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对8年的否定，
重点强调贯通历史整体

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8年抗战
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
面抗战；14年抗战则是指从1931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了
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

教育部表示，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
落实14年抗战概念。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
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 全面反映日本侵华
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
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 应在课程教材中予
以系统、准确体现。教材修改要求覆盖大中
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课程
和地方课程的教材。

教育部称，此举动是为落实中央关
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精神，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教育部组织历史专家进行了认
真研究，对教材修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日前基础教育二司又专门发函对中
小学地方教材修订提出了要求。

多位受访学者强调，14年抗战不是
对8年抗战的否定。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
中心副主任张玉来说， 时间跨度的增
加，是对中国人民连续一贯、脉络清晰
的抗战历史的一种恢复和升华。

14年抗战
更符合历史事实

此次中小学教材修改的历史内容，
主要是增加了东北抗战的时间段。这一
修改的学术依据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日本史
学会会长汤重南说，14年抗战更符合历史

事实。首先，中国抗战第一枪在1931年沈阳
北大营就已经打响；第二，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30万东北抗日联军在1931年至1937年
之间于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
抗，付出了大量牺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
远说，从1931年开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逐步推进，中国对日本的反抗和防范也在
逐步推进。在1931年至1937年间，从“九一
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就在积
极部署抵抗，9月19日还发表抗日宣言，东
北义勇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壮大成为东北
抗日联军，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在此期
间，国民党方面也有东北军余部继续进行
对日抗战，还有十九路军参加的淞沪抗战
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
任杨栋梁教授说，我多年呼吁14年抗战的
提法，在多次学术研讨会上、论文当中，一
直坚持这样的立场。教材的修改是对抗战
问题认识的巨大进步，令人欣慰。

他认为，14年抗战史的主要依据在于：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连续14年没有间断过，中
国人民的抵抗从1931年开始就没停止过。
因此，东北的抗战不仅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侵
略者的抵抗，更是中华民族持续不断、不屈
不挠的抗争，都应该计入抗战的史册。

很多专家提到，抗日战争的时间超过
8年不仅仅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 日本
著名史学家江口圭一在《日本十五年侵略
战争史》也提到：“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和太
平洋战争不是零散、孤立的战争，而是彼此
有内在联系的一连串战争。分离华北工作
是满洲事变的继续，进而引起日中战争；日
中战争的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联系，
它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否取消满
洲事变的产物满洲国，是日美谈判的大争
论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满洲事变与亚

洲太平洋战争之间，也存在直接的内在联
系。在这十五年中，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
持续未断，走上了扩大侵略的道路。根据上
述理由，可以将这三次战争统称为十五年
战争。”

重新书写历史是对
民族脊梁最重要的尊重

李宗远说，14年抗战史能够最大程度
地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烈士，囊
括到民族英烈的范畴中来。 这是对民族脊
梁、抗战英灵最重要的告慰和尊重。

这一新的历史界定， 也粉碎了一些
海外势力扭曲8年抗战与14年抗战之间
有机联系， 排他独断地抹杀中国共产党
作为民族中流砥柱的不良居心。

此外，汤重南还表示，在国际上存在一
种长期历史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严重认识
不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米特在《被遗忘的
盟友：中国抗日战争》一书中对这种偏见也
提出过批评。14年抗战史的正名， 有助于唤
醒国际认知，进一步敦促各界继续接近历史
真实，公允面对中国人民做出的重大牺牲。

张玉来说，14年抗战史的书写，有
助于国内国际抗战史研究领域能够更好
地进行对接。 譬如日本著名学者江口圭
一与家永三郎等， 都将中国抗日战争起
点定位于1931年。这样的呼应是对日本
国内勇于正视历史、 反省罪行的有识之
士的一种肯定， 有助于警醒各国牢记历
史、珍惜和平。张玉来还认为，应以此次
教材修改为契机， 进一步研究梳理抗战
史，消除近年来“抗日神剧”等历史泛娱
乐化所造成的认识混乱以及价值观扭
曲，积极正本清源。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 � � �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8年抗战是
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
抗战；14年抗战则是指从1931年 “九一
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了局部
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时事聚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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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

改“8年抗战”为“14年抗战”有何深意

� � � � 14年抗战史能够最大程度地将为
争取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烈士， 囊
括到民族英烈的范畴中来。 这是对民
族脊梁、 抗战英灵最重要的告慰和尊
重。 也粉碎了一些海外势力扭曲8年
抗战与14年抗战之间有机联系， 排他
独断地抹杀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中流
砥柱的不良居心。

贯通历史整体

� � � � 教材修改要求覆盖大中小所有学
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课程和地
方课程的教材。

教材覆盖范围

� � � � 中国抗战第一枪在1931年沈阳北
大营就已经打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30万东北抗日联军在1931年至1937
年之间付出了大量牺牲。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连续14年没有
间断过，中国人民的抵抗从1931年开始
就没停止过。因此，东北的抗战不仅是
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更是中
华民族持续不断、 不屈不挠的抗争，都
应该计入抗战的史册。

学术依据

意义何在

� � � �近日， 教育部根据有关精神要求对大中小
学教材进行修改 ，将 “8年抗战 ”改为 “14年抗
战”，进一步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抗战精神的
弘扬，以及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

中国人民奋勇抗日、保家卫国的历史从来都是
一个整体。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前
六年的局部抗战是后八年全国抗战的基础和准备，
全国抗战则是局部抗战的延续和发展。

面对日寇铁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
旗帜。“九一八” 事变后第三天， 中共中央即发表宣
言，号召民众进行民族自卫战争。随后选派杨靖宇、
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一大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
组织抗战，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为全面抗战和取得最
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极大感染了全民族救亡图存
的意识。 一大批反映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唤醒了广
大民众，其中《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传遍大江
南北，鼓舞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迄
今，这些歌曲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
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东方主战场， 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确立“14年抗战”的概念，能让我们更全面
更准确地看待历史、铭记历史。同时也表明，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决心及意志是不
可动摇的。

十四年的悲惨沉痛与苦难深重，十四年的艰苦
卓绝与历尽险阻，十四年的百折不挠与坚贞不屈，是
全民族对独立和解放的追求， 是全民族对摆脱屈辱
实现国家富强的渴望。十四年的牺牲奋斗，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以淬炼升华。

如今，我们站在新的起点，更要弘扬抗战精神，强
化国家意识，让历史在年轻人心中扎根，使之成为滋
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澎湃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4年抗战”是一段
完整的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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