究战争的

现象，忽略对其它问题的探讨。由于不重视学

术史回顾，对该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视而不

见，进行低水平重复研究。实际上，上海抗战

史还有许多空间亟待学者耕耘与完善。比如，

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情报战的重要阵地，但对

这一战时情报中心的认识和考察还很不够；抗

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上海情报工作厥功甚伟，这

方面的研究也还有待加强。由于上海抗战研究

涉及的学科领域相当广泛，专史细分化趋势愈

见明显，融合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成果不断涌

现。比如，研究上海抗战文艺需吸收文学史与

文艺理论知识，研究战时防疫则涉及卫生学与

医学史知识。当下，运用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

关照上海抗战显得十分必要。

最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国的政

治、经济利益在此汇集。只有将上海抗战置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与长时段中进行探

讨，以全球视野、全息史观去关照，才能准确

定位上海抗战。但是，目前还较少见到具备全

球史视野的学术成果，对于某些课题也还缺少

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对话。我们期待，今后中外

学者通过不断的资源共享与学术互动，广泛开

展具有建设性价值的争鸣与探讨，共同推动上

海抗战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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