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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
落实14年抗战概念，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在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修改这一历史概念到底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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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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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说，8年到14
年不是改变，而是还原历史原貌。1937年作为历史节点
的意义，在于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同样不会被否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
重南说，历史上使用 8年抗战的提法，是考虑到对当
时特殊历史环境的尊重。恢复14年抗战史的提法，更
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

增加东北抗战的学术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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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重南说，14年抗战这个概念具有科学性、历史
性、原则性与现实性。

李宗远说，事实上，学界大约在2005年就结束了
争论，一致认定中国抗战历史应为14年标准。这个标
准在纪念抗战60周年期间得到了贯彻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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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远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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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这三次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

重新书写历史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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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重南说，8 年抗战不能将为民族而战的大量英
烈包含在内，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义勇
军、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流血牺
牲，“南有杨靖宇，北有赵尚志”，世界闻名，特别是

我们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不被算作抗战历
史，是极大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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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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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杰文津 刘硕
胡浩）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郑明达） 1月 11日，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介绍
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
坛 2017 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有关情况，并回答
记者提问。

一、关于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李保东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1月15日至18日对瑞
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并访
问瑞士国际组织。这是 2017 年我国外交的开篇之举，
此次访瑞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瑞士进行国
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瑞士联邦主席洛
伊特哈德以及联邦委员会成员举行的迎接仪式、正式会
谈、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活动，会见联邦议会两院议
长，还将同洛伊特哈德联邦主席共同会见瑞士经济界代
表。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各自发展道路、内外政策以及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
关系未来发展绘制新蓝图。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双方
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政治、自贸、文化、海关、
能源、发展合作、体育等诸多领域。

李保东指出，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
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近年来，中瑞关系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当前新形势下，中瑞关系正面临新的发展
机遇。两国发展战略有契合、共通和互补之处，将给双
方全面开展创新合作开辟广阔的空间。中瑞两国加强高
层交往以及创新、自贸、发展等领域合作，不仅能够实
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也将在国际关系中
发出积极政治信号，表明中瑞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与稳定，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贸易体制，推进国际治

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相信这次访问将推
动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新时期的中瑞合
作积蓄更多动能，并为促进中欧合作和世界和平、稳
定、发展作出新贡献。

二、关于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

李保东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 1月 17日出席在瑞士
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此次年会主题
为“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出席会议期间，习近平
主席将在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同世界经济论
坛主席施瓦布及部分与会嘉宾进行对话交流。这将是中
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具有重要历史
意义。中方愿与各方就共同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促进世界
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等广泛交流、深入探讨。

李保东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
转换的关键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新一轮科
技革命仍处于酝酿之中，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
织，政治不确定性上升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前景的变
数。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受到各方高度关
注。中方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实现以下成果：一是
针对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切，阐述中方有关
看法和主张，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
惠的方向发展。二是分析和挖掘世界经济增长困境的深
层次原因，寻找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方向和路径，提振
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三是结合国际社会对
中国经济热点的关注，阐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发展
经验，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举措，增进各方对
中国经济客观、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四是进一步深化与
世界经济论坛的交流合作。

三、关于访问国际组织

李保东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 1月 18日分别访问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奥委会。习近平主
席将是历史上第一位到访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的
中国最高领导人。此访将充分彰显中国领导人对多边主
义的重视，将在中国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历史上留下深
刻印记。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
表主旨演讲，会见联大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国际奥委会主席，并见证中方与世界卫生组织
签署“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

李保东指出，当前世界各国日益紧密联系、相互
依存，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和利益共同
体。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挑战日益增
多。中方将通过此次访问，与有关各方就促进和平发
展事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国际卫生和体育事业发
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贡献
中国智慧。中方期待此次访问取得以下成果：一是习
近平主席将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就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
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蓝图。二是就中国同
联合国的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水
平，传递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积极信号。三
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与世界卫生
组织开展“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落地对接，拓展合
作新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四是加强同世界卫生组
织和国际奥委会的务实合作。相信此访将推动中国与
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就习近平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并访问国际组织，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杨柳春风——中国美术馆藏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
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该展甄选了百余幅杨柳青古
版年画精品，其中不乏粉本和孤本。图为1月11日，观众在
北京中国美术馆欣赏画展。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杨柳青古版年画展举办

专家解读全国教材改“8年抗战”为“14年抗战”

尊重历史真实 唤醒国际认知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赞同中美继续鼓励企业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1日表示，中方赞同中美两国政府继续鼓励两
国企业加强互利合作，并为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陆慷是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面的提
问时做上述表示的。

陆慷说，中美企业交往很多，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
的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家对外交往也很多。

他表示，从客观上看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双赢的。
这种合作不仅可以为彼此国家带来就业等经济社会效益，而
且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方赞同两国政府继续鼓励两
国企业加强互利合作，并为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洋学子”在华就业有新规
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可在华就业

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者叶紫） 人社部、外交
部、教育部近日就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发出
通知。通知表示，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16〕 9号），拟允许部分无工作
经历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

外籍高校毕业生包括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
学位且毕业1年以内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在境外知名高校取
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1年以内的外籍毕业生。

外国人就业证有效期首次为1年。聘用外籍高校毕业
生就业期满，用人单位拟继续聘用的，按规定履行审批手
续后可以继续聘用，期限不超过5年。外籍高校毕业生所
缴纳个人所得税低于意向薪酬应付税额、或用人单位拟给
予其的薪酬低于规定标准的，就业证不予延期。

2016 年 9 月 18 日，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
鸣警仪式。

1月11日，江苏大学志愿者来到镇江市和平路街道金山社
区，开展“关爱环卫工，寒冬送温暖”活动，向该社区辖区
内的环卫工人赠送保温杯、手套、口罩等保暖用品，为“城
市美容师”送上寒冬里的温暖。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关爱环卫工 寒冬送温暖关爱环卫工 寒冬送温暖

中国人工繁育大熊猫已达中国人工繁育大熊猫已达464464只只

外交部回应奥巴马演说

一国影响力不是自己说了算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美国总统奥巴马
离任前最后一次演说的提问时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应当由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来
评判，而不是自己说了算。

据报道，奥巴马在演说中谈到国际问题时说“除非美
国放弃立场，否则中俄无法匹敌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可能我们和美方的思维框架不太一样。中国一向主
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所以在谈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时，更多考虑的是中国自身发展，我们可以对国际社会所
作的贡献，而不是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陆慷说。

高景一号卫星发布影像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蒋建科） 中国首个完全自主

研制的0.5米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星座高景一号今天正式具
备运营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首批影像向社会发布。

据介绍，高景一号 01 组两颗卫星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 11
时23分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截至
2017年 1月 10日，已完成卫星姿态轨道调整，地面系统已成
功接收处理了全球范围内的15轨1241景影像。

高景一号的正式运营，将为全球用户提供以高空间、高
时间、高光谱分辨率和全天候对地观测能力为核心的遥感数
据及其增值应用服务，以及应用系统解决方案。

高景一号的商业化运营将打破我国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市
场被国外垄断的局面，进一步满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遥感
技术的巨大需求，为我国航天技术走向全球开展商业化运营
贡献力量。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寇江泽） 记者从国家林
业局获悉：2016 年，全国人
工繁育大熊猫 40 胎 64 只，成
活54只 （含境外）。至此，全
国人工繁育大熊猫种群总数达
到464只。

近十多年来先后有7只大
熊猫经过野化培训后放归自
然，追踪监测发现有 5 只成
活，健康状况良好。

我国从 2003 年开始进行
大熊猫野化培训工作，探索形
成了母兽带仔野化培训、熊猫
伪装服、录音项圈、放归笼等
技术，也借鉴美国黑熊放归的
经验，探索性采用人工辅助放
归野化训练的方法。在此基础
上，2006 年开始实施大熊猫
放 归 自 然 活 动 。 到 2016 年
底，先后分 11 批次对 25 只人
工繁育的大熊猫进行野化培
训。其中有11只被淘汰，7只
被放归野外，还有7只正在培
训。2016年10月首次尝试将2
只大熊猫同时放归到四川雅安
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图为1月11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四川雅安碧峰峡基地的大熊猫。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新年外交开篇之举意义重大新年外交开篇之举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