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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世 纪上半叶 的民族解 放运动 是一个不 断高涨 的整体 化过程 ,并最 终溶入 二战这

一伟大的反法西斯正义战 争。 两次大战之间的民 族解放运动既包括 摆脱老殖民主义统治 的斗争 ,
也包括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我国高校教材未能将后者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关章节。 这一问题
的解决有助于完善教材的体系 ,提高反法西斯侵略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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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历史的 发展是一个 整体化的 过程。

高潮 ,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国家、民族独

期间 ,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引人注目的

立的 任务。 笔者认为 , 20世纪 的民族解放 运动是世

一点 是殖民体系 的瓦解 ,大批 殖民地 半殖民 地国家

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是世

和地区获得独立解放。 国内学 者认为 ,这是 20世纪

界走向进步的标志。 在国内高校世 界现代史教材中

人类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① 这是很有见地的。民族

如何 评价民族解 放运动 的历史 意义 ,科学地 构建民

解放运动是 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在这一

族解放运动的体系 ,在教材中对 20世纪上半期一些

过程中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走上了 不同的发展道

重 要的 民族 解放 运动 给予 准确 的定 位及 恰当 的评

路。如今天的中国 ,被公认为世界多极政治格局中重

价 ,仍是世界现代史教材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要的一极 ,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
新独 立国家形成 第三世 界 ,它 们的存 在和发 展已经
改变了世界历史 ,并将继续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这

一、高校世界现代史教材中民族解放运
动的分期及体系

场伟 大的民族解 放运动 始自第 一次世界 大战结 束 ,

国内高校世界现代史教材关 于民族解放运动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高潮。 这一 时期的民族解

分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 过程。 建国后至 1966年 ,我

放 运动 包括 摆脱 老殖 民主 义殖 民统 治和 干涉 的斗

国世 界史学科尚 处初始 阶段 ,文革时 期更谈 不上发

争 ,如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也包

展。因此国内 80年代前的教材基本沿袭前苏联教材

括反 抗法西斯侵 略和压 迫的斗 争 ,典 型的有 中国人

的世 界现代史分 期 ,尚 未形成 中国世 界史教 材科学

民的抗日斗争和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 战争。中、埃

的理论体系。 教材编篡在分期和章 节划分上始终困

两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法西斯侵略性 质赋予了这一

惑于 是强调横向 历史分 期 ,还 是照顾 国家历 史事件

斗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特殊的意 义和地位。 及至二

叙述的完整。在这种 两难选择中 ,教材编篡往往倾向

战爆发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法西斯侵略 战争 ,

于前 者。 80年代前 ,国内世界 现代史教材 两次世界

尤其 是中国人民 的抗日 战争 ,直接影 响了二 战的进

大战之间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被 分为两章: 《十月革

程 ,决定了二战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性质 ,并成为二

命 后殖民地半 殖民地民 族解放 运动的 高涨》、《三十

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 ,民族解放运动再次形成

年代殖民地半殖民 地民族解放运动的 发展》。②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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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 强调十月革 命对民 族解放 运动的影 响 ,后者在

中、埃人民的斗争是 20世纪上半叶 民族解放运动的

于强 调 1929— 1933年资本主 义世 界经 济危机 加深

最辉煌的篇章。 但笔者未见任何一 本教材将上述内

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 义的矛盾。 且不说

容列 入民族解放 运动有 关章节 ,也未 见任何 文章讨

教材 对于世界现 代史的 整体分 期是否科 学 ,单就民

论上述问题。笔者认 为 ,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国内

族解放运动而言 ,这一处理有明显的程式化倾 向 ,有

高校世界现代史教材民族解放运 动体系的完善。

削足适履之嫌。
将两 次大战 之间的 民族解 放运动分 为两章 ,根
本割 裂了世界范 围民族 解放运 动的历史 连续性 ,同
时也不符合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 基本特点和历

二、中、埃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在
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 “大家知道 ,差不多一百年 以来 ,中

史背景。 它有两个明显的弊端: 首先 ,它无法解释 20

国 是好 几个 帝国 主义 国家 共同 支配 的半 殖民 地国

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民族解放 运动的继续高

家。”“ 1931年 9月 18日 的事变 ,开始了变 中国为日

涨 ,无法解释 这一时期 一系列 有影响 的民族 解放运

本殖民地的阶段。”③ 中国抗日斗争 的民族解放运动

动的动因。如中国 1924—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争 , 20年代朝鲜人 民反日斗 争 ,印尼 人民反荷 斗争 ,

众所周 知 , 20世 纪的民族 解放运动多 数是摆脱

中东地区人民反法斗争 ,尼加拉瓜人民抗美斗 争等。

宗主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但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的民

很明 显 ,十月 革命和资 本主义 世界经 济危机 只是民

族解放运动有些是反抗法西斯武 装侵略的斗争。 反

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外因。因为随着 20世纪世界整体

法西斯侵略的性质使这一类型的 民族解放运动具有

化的进程 ,全球国际市场的逐渐形成 ,殖民地半殖民

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中最突出的当 属中国的抗日斗

地民族工业及科技文化的发展 ,无产阶级、民族资产

争和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

阶级 和广大人民 乃至整 个民族 觉悟的提 高 ,殖民地

1931年 至 1937 年 中国 人 民 的 抗 日 斗争 从 规

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及 不断高涨 ,国 家、民

模、内容及意义上看 ,与世界其他国 家的民族解放运

族独立已成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内 在要求和历史

动相比 ,毫不逊色。 这一时期 ,除东 北人民的抗日武

趋势。因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

装斗 争外 , 1932年 一· 二 八淞沪 抗战 , 1935年 一·

特点必然是一个整体的不断高涨 的过程。 这一分期

二九 抗日救亡运 动等 ,都堪称 同一时 期民族 解放运

的第二个弊端是给教科书的编篡及教 学造成不必要

动的重大事件。 大大丰富了世界现 代史民族解放运

的混乱。一些重要民族解放 运动的内容 ,如印度人民

动的内容。

的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朝鲜人民的反日运 动 ,埃

九· 一八事 变的重 要性还 在于它 的国际影 响。

及人 民的抗英斗 争等均 被割裂 为两章 ,这不 能不说

事 变后 ,日 本独占 中国东 北 ,撕 毁了《九国 公约》 ,从

是明显的缺陷。

而打 破了华盛顿 体系 ,动摇了 一战后 国际关 系体系

80年 代中后期 ,世界现代史 教科书将 民族解放

的根基 ,使远东地区成为国际争端的热点之 一 ,成为

运动 合为一章 ,强调两 次世界 大战之 间民族 解放运

1941年 太平洋战争 爆发的潜 在因素。 自 30年代初

动的不断高涨、持续发展的特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进

始 ,以法西斯极权统治国家德、意 、日为一方 ,不断对

步 ,基本解决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期问题。这一问题

外蚕食扩张 ,侵略吞并弱小国家 ,向英、法、美等国挑

的解决有利于教材编篡和课堂讲授的 连续性和完整

战 ,打 破国 际关 系的 均势 ,成 为世 界大 战的 发 动力

性。 但现行教材民族解放运动体系仍 存在一些问题

量。其最初大规模的 侵略行动即始于九· 一八事变。

有待澄清和解决。如中国始自 1931年九· 一八事变

从这个 意义上说 ,九· 一八事变标志 着远东战争策

的抗日斗争 ,自 1937年七· 七事变开 始的全国性抗

源地的形成 ,也标志着世界范围战争策源地 的形成。

日战争 , 1935年 10月开 始的埃塞俄 比亚抗意 战争 ,

九· 一八事变的国际影响赋予中 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均属于救亡图存、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 ,理应属于民

以特殊的历史意义。 与中国人民的 抗日斗争相似的

族解放运动的范畴。 就意义讲 ,这些国家武装 斗争、

还有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 。 虽然这场战争在

民族抗战的特点 ,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性质 ,对国际

规模和时间跨度上都远逊于前者 ,但性质相 同 ,都具

关系 及二战进程 的影响 ,均超 出同一 时期其 他国家

有鲜明的反法西斯正义斗争色彩 。中、埃人反法西斯

一般 性质的反对 老殖民 主义统 治的民族 解放运 动。

斗争 的正义性质 和对世 界历史 进程的 影响 ,均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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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策的相应影响和变化。在西方史学著作中 ,对后

如果说始于九· 一八事变的中国 抗日斗争和埃

者描述的篇幅也远甚于前者。 2.西 方和前苏联史学

塞俄 比亚抗意战 争是 20世纪 上半期 民族解 放运动

家忽视或贬低二战中中国战场 的战略意义。 3.中国

重要组成部分的话 ,那么 ,始自七· 七 事变的中国人

史学界受前苏联史学的影响 ,在二战起源问 题上 ,强

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则具有更重大的国际 意义。

调 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对二战爆发的重 要作用 ,

第二 次世界 大战从 整体讲 ,是一 场世界 范围的

强调德、日法西斯化和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 成过程 ,

反法西斯战争。 它不仅包括欧美等西 方国家的反法

忽略了被侵略国家反抗侵略的民 族解放运动性质和

西斯战争 ,苏联卫国战争 ,也包括中国 及其他弱小国

被侵 略国家反法 西斯战 争的伟 大意义 ,以及 反法西

家的反侵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 二战亚洲太平

斯战争胜利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 响。

洋战 场重要的组 成部分 ,无疑 也是二 战最绚 丽的篇

近年 来 ,国内史学 界有识 之士不 断呼吁 编出有

章之一。 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不仅 在于其反法西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教材。 国内世界 现代史教材也增

斯侵略的性质 ,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 ,还在于中国人

加了一些科技、文化的内容 ,并在世 界现代史开端问

民通过浴血奋战 ,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 胜利 ,

题上 有明显 的突破。⑤ 但在民族 解放运 动体系 问题

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战后 ,中国彻底摆脱了

上却没有改进。笔者 认为 ,形成有中国特色世界现代

日本的侵略和奴役 ,收复了日本侵占中国的领 土 ,成

史教 材 ,一 方面有赖于 运用历 史唯物 主义史 学思想

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乃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准 确把 握及 评价 20世纪 世界 历史 的进 程 ,另 一方

中国根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在对外政策上 ,始

面 ,重新构 建两次世界 大战之 间民族 解放运 动的体

终支 持亚非拉殖 民地半 殖地的 民族解放 运动 ,对二

系 ,充分评价中国抗日斗争的历史意义及 其在 20世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 当今的中

纪前 半期民族解 放运动 的突出 地位 ,中国抗 日战争

国是 国际关系格 局中重 要的一 极 ,在 国际关 系中发

对二战爆发及战争进程的影响 ,强调 20世纪民族解

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 ,中国的

放运 动对历史进 程的作 用 ,则 有助于 形成有 中国特

抗日 战争都堪称 20世 纪上半 期世界 历史的 重要内

色的 世界现代史 教材 ,同时将 爱国主 义教育 溶入世

容 ,是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顶峰 ,同时也是二战

界现代史教学的过程之中。

的重要篇章。 如何摆正中国抗日战争 在世界现代史

鉴 于始自 1931年九 · 一八 事变的 中国人 民的

中的地位 ,是国内世界现代史教材编篡的重大课题。

抗日 斗争和 1935年埃 塞俄比 亚人民 的抗意 战争毋

三、关于构建世界现代史民族解放运动
教材体系的思考

庸置疑的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和鲜 明的反法西斯正义
斗争的特点 ,有关内容应纳入民族解放运动 一章 ,并
理应成为该章的重点内容。

20世 纪上半期 ,中国抗日斗 争和埃塞 俄比亚抗

关 于始自 1937年七 · 七年 事变的 中国人 民的

意战争是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 最重要的内容。 但

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自 80年代以

迄今 为止 ,国 内高校世 界现代 史教材 均未将 其纳入

来 ,国内史学界屡有争论 ,形成关于 二战起点的两种

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关章节。 这不能不 说是教材体系

主 要观点: 1. 1939年德 国侵 略波 兰标 志二 战爆 发。

的缺陷。 近年来的国内权威教材一般 将九· 一八事

2. 1937年 7月 7日中国 的抗日战争 标志二战 爆发。

变列 在《世 界经济危 机及其影 响下的 主要资 本主义

现国 内世界 现代史 通用教材 一般将 1939年 做为二

国家》一章 ,将七· 七事变和埃塞俄比 亚抗意战争列

战起点。⑥ 如此 ,则 1937年 7月 7日至 1941年底太

在《走向大战》或《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的扩大 ,西方

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中国的抗 日战争理应编入民

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 ,世界人民的反侵略 斗争》

族解放运动一章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 20世纪上

一章 ④ 。 究 其原因 ,笔者 认为主要有以下几 点: 1.西

半叶民族解放运动的顶峰。 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中国

方史学家欧洲中心论的史学思想 根深蒂固。 他们重

的抗日战争应编入二战有关章节 。

视局部战 争对欧洲国际关系 的影响 , 而 忽略民族解

笔者认为 ,始自 1937年七· 七 事变后的中国人

放运动的进步意义。在他们 眼中 ,中国抗击日本的侵

民的抗日战争无论从战争规模、交战国地位、对国际

略、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重要 性 ,甚

关系 及二战进程 的影响 等诸方 面考虑 ,均标 志着一

至不及于这些事件对德、意、日与 英、法、美外交关系

战后 世界范围内 和平时 期的结 束 ,世 界从局 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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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 面战争。 因此 , 1937年开 始的中国 抗日战争

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 已愈发明显。

应 编入二战战 前国际关 系《走向大战 》一 章 ,或直接

在国 内现代 史教材 中 ,如 何构建 完整的 民族解

编入二战一章 ,做为全球性战争的起点。 这样 ,才真

放运动体系 ,合理解决 30年代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

正 体现 中国 人民 抗日 战争 反法 西斯 侵略 的正 义性

反法西斯侵略斗争在民族解放运 动乃至二战有关章

质、对国际关系及二战进程的影响 ,也 才能体现中国

节的 地位问 题 ,仍 有许多 问题需 要探讨。 笔 者的观

战场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 二 战结束 50余年 来 ,随

点 ,虽不甚 成熟 ,但很愿 意提出 来 ,就 教于各 方面的

着中 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 地位的 提高 ,这场战 争对中

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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