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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试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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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 后战场, 都担负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任务, 分别发挥了各自的

作用。敌后战场在抗战中、
后期的中流砥柱作用非常突出 。应该站 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实事求是地、全面冷
静地看待两个战场的作用和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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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1 年 9 月开始到 1945 年 8 月胜利的中

后战场。敌后战场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相互

华民族抗日战争, 是中国人民共同进行的一次神

配合, 相互依存, 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给日本法

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

西斯以沉重的打击。中国战场上两个战场的形成

要组织部分。这次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 全民族
的各族儿女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 也为世界和平

和配合作战, 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民族精
神, 谱写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历史篇章, 为世界

与发展事业做出了贡献。日本侵略东北以后, 东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

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 斗争就得到全 国人民的支
持,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在白

指出: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 过去二十
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一直是国共

山黑水 之间同敌人展 开鏖战。卢沟 桥抗战开始

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 如果没有国

后, 全民族抗战掀起高潮, 国民党和共产党捐弃前

共合作, 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 至少不会坚

嫌, 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1937 年 9 月, 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成立。国民

持这么长久。再说, 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
作, 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 中国的作战能力

党在正面抵抗日军进攻, 形成正面战场。共产党

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 1] ( P192~

193)

领导的红军统一改编为八路军、
新四军, 陆续开赴
抗日前线, 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华南抗日武装力

一、正面战场

量, 也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形成敌

我国史学 界对抗日战争 正面战场的 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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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作用和许多重大战役、会战的评价, 曾经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可是在一段

产党的全面抗战指导路线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片
面抗战指导路线的不同结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

时间里似乎又倒了过来, 对正面战场不加分析地

下, 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的猛烈进攻下, 中国丧失

全盘肯定。这种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不
可能真实的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有鉴于此, 需

许多地方是不可避免的。然而, 日本进攻发展如
此迅速, 中国损失如此严重, 则是国民党政府执行

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方能对正面战场作出实事求

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的结果。

是的评价。

( 三) 有区别地看待正面战场

( 一) 正面战场的作用
指挥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抵抗

抗战前期的正面战场同抗战中、
后期的正面
战场是有所区别的。抗战前期, 国民党正面战场

日本侵略者直到抗战胜利, 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利

虽然有失利, 但作战还是努力的, 也取得一些胜

益, 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虽然蒋介石集团对日
本有过妥协, 对抗战有过动摇, 但毕竟同投敌叛国

利。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等
战役中, 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进

的汪精卫集团有着根本的区别。汪精卫投敌叛国

行了比较积极、
顽强的抵抗。这些抵抗, 对于遏制

后, 中国共产党曾表示拥护国民党抗战到底, 并大

日军向华北、
华东的推进, 挫折敌人战略进攻的锋

力支持国民党开展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的活动。
所以, 要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坚持抗战的

芒, 对于消耗敌人的兵力, 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意
志, 起了积极作用。这同抗战中、
后期的正面战场

蒋介石集团同投敌叛国的汪精卫集团加以区别。

是有所区别的, 不能笼而统之, 简单否定。即使到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曾在 1944 年 6 月 20 日就大
资产阶级特别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的

了抗战后期, 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行动不太
积极, 有时持一种观望态度, 甚至遭到惨败, 但也

问题请示中央。毛泽东将此电批给胡乔木拟复。

要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如滇西缅北反攻的

7 月 13 日, 中央宣传部复电指出: 还在抗日的中

成功, 仍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将日本

国大资产阶级, 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 应
该联合的, 这是主要的; 但其抗日不积极, 又反对

侵略者赶出国门的一曲凯歌。
( 四) 具体分析正面战场的战役战斗及参战部

民主, 故其革 命性不大 [ 2] ( P520~

队

521)

。对参 加抗日

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认识, 对于深刻认识国民党
的本质, 认识正面战场, 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二) 正面战场存在不足

正面战场进行的各次重大战役, 都是中华民
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
分, 对这些战役的评价, 要具体分析其得失。国民

正面战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中一个重要

党军队抵抗日军进攻, 有的战役取得了局部的胜

方面就是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 正面战
场只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学习共产党经验

利; 但有的战役由于指挥不当、
作战不力, 部队遭
到很大损失。有些战役的失败, 是国民党最高当

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国民党军队也不能得到人民

局决策和指挥的失误造成的; 有的则是前线指挥

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主要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有

官的责任; 有的则兼而有之。总的来说, 不能一概

所戒备, 特别担心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会威胁到
自己的统治。这是由其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

而论。有的战役虽然失败了, 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和影响, 如淞沪会战。同时, 对

产阶级的小集团利益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所指

正面战场上各参战部队对抗战的态度和表现也要

出: 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虽然也是民族战争, 虽然
也带着 革命 性, 但 其革 命性 很不 完 全 [ 3] ( P338) 。

加以具体分析。不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 还是地
方军队, 不论是山西阎锡山的部队, 还是四川军队

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

( 川军) 、
云南军队( 滇军) 、广西军队( 桂系军队) ,

战路线, 把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抗战作

在抗日战争中都参加了对日作战, 有的还有过十

为抗战胜利的保障。由于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
战路线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影响到国共两党的

分出色的表现。
( 五) 正面战场上的民族牺牲

关系并导致两者间的矛盾和斗争, 造成了中国共

正面战场也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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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正面战场上牺牲 的抗日将士也 是民族的英
雄。他们视死如归, 英勇杀敌,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

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余部 1942 年撤
退到国外, 这可能是东北战场后来没有再被提及

主义精神, 还有不少人为民族抗战而流尽了最后

的主要原因;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即东北在日伪的

一滴血。南苑作战中牺牲的佟麟阁、
赵登禹, 忻口
会战中牺牲的郝梦龄、刘家琪、
郑廷珍, 在枣宜战

严密统治下, 抗日游击战争艰苦卓绝, 没有形成像
华北、华中、华 南那样的抗日根 据地。但 无论如

役中牺牲的张自忠, 在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中

何, 从广义的角度看, 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中也应

牺牲的戴安澜等, 是正面战场上抗日将士的代表。

该是开辟了一个东北的敌后战场。虽然这个战场

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牺牲的烈士们, 将永远受到中
国人民的怀念和敬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订

的规模、
作用不能同关内的几个战场相提并论, 但
其性质和意义是相同的, 同敌后战场的一般含义

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

也是吻合的。可以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

社 2002 年版) , 增加了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若
干内容, 记载了正面战场上一些著名的民族英雄

开辟的东北战场、华北战场、
华中战场、华南战场
等都是敌后战场的组成部分。区别仅在于游击战

的感人事迹。

争规模的大小和根据地是否稳固的建立等方面。
敌后战场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二、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日
军占领区开辟的战场。敌后战场钳制和消灭了日
军大量兵力, 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 一) 敌后战场的形成

主动向敌人进攻, 通过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地区, 逐渐
开辟出来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两大战场之一。
( 二) 敌后战场的作用
敌后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给予了政治上、军事

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上、
经济上、思 想上的沉重打击。敌后战 场的作

在敌人后方解放被日本占领的地区的过程中逐渐

战, 虽然大多是比较分散的游击战, 但却机动灵活

形成的。自 九一八 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游击武装活跃在东北大地, 实际上形成了一

地歼灭日本侵略者, 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
气焰, 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敌

个敌后战场, 并给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殖民统治以

后战场的存在, 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 使日本侵略

极大的威胁和打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则在倾其

者在后方不得一日安宁, 迫使其陷于两面作战, 使

全力, 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
外国军事顾问以及
其他形式的外援, 进行 剿共 战争[ 1] ( P192) 。全国

用大量兵力维护巩固后方, 不能调集更多兵力于
前方作战, 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同时, 还有力地挫

抗战开始后, 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9 月 25 日致北

败了敌人 以战养战 、以华制华 的企图, 使其对

方局电中指出: 整个华北工作, 应以游击战争为
唯一方向 。 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 我们

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役不能顺利得逞, 使日
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不能得逞。1944 年 3 月前, 中

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 4] ( P353)

。实际上提

国共 产党领 导的 47 万军队 抗击了 侵华 日军的

出了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设想。 敌主力

64. 5% ; 国民党军队有几百万人, 只抗击了侵华日

向正面战场进攻, 但是八路军、
新四军却向敌后前
进, 开辟了几 个广大的敌 后战场 [ 1] ( P173) 。叶剑

军的 35. 5% 。如果把全部日军和伪军合计起来,
则共产 党军 队抗 击了 日、伪军 总数 134 万 中的

英 1944 年 6 月 22 日指出, 敌后战场有三个, 即

110 万, 即 84% , 国民党 军队只抗击了 16% 。正

华北、
华中、
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
抗战者为八路军, 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

是有赖于敌后战场, 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
亡[ 2] ( P521) 。显而易见 的是, 没 有敌后战场, 日军

军, 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

就无后顾之忧, 可以集中更多兵力于正面战场。

队

[ 2] ( P521)

。毛泽东 7 月 19 日也说, 我党在华北、

( 三) 敌后战场的发展

华中、
华南三个敌后战场, 近几个月有新发展, 消
灭了许多敌伪军, 夺回了许多土地[ 2] ( P530) 。实际

敌后战场的发展, 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两个
主要 战 场 之一, 成 为中 国 抗 日 战 争的 主 战 场。

上上述说法有不完全、不准确之处。主要是遗漏

1944 年 6 月 22 日,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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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 中共抗战一
般情况的介绍 , 指出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

( 五) 敌后战场得以坚持的根本原因
敌后战场得以坚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

敌 后 战 场就 在 实际 上 成 了中 国 的 主要 战

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中国共产

[ 2] ( P521)

场
。自此后, 日本侵略者 开始改变其战
争政策,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 以军

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制定了正确的路
线、
方针、政策, 同人民血肉相连, 获得了取之不竭

事进攻为辅, 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

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团结和依靠华北、华中、

党 , 这样, 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

华南敌后战场的人民群众, 实行民主政治, 发展生

人民身上 。最高峰时, 60 万日军及 90 万伪军的

产, 战胜困难。 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 再攻正
面战场, 但是不可能了, 为救死计, 被迫着同时挑

[ 1] ( P173)

总数中, 共产党担 负的几达四分 之三
。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

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 1] ( P174)

。

游击队, 从 1937 年到 1945 年, 共与敌军作战12. 5

( 六) 敌后战场配合了正面战场

万次, 歼灭日军 52. 7 万余人( 东北抗联先后歼敌

敌后战场的存在和作战, 给予正面战场以巨

17 万余人不在内) , 歼灭伪军 118. 6 万余人, 缴获
各种枪 69 万余支( 挺) 、各种炮 180 余门, 解放国

大的配合和支持。国民党战史书中也承认, 由于
发动全面游击与反击, 战火遍及晋绥两省, 牵制

土近 100 万平方公里, 人口 1. 2 亿, 敌后解放区遍

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 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

布 19 个省区。我军则由出师时的 5 万余人发展

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 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

到 120 万人, 民兵达 260 余万人。( 新华 月报 1951
年 9 月号, 第 990 页) 在敌后战 场中形成的解放区,

会战协力甚 大。 ( 蒋 纬 国 总 编著: 国 民革 命 史 第 3

成为屹立于敌后的中国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 四) 敌后战场的困难

印行, 第 110 页) 同时,

敌后战场的作战十分残酷、艰苦。日本侵略
者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敌后战场的主力

部, 抗日御侮 ( 第 3 卷) ,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 公司 1978 年

敌后战场的存在和作战, 也给
沦陷区、
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
鼓舞。正面战场的溃败和国民党的腐败, 敌后战

中国共

场的坚持和胜利, 使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力量
以及东北抗联。残酷的 扫荡 , 阴险的 蚕食 , 堡

对中国共产党寄以更大的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
和主持正义的人们也从敌后战场的胜利中得到了

垒如林, 沟墙遍地, 三光 政策与所谓 治安强化

巨大的精神鼓舞, 感受到中华民族顽强抵抗侵略,

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 剿共委员会 的普遍设立,

捍卫民族独立、
争取民族解放的浩然正气。

归屯并村、
集团部落即 人圈 的强制实行, 都是为
了要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1940 年以后的

( 七) 敌后战场的深远意义
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发展, 为中国共产党及其

解放区几乎没有任何外援和接济, 一枪一弹都要

领导下的人民力量的 空前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天

靠从敌人手中夺取和独立自主生产; 各抗日根据

地。在敌后战场形成的解放区中, 中国共产党领

地又是被敌人所分割的, 斗争残酷, 条件艰难, 可
想而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 抗日武装 力量,

导的军队建设、
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党的建
设等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 但凭自己的

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也在实践中

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

[ 5] ( P57)

。除了

日、
伪军的 扫荡 , 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也是敌后

积累了许多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

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

战场困难的重要原因。特别是 1939 年国民党通
过溶共、限共的反共方针后, 国共磨擦时有发生,

毫无疑问, 提出这个问题和过去一段时间因

这对敌后战场的发展极为不利。也是在这样的情

各种原因不讲正面战场只讲敌后战场有着直接关

况下, 1941 年至 1942 年, 敌后各根据地都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困难。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系。全面、
客观、
正确地描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的关系, 对于全面、
客观、
正确地反映中华民族抗

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终于克服困难, 初步实现

日战争的这段历史至关重要。正面战场和敌后战

了丰衣足食。

场相互支持配合, 相互依存策应, 这在世界反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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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战争中绝无仅有, 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
一个创举, 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

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 将日军主力吸引到
自己周围, 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 支持了长期

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它对中国抗战的

的抗战

胜利和战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抗
日战场上,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十分密切,

状态 时, 共产党仍希望国民党政府 进行严肃的
自我批评, 修改自己的政策 , 表示了真诚的合作

缺一不可, 但又各有特点。

态度。

( 一) 有着共同的作战目的和不同的战略任务

[ 6] ( P942)

。在 正面战场 处于极端 严重的

( 三) 互相援助, 缺一不可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目的都是抵抗日
本侵略, 但承担的战略任务是不同的。国民党军

正面战场和 敌后战 场互相援 助, 缺一 不可。
正如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所指出: 这

处于日军战 略进攻的正面, 承担正 面防御; 八路

两个战场的作用, 是互相援助的, 缺少一个, 在目

军、
新四军在侧翼配合, 这是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
成协议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国共两党基本上

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 在将来就不能
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 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

遵守了这个规定, 各自承担起了自己的任务。由

互相援助的作用。 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

于国民党战场的抗击, 更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 使

他们抗击了日军的半数以上, 而其处境则较之正

日本侵略者 速战速胜 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终
于不能实现。但具体来说, 承担任务的份量又有

面战场要困难百倍, 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
义不容辞的。 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

不同。武汉失守以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以国民

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 才是加强

党正面战场为主要战场的。抗战中后期的中国战
场, 日本侵略者的刀锋, 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

整个 中 国 战 场 作 战 努 力 的 具 体 办 法
。
1945 年 1 月 28 日, 纽约时报 的美国记者爱金

一九四三年, 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

生指出: 随共产党军队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 都认

百分之九十五, 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 国民党战场

为中共军队的士兵竭力抗击日寇。周恩来在七大

所担负的, 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
分之五而已。一九四四年, 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

上也指出, 没有敌后战场, 哪有正面战场?
( 四) 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

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

[ 5] ( P54)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

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 就将河南、
湖南、
广西、

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 为此制定了

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 两个战
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 才起了一些变化。 按毛泽

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战略方
针是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

东 1945 年 4 月的说法, 当时 在侵华日军( 满洲的

御战的方针。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 国民党当

未计在内) 四十个师团, 五十八万人中, 敌后战场
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 三十二万人, 占了百分

局动用大量兵力, 连续进行大规模会战, 从华北到
华东、华中形成了国民党正 面战场的防御体系。

之五十六; 国民党战场抗击的, 不过十七个半师

八路军、
新四军等则以游击战争为主, 把抗日游击

团, 二十六万人, 仅占百分之四十四

[ 6] ( P1043)

。

( 二) 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
两个战场分别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 分别

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 由此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
战术。国民党军也想开展敌后游击战, 但因为它
的军队的反人民性质, 和人民格格不入, 因而不能
长久坚持, 起的作用也不大。

作战, 各有各的作战区域, 但又互相进行战略战役
的配合, 命运息息相关。因此, 中国共产党曾明确

( 五) 初期和后期的比较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 在抗战初期是

提出, 要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

配合最好的。抗战初期, 国民党 抗战是比较努力

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 以便配合正面战

的, 同共产党 的关系也 比较好

[ 5] ( P59)

[ 6] ( P941)

。抗战进

场上的作战, 驱逐敌人出中国
。全国抗战
开始后的几年中, 中国共产党 开辟了一个广大的

入相持阶段以后, 由于国民党实行溶共、
限共的反
共方针的影响, 两个战场的关系开始紧张和恶化。

敌后战场, 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

国民党对敌后战场加以限制, 解放区的困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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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也更加增强。1940 年国民党不再发给八
路军、
新四军军饷, 部队从此只能依靠抗日民主根

中的地位和作用, 反映中华民族因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而出现的民族复兴的转机, 这对增强中华民

据地政 府和人民直接 供给。国民党 想消灭新四

族的凝聚力, 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都是

军, 但 皖南事变 后新四军军部却重新宣告成立。
这也是敌后战场独立性增强的一个典型例子。抗

十分必要的。
( 二) 实事求是的原则

战后期,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出现巨大反差。正

对两个战场的认识和评价, 应该尊重历史, 客

面战场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一败涂地的情况,

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本身是什么样就

国民党将领大批投降; 敌后战场却出现蓬勃生机,
与之相应的是 解放区的不断扩大。1944 年 7 月

应该怎样来表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参
与、
共同奋斗取得的胜利。不能因为国民党在抗

19 日毛泽东致电各地通报时局近况时指出: 在人

战中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错误的片面抗战路线就抹

民面前, 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
面战场间的区别, 越来越明显了, 一个在进攻, 在

杀其参加抗战、
坚持抗战的功绩; 也不能因为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时力量相对弱小, 在抗

发展, 在巩固; 一个在退却, 在萎缩, 在充满着危

日根据地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就被攻击诬蔑。

[ 2] ( P530)

机

。虽然正 面战场坚持 到了抗战 结束而

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也是尊重历史的态

没有投降, 但 1944 年正面战场在豫湘桂战役中的
惨败, 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 以及抗战后期

度。正面战场、
敌后战场, 是怎样就是怎样。但另
一方面, 也不能扭曲中国抗战的历史, 过分渲染和

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不得人心。这些

美化正面战场, 国民党的将领大批投降的事实不

因素是国民党 1949 年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的
重要原因。

能不讲。
( 三) 全面反映历史原貌的原则

( 六) 深远影响
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过去研究中强调根据地, 避讳谈正面战场, 这
样不行; 但反过来, 只讲正面战场也不行。有一种

的不同格局, 基本上规定了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政
局,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

思潮认为中国抗战主要是正面战场顶着, 主要依
据是正面战场的战役多, 数量也多。实际上, 影响

自武汉失守以后,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担负了

和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 既有军事的也

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 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

有政治的、
经济的等因素。军事是政治的集中体

些变化, 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 , 因为国民
党在 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

现, 战争中的军事活动当然是主要的。但是, 就是
军事方面, 也不能仅看大的战役, 还要看战争本身

极端腐化状态, 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 到了那

的性质, 看指导战争的路线是否正确, 军事战略和

时, 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 。国民党以
几年时间的袖手旁观, 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

策略 是否正确, 这些都直接 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中国抗战中, 正面战场因为国民党统治着全国许

共产党却以几年的苦战奋斗, 得到了增强战斗力

多地区, 拥有全国形式的政权, 并拥有一支 200 万

的结 果。 这 一 种 情 况, 将 决 定 今后 中 国 的 命

人的军队; 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运

[ 6] ( P945)

。

四、正确认识两个战场关系的准则
( 一) 中华民族的立场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 不管怎么划分, 由

政治质量高, 但数量相对较小, 直到 1945 年也只
有 120 万人, 且分散在各个根据地, 这都是历史事
实。但是, 两个战场都担负了抵抗日本侵略的任
务, 并分别发挥了作用, 而且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后
期的 中流砥柱作用非常突出, 这也是历史事实。

哪个政党、
哪支军队负责, 都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

可以说, 全面、冷静地看待和回答正面战场和敌后

侵略者的一部分, 都是正义的战争, 都对世界反法

战场的关系问题, 这对从整体上认识和评价中国

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 站在中华民族
的立场上, 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

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很有
意义。

的历史, 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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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two battlefields during the
Chinese ant-i Japanese war
L I Rong
( First Department, The Cent ral Research Instit ute of t he H ist ory of CPC,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T houg h t he tw o bat tlefields in China during t he ant-i Japanese w ar
ones

t he forefront and rear

play their respect ive roles of resist ing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t he rear one becomes even more

prom inent for t he brilliancy of f unctions at t he later phase of the w ar. Based on t his, t he w rit er claim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t he t wo batt lefields regarding t heir funct ions and interrelat ionships.
Key words: Chinese anti Japanese w ar; foref ront bat tlefield; rear bat tlef ield; f unctions; interrelat ionsh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