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 8 月 6日、9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让日本
没有别的选择，8 月 14 日上午，日本最高首脑在日本皇宫防空室举行御前会
议，讨论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问题。 8 月 15 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
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八年终于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次
世界大战从此宣告结束。 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胜利，不仅赢得了中
华民族自身的解放，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斗争和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
书写了辉煌篇章。 这场战争给我们中华民族和人类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对
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抗战胜利给全人类留下宝贵遗产
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

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
的遗产， 既有物质遗产， 也有精神遗
产。抗战胜利前，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拥有国际尊严的国家，抗战
胜利后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主权独
立的国家。

对中国来说，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
战争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 在这 100
多年中， 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入
侵和蹂躏。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

利面前， 腐败的清政府不得不在每一
次战败后接受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
约，向帝国主义国家割地赔款，使中国
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抗
日战争的胜利， 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
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的民族解放战争， 是全世界所公认的
胜利，其意义巨大而深远。通过这场战
争的胜利， 中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
领土的完整，特别是收复台湾和东北，

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国
家；同时，为中国在战后国际格局中，
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赢得常任理
事国的地位创造了条件。 中华民族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抗战胜利，使中国获得了
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民族伟大复兴的契
机， 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
重大转折， 为日后新中国的诞生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一个民族只有善于
向历史学习，向敌人学习，
才能更有效地避免灾难

在民族危亡之际，全体中
华儿女团结一心， 共赴国难。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了正
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
务。当日本侵略者面对的不再
是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和
一支落后的军队，而是整个中
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民用血
肉筑起的长城，它的失败就是
不可避免的。紧紧依靠和发动
人民群众，组织和带领人民群
众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面抗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抗
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
政党，却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
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
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
民抗日武装力量始终代表民
族利益， 在战争中越战越勇，
队伍越战越大，从抗日战争开
始时只有 5万多人，发展到抗
战结束时的 120余万，民兵发
展到 260万。正是由于始终坚
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
产党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信任，正是由于得到了人
民群众的广泛信任，中国共产
党才能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
国的重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的重心， 成为打败侵略者、建
设新中国的重心。抗日战争再
次证明，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
的真正创造者。

抗战胜利留给我们的思

考不会停止。一个民族只有善
于向历史学习， 向敌人学习，
才能够更加有效地避免灾难，
更好地发展强大自己。 比如，
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的对外
开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日本
的明治维新是 1868 年， 中国
的洋务运动是 1861 年， 两国
采用的军队发展思路也几乎
是一样的，都是从德国进口先
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装
备。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中国
一败涂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日本为什么能够抓住机遇
实现了军事特别是武器装备
的大发展？

再比如， 在抗日战争中，
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长驱直
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
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向南京进
攻的全部日军只有 5万人，而
被日军屠杀的 30 万中国人
中， 还有近 10万来不及撤走
的国军官兵。 在这场战争中，
国民党军队先后成建制投降
日军而被编成伪军的军队总
数有 60万人， 其中有将级军
官 58人， 这成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国战场的耻辱。发生
这些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事情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当时
的官僚统治阶级昏庸、腐败和
无能外， 还能找到哪些原因？
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深思
吗？

(韦伟)

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华民族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

争的胜利， 不仅改变了中国和日本的
命运， 而且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战略格
局， 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和人类文
明的进程， 对世界和平事业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
战争的起点，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序幕。 1937 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 中国
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
模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的 6年局部抗

战和 8年全面抗战， 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坚持时间最长的， 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举足轻重。 中
华民族以伤亡 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
失 1000 亿美元和间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的巨大代价， 抗击了日本陆军
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歼灭日军 150 余
万， 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
以艰苦卓绝的斗争， 不仅打破了日军
北进苏联的计划， 而且迟滞了日军南
下太平洋的行动，彻底粉碎了德、日法

西斯欲北攻高加索、中东，南攻澳大利
亚， 在埃及和印度实现东西会师的战
略图谋， 从战略上给苏美英等国作战
以有力支援，使盟国“先打德国再击日
本”的先欧后亚战略得以实施。 可见，
中国抗战的胜利， 也直接影响了世界
历史的进程，挽救了人类文明，促进了
各国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精神的广泛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讲，中
国抗战的胜利， 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
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给全人类留
下了宝贵的遗产。

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对弱国战胜强敌有巨大意义
从中日两国当时的实力来看，抗

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与比较先进的
工业国之间的较量。 引用军史专家徐
焰的有关研究数据论述了这样的观
点。1937年中国工业产值为 13.6亿美
元， 农业和手工业产值约合 50 亿美
元；日本工业产值为 60亿美元，农业、
渔业和手工业产值约 40亿美元。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前， 南京政府年财政
收入仅 17 亿元法币(当时折合 5 亿美
元)， 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却达 50 亿
日元 (当时折合 15 亿美元)。 此外，
1931 年日本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
策轻易占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
的东北，在那里建立伪满洲国，每年十
几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也归日本支配。
所以说，在全国抗战之初，日本对华便
有了 4倍的财力优势。

从军事实力看， 日本方面占有较
大优势。中日两军武器系列化、标准化
程度上存在很大差距。 日本从甲午战
争前夕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兵工企
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建立起完整

配套的兵工业， 虽然日本生产的陆军
武器装备不如美英德等国的先进，但
其装备基本靠自己生产。 而旧中国的
腐败和军阀混战，武器装备五花八门。
国民政府因缺乏财政支持， 工业基础
薄弱， 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
击炮、步机枪和子弹，多数武器要从国
外进口。

这些差距， 只是表现在正面战场
上。 如果看看敌后战场上共产党所领
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
日本军队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别。 中日
两国当时的实力差距， 决定了中国抗
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

中国人民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这
样的强敌，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奇迹，
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树立了以劣胜优的
典范。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
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日本侵略者
妄图依靠其优势武器装备和强大的军
事力量，速战速决，几个月打败中国。
日军最怕持久战， 因为它经不起长期
的战争消耗。 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

共产党人，从中日两国、两军的国情、
军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探索
战争规律， 提出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指
导方针，概括地说就是持久战。

毛泽东早在 1936年 7 月 16 日与
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 就提出了以
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 在著
名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
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
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
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以持久战的战
略方针， 对付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
针；以全面全民族战争的优势，对付日
军现代武器装备的优势； 以开辟敌后
战场的积极战略行动， 与正面战场的
防御相配合， 破坏日军的全面战略进
攻，从而夺取战略主动权。从这个意义
讲， 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综合力量
的竞赛， 也是战略指导正确与否的较
量。抗战的伟大胜利告诉我们，先进的
军事理论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对
于弱国战胜强敌有着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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