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陈红民 傅 敏

南京大屠杀是 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之后

发生的屠杀大量中国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士兵而引起中外关注的

重要历史事件。几十年来,关于此事件的研究与争论不断, 甚至成

为影响当代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一个因素。 以此有争议事件的研

究作为一个例证,来探讨近代以来冲突不断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

日之间)进行历史对话与和解的可能性,应该是恰当的。本文主要

介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研究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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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总结过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以下的成果对本文有启发:高兴

祖:∀五十八年回顾: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 ,∀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 3

期。高兴祖:∀∃ 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 ,∀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

第 4期。陈安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和今后的任务#,∀民国档案#1997

年第 4期。张连红、许书宏:∀近几年来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综述# ,∀江海学刊#2000

年第 5期。王秀霞:∀国内关于∃ 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国际安全区%研究的历史回顾# ,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 2期。李寒梅:∀中国学术界对∃ 南京大屠

杀事件%的研究# ,∀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 8期。张卫波:∀近十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研究述评# ,∀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 3期。王希亮:∀日本学术界∃ 南京大屠

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 4期。张连红:∀中日两国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 1期。

在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有一些历史与现实纠缠的问题,除南京大屠杀外,还有钓鱼

岛归属、日本教科书中有关的记载、慰安妇、民间的索赔及日本政府要员祭拜靖国

神社等。

本文初稿曾在哈佛 & 燕京学社主办的∃ Historical Dialogue and Reconciliat ion in

East Asia: Recent practice and future prospects%会议( 2008年 9月 12- 13日,哈佛

大学)上宣读,承评论人 Elizabeth Perry(裴宜理)教授、Andrew Gordon 教授提供

意见,发表时做了重要修改补充。2008年 10 月 17日,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

系进行演讲。写作过程中,得到张连红教授、朱成山馆长的惠助,谨此致谢。



一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整理与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事件发生当时至 1940 年代末, 史料的形成阶段。

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 中外的新闻媒体有相关的报道, 当时

人也留有书信、日记及影像等资料, 但比较零散, 更未结集出版。

较出名的史料是 1938年英国记者田伯烈( H. J. T imperley )写成的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 M odern Age

Books Inc. London, New York)被中文译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

行#出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组织战争损失调查委员会

进行调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

本在华战争罪行给予确定,南京大屠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均形成

了一批重要的法律资料。然而,由于中国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战与

接踵而来的两岸对峙, 1949年后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中国

大陆史学界,几乎没有学者研究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这场大

屠杀, 也没有人整理出版相关史料,大量资料淹没,以至几十年后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重新收集整理。

第二阶段, 1980 年代初至 1990年代末。南京大屠杀相关史

料长期缺少关注的情况在 1980年代初期开始改观,到 1990 年代

末出版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工作达到一次高潮。外在的起因是

日本出现以在教科书中否认日军在南京暴行为代表的系列事件,

内在原因则是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兴起, 影响到了史学界,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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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有学者在 1960 年代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整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

1962年编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 但只是内部出版,其成果到
1980年代前并未公开出版。



主义史观%在某些研究课题上取代了∃革命史观%。

1982年,日本有关历史教科书将∃ 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

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意在否定侵略中国与南

京大屠杀的事实。1983年底,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组织力量对南

京大屠杀进行全面的研究。由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

举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展览%, 并开始相关史料的整理。

1984年, 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 对幸存的
大屠杀受害者与目击者进行调查,并选择其中 104名受害者的证

词,编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该委员会后又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

集#( 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 成为关于南京大屠杀较系统的史料。

1985年, 南京市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 成为收集、研究与陈列南京大屠杀资料的专门机构。该纪念
馆以后曾经过两次大的改建、扩建工程。

1995 & 1997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周年、抗日战争爆发

与南京大屠杀发生 50周年,又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在内容的深

度与广度上有相当的扩充。主要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

社1994年) ,收录 642位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的证言; 中

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社会科学院联合编辑出版

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

1995年 7月) ,全书 80余万字,较完整地呈现了相关的档案史料。

1990年代对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有两个突出的

新特点:一是系统地出版了一批参加与目击大屠杀的外国人的日

记、书信等资料。最突出的是: ∀东史郎日记#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年)、∀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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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利用贝德士文献

( Bates Paper)编辑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天理难容 & & &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

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等。东史郎是 1937年侵华日军

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 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约翰!拉贝

( John H. D. Rabe)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代表, 南京大屠杀

发生时,他与一些外国人组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被推选
为主席,营救了许多中国人。魏特琳( M innie Vantrin)的中文名字

是∃华群%, 1937年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系主任兼教导主

任,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在校园里收容无辜市民,尤其是妇女, 被称

为是∃活菩萨%。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是金陵大学历史系主
任,南京沦陷时,他以副校长名义负责留守校产,发起组织∃南京国

际安全区%,又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骨干与最后一任主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则汇集了美、德、日等外国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 包括

档案、日记、书信、新闻报道与法庭证言等六个方面的资料。这些

资料从加害者与第三国目击者的立场来反映南京大屠杀及其过

程,在反击否认南京大屠杀时显得尤为有力。二是发掘出大量珍

贵历史图片,出版了几本图片集, 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共收图片 800余幅, 并附考评与说明性文字 5万余;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 ,

收录图片近 800幅; 还有∀南京大屠杀 & & & 历史照片中的见证#(海

南出版社 1999年)等。图片在反映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 有

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第三阶段, 进入 21世纪, 关于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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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重要进展, 由南京大学联合驻南京地区高校、科研机构与档案

部门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从 2005年起陆续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和江苏出版传媒集团出版, 目前已分三批出版了 55卷, 约 3

千万字(目前仍在进行中)。这部大规模的资料集,不仅包括了此

前已经出版的所有资料, 而且新增了大量原始的历史资料, 包括了

受害方中国、加害方日本及第三方国家的档案、历史文献, 新闻报

道、日记、书信等,还有幸存者的口述史料与当时国民政府所做的

调查资料。编辑者除遍访中国大陆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外, 还曾

到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中国台湾等地搜寻档案与资料。∀南京

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 ∃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相关材料基本上都

收集回来了%,改变了相关资料零碎,分散的状况, 将为南京大屠杀
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难能可贵的是,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对

与∃现有结论%相矛盾的原始资料, 也∃照原样收录,不做任何更动,

提供给历史研究者% ,这必然促进研究朝着更科学严谨和深入的

方向发展。

二

中国学术意义上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开始于 1980年代,大概

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0 年代初至 1990年代末。最早有系统地叙述

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是高兴祖的∀日军侵华暴行 & & & 南京大屠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这虽是普及性的读物,但开创之功不

可没。随后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 , 根据已有史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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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 奠定了日后研究的基础。

1997年,孙宅巍主编的 50 万字的∀南京大屠杀#由北京出版社出

版,该书∃详述屠杀的背景、范畴、过程和影响, 而且针对日本右翼

势力的种种论调,进行了反驳%。 该书在整体上代表了当时研究

的高水平。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 ,其特点在于: ∃是国内第一本针对田中正明的翻案言论, 系统

考证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考证体论著%。相关的论文与论著均不少,
研究多集中于: 1 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研究; 2 奸淫、抢劫、纵火暴

行的研究; 3 南京安全区的研究; 4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在南京的

暴行研究; 5 南京大屠杀审判的研究; 6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

7 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响的研究等方面。1990 代末有学者对研究

状况有如下评论: ∃我国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系统研究))历经 40

余年,各种论著、图集、画册十分丰硕,但总的情况是:文章多,著作

少;通俗性著作多,学术性著作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发掘、整理与出版

史料、联络学者、访问幸存者、组织学术活动、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5年, 南京地区成立了∃ 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史研究会%,有 100多位会员加入。1997年, 更在南京举行

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会议者达 150

人(包括日本、美国学者) , 提交近 60篇论文。会议体现了更多的

海内外学者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会后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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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宅巍:∀序一# ,载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 3

页。

郭德宏、陈亚杰、胡尚元:∀近 10年来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题研究综述# ,∀安徽史

学#2006年第 1期。



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机构是 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建立的∃南京大

屠杀研究中心%,该中心建立后也积极开展活动, 包括组织研究课

题、召开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组织学生访问幸存

者等。中心还创办了∃ 中日网% ( ht tp: / / www . sjhistory. net / site/
new xh/ ) ,利用网络作为发布研究信息与学术交流的平台。

第二阶段, 进入 21世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三个较显著

的特点:一是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 没有

坚实新史料(尤其是核心史料)的运用就无法将研究引向深入。

2005年南京大学建立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其首要的目标就

是全面搜集史料,该所协同其他单位已经编辑出版了 55卷的∀南

京大屠杀史料集#,并于 2005年 12月在南京召开了∃南京大屠杀
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相信更多的学者会利用新资料写出高水

平论著。 二是在新资料的基础上注重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 著

作类如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 & & & 日本虚构派批判# (上海辞书出
版社 2002年) , 重点批驳日本∃虚构派%的各种论点。孙宅巍的∀澄

清历史 & & & 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在

其旧作∀南京大屠杀#的基础上,以专题式的方式深入讨论问题。

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 , 则用考古发掘报告的形式展示

1998 & 1999 年间在南京江东门发现的遗址上发掘清理出的 208

具受难者遗骨, ∃经过考古学者、历史学家、法医和医学专家, 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了科学的勘察、技术鉴定和化学分析,确认为些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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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年遭日军杀害者无疑%。 三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有学者从

单纯研究日军暴行本身及对中国受害者的身体伤害,注意到屠杀

对南京市民长期的心理影响, ∃文化大屠杀%等。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一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代表著作被翻译

成中文,如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
2000年内部发行)、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杀大疑问#(新华出版

社, 2001年内部发行)等。这些通常被称为∃日本右翼%的作品虽

是∃供批判%用的,但能在中国出版, 使学者∃兼听则明%, 了解其理

论、观点、方法与史料,对于全面促进大屠杀史研究的科学严谨性

有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 也将有益于学术

的发展。

三

坦率地说, 任何民族之间历史上的不愉快冲突, 都是 ∃负遗

产%, 不利于现实的民族对话与和解。后人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将

这种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惨案。此事件发生于日本全面侵略

中国,日军烧、杀、奸、淫、抢无恶不做的时期,其后又经过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审判, 有确切定论, 绝对不是少数人所能任意否认的。南

京大屠杀史研究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其深刻的原

因。

如前所述, 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兴起于 1980年

代初期,其时,日本因国际国内政治的变化, 否认侵略战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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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 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勃兴,两者发生激烈的碰撞, 关于南

京大屠杀的争论也就由此而起。中国方面普遍认为,日本政府态

度暧昧,默许甚至支持否认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

灾难的言行,而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或者重要象征,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 南京大屠杀史的研

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甚至有∃图腾化%的

倾向。 正因为如此, 一个与南京大屠杀某些细节相关的日本国

内的诉讼案 & & & 东史郎案,却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年参与

大屠杀而向中国人谢罪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

持。

1980年代担任南京市长的张耀华先生对于推动征集南京大

屠杀史料、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开展相关

研究起过重要作用。他对这些工作的意义曾有如下的表述:

我们编辑出版南京大屠杀事件专史, 将历史真相重新展示在

人们面前, 就是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两国关系

的曲折历程,从而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今日中日友好关系, 以利于

中日两国关系健康顺利的发展和实现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的目标。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是发生在旧中国的一场严重

的历史事件。那时的中国,由于贫穷落后,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

略、欺侮和凌辱。惨痛的历史告诫人们, ∃落后是要挨打的%。我们

相信, 重温这一历史事件,必将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为

振兴中华,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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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华先生在这里所提示的三重意义: 1 教育人们爱国, 振

兴中华; 2 为了中日长期友好; 3 展现历史真相。基本上是在进

入 21世纪之前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目的(以后增加的

∃反击日本右翼%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两点, 实际上也可归结
到以上三重目的之中)。 在此目的指导下,史料与研究以揭露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规模之大, 手段之残忍为主体,着力反击∃日本

右翼%的∃虚构说%。而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领土等现实问题的争
论,每每又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强化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关于南

京大屠杀的研究,中日之间∃对抗%多于∃对话%,对抗的结果更不利

于双方的和解。

进入 21世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些新的趋向。在资料

方面,全面而不是有选择的公开;在研究目的方面,有学者指出, 研

究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是为了追究日本的责任与反击∃日本右

翼%, 而是要还原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研究南京大屠杀,必须驳斥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

分子, 必须与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余孽与遗少作斗争, 但我想提出:

这尚不是我们开展研究仅有的目的。我们研究的主旨应当是: 还

原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 建立我们民族自己的记忆,把落后就要挨

打,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的道理, 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并且传之子

孙,永不湮灭。 

张连红对于南京大屠杀史未来的研究也有新思考: ∃突破政治
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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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佛门避难记(价值的再发现# ,载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
∀佛门避难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页。

陈安吉:∀序言# ,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 ,南京大学出版

社 1994年版,第 4页。



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2005 & 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新馆

的布展中, 在内容方面, 向前拓展到日军侵华的历史,向后延伸到

对和平的诉求。∃过去是单一的南京大屠杀, 这次更重要的是和平

的一些内容%。 馆内同时新塑了∃和平%的雕像。南京市民在悼

念大屠杀遇难同胞时,也突出了和平内容。2006年∃ 悼念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 30万同胞遇难 69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

会%上,曾有南京市民代表宣读∀南京和平宣言#。

与 1980年代相比较, 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日关系及两国国

内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与日

本有了新的合作基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也要求中日两国

求同存异, 走向更全面的合作, 两国面临着合则两利,分则俱损的

局面。在此条件下, 当初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三重目的, 有重新审视

的必要:

1 教育人们爱国, 振兴中华。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归

结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强调∃落后就要挨打%, 以揭示民族

苦难进行社会动员, 凝聚中国人的团结,曾一度是号召全社会投入

∃振兴中华%的事业的重要手段。现在, 中国改革开放 30年的建设

成果为世界所瞩目,完全可以用国家建设成就而不是历史的苦难

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中国要∃和平崛起%, 要充当

负责任的大国, 对历史上所遭受的屈辱应该有宽容大度胸怀,对南

京大屠杀的态度应该是, ∃宽恕,而不要忘记%(拉贝语)。如果一方

面说∃和平崛起%,一方面又不停地调化历史上仇恨的记忆, 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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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美国历史学者施莱辛格说过, 把

历史当作武器, 是对历史的滥用。

2 为了中日长期友好, 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中日两国一衣带

水,长期的交往史上有友好的佳话,也有尖锐的冲突。通过研究南

京大屠杀,揭示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可以使人们更珍惜中

日友好的局面。但是,这样的目的是间接达到的。其实,不断地强

调两国间历史上的冲突, 对双方都不是愉快的事情,结果可能是伤

害而不是增进双方的感情,对友好事业有害无益。更何况, 能否防

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完全看日本国内的政治发展与日本人民的

选择,他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当然,日本方面要承认南京大屠杀

是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无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世界文明

的悲剧。日本政府要明确承担战争责任,不要默许有人不断挑战

已经形成的历史结论,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东亚各国政府在进

行历史对话与和解中扮演重要的指导性角色。众所周知的事实

是,现实的国家关系与历史争议问题是互为表里的。当现实关系

密切时,对待历史问题就较冷静与理性, 而现实冲突加剧时, 则会

翻出历史问题大做文章。

3 展现历史真相,反击∃日本右翼%。这应该是目前研究南京
大屠杀最重要的目的。南京大屠杀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 应该是

将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还原,而非为现实政治服务, 更不是要强

化暴力与煽动仇恨。让研究回归学术本身。学术界能做的, 就是

要科学地总结历史, 本着∃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的宗旨,揭示真相

而不是煽动仇恨,对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充分发掘资料,实事求是

将理性研究的结果告诉民众。∃民族主义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曾

是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动力,但中国学者现在要避免政治影响

与∃民族主义史观%的束缚,不能想当然地只拷问∃性质%、∃责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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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细节的重要。 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前提下, 对于研究中的不

同观点与意见, 不能动辄即扣帽子。对于∃日本右翼%的言论,在学

理层面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讨论,实事求是才是

有力的反击。历史研究是重视实证的科学, 既然坚信真相在自己

一方, 就不要怕相互的辩诘与讨论。应该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

∃求同存异%。

还有一点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重要的

历史事件, 但它不是抗日战争史的全部, 更不是 20世纪中日关系

的全部,应该将其放到历史的背景与过程中去研究,而不是凌驾于

整个 20世纪中日历史之上,或者说是它有特别优先权。曾田三郎

教授在编著∀近代中国与日本# (东京: 御茶 水书房 2001年)时,

特地用了∃提携与敌对的半世纪%为副标题。笔者认为这确切地反

映出 20世纪复杂的中日关系,不能用一面来否定(或掩盖)另一

面。可惜,用这种认识来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不多。

现在,学术界与民间做的许多事情,正朝着此方向在努力。如

中日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 举

办三国青少年的历史夏令营等,都是有益的工作。笔者相信,只有

在尊重事实,平等交流的基础才能实现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是

中日和解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结,当双方在这个问题能进行平心静

气地对话时,中日两国在历史对话与和解方面肯定能取得成功。

(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傅敏,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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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大屠杀过程中遇难同胞的确切数字, 是一个敏感而有争议的问题。最近

仍有中国学者说, ∃ 在数字问题上纠缠等于是上了日本右翼的圈套%。笔者认为恰

恰相反,只有弄清数字,才是对日本右翼最有力回击。回避数字问题,等于不敢在

重要问题上面与之交锋,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就会永远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