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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兴

［摘 要］ 树立正确党史观，必须批驳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泛起，具有深刻

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偏离了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偏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客观要求和重在弄清思想、提高认识的要求，偏离了从总体把握历史的研究方法和必须正确看待领袖功过

得失的要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树立正确历史观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以大历史观反对形而上学的“对立思维”; 坚持以两个历史决议为

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依据; 坚持科学评价领袖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党史研究 党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 唯物史观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要 “树立正确党史观”，并指出

“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

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①。

一、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突出特点及其泛起的背景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史研究领域的突出特点是: 否定革命; 否定五四运动; 否定社会主义

改造;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化和歌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等等。其常见的表现就是: 有

的以“重估历史”为借口，以“史料钩沉”为幌子，妄图歪曲历史、割裂源流，否定党史的主

流和本质; 有的以庸俗、低俗、媚俗的手段涂抹历史人物与事件; 有的丑化、抹黑党的领袖，对

革命先烈、英模人物进行“戏说”“恶搞”; 有的割裂历史，妄图搞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期党

的领袖、不同理论成果的对立; 还有的对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搞所谓 “重新评

价”“历史翻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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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泛起具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唯心主义历史哲

学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以这种唯心史观为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出现了 “历史终

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谬论，猛烈地攻击十月

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从国内看，我国现阶段实行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反映到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但也会出现与其他非公有制相适应的种种思想形态。

二、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当前的时代大背景下，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有以下

几点。

第一，偏离了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产生以上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少数人在党史研究

中背离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

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 “解放思

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 “纠正”社会主义; 从纠正毛泽东同

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

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 等等。

第二，偏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要求。党史研究要求客观反映党的历史进程和重大历

史事件，既要进一步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又要反对轻视宏观研究、沉溺细节考证的猎奇

倾向。把握历史的真实，关键在于要把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对成败得失的原因作具体的分

析，对革命和反革命、成绩和错误、主流和非主流做严格的区分，对集体的失误和责任与个人的

错误作具体的区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我们在总结党的历史时，习惯于按照 “路线斗争”模

式来进行，被视为“正确路线代表”者，无论何时都一贯正确、绝对正确; 被认作 “错误路线

代表”者，任何功劳都一笔勾销。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定式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党的历史

和客观地评价党史人物。

第三，偏离了重在弄清思想、提高认识的要求。1944 年 10 月 26 日，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

谈会上发言指出: “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

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

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① 不能笼统地讲历史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但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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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研究和经验总结毫无疑义是为现实服务的，必须 “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摆在首位。在今天，把弄清历史是非统一思想摆在重要位置，将有利于现实实践作

为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力量开辟未来的重要途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有利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第四，偏离了从总体把握历史的研究方法。“从总体把握历史”，而非那种所谓的纯学术研

究，把在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中也不能作为根本方法的考据学方法视为历史问题研究的 “最科学”

的方法，因而着眼点不是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而是材料挂帅、就事论事。实际上，考据最多可

以鉴别史料的真伪，却难以真正确立史料的历史价值，更无从达到历史的真实。过分迷信考据方

法往往给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借考据材料或泄私愤、或哗众取宠、或

以售其奸，通过丑化历史、丑化领袖、丑化党和国家，达到颠覆历史、把握话语权的政治意图者

有之，达到图一时之快、行卖弄机巧、获不实之名的沽名钓誉者有之，最好的后果，也不过是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获得微观的某些知识，却不能上升为对历史全貌的认识。可见，对

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认识，正确的方法论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五，偏离了必须正确看待领袖功过得失的要求。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个人问题，

而是与具体的阶级及政党的命运紧密相连，因而是总结历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对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关涉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前途。只有实事求是地评

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就有可能重新

步入黑暗。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纠

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

保证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分根本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人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

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

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①

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门功课不仅必须修，而且必须修好。为此，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应

树立正确历史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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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于党史学习的论述，提出了学习研究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评

价历史人物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科学指

导，是我们学习党史的基本遵循。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关键在于: 一方面，要把握好党

的历史主流。从根本来说，党的本质是先进的，党的历史功绩是主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

开辟未来的一百年。”① 如果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味只注意 “瑕”，不看 “瑜”，就无法科学正

确地看待党的历史。也就是说，对成绩要做实事求是的评价，对错误要进行科学分析，以便从中

汲取教训，推进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党史姓

党”，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我们党过去有过分强调斗争性的偏

颇，这个教训必须记取，但这绝不等于否定斗争性。当然，这种斗争应当摆事实讲道理，遵守学

术规范，采取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就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

史环境来苛求党史，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具体分析。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反对

“细节崇拜”，避免以细枝末节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就是 “考察的客观

性”，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列宁强

调: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

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

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

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

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

也不如。”② 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

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而这恰恰是党史伪造者所欠缺的。另一方面，实事求是研究

历史，要做到“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即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开创未来。党史问题十分

复杂，牵涉许多是非恩怨，各方评价存在差异性。因此，对党内同志而言，总结历史要从人民的

利益和感情出发，摆脱个人恩怨、不受情绪左右，做到顾全大局，防止被敌对势力利用。这是立

场问题。但是，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专家学者看问题很偏激，偏离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他们往往

从宣泄个人情绪失足，最后走到与党和人民对立的方面。

第三，坚持以大历史观来反对形而上学的 “对立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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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① 而 “对立思维”就

是采用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方式，不顾或者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人为地制造不同历史阶段、不

同党史人物、不同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切断他们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这种 “对立思维”主要

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制造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对立。比如，把革命时期同建设和改革时期对立

起来; 把改革开放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立起来;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对立起来。二是制造不同领袖人物之间的对立。三是制造不同理论成果之间的

对立。“对立思维”的实质，在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一方面，不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研究

党史，而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图或感情来取舍历史材料，作出自己所渴望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观

点，有的根本就是主观臆造历史材料，完全不考虑历史科学本身所必须遵循的事实性原则。另一

方面，不是辩证地、完整地、历史地看待历史，而是孤立地、静止地、脱离历史具体环境地看待

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理论成果，采取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其结果要么是

以今毁昔，要么是以昔毁今，不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全貌。持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有少数人

就是要通过歪曲、丑化党的历史和形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而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

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所造成的危害却是很大的，必须破除。因

此，我们需要坚持历史思维，树立大历史观，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出发，全面看待党史，注意考察

分析党史发展中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方法将其割裂开来。

第四，坚持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

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依据。党史研究具有党性原则，这是由党的地位、党的组织纪律和原则决定

的。党史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根本需求，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呼唤。这是党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至今有两个历史决议，二者对许多

历史问题做出了精辟论述、准确评价，都是党性原则与实事求是原则的集中体现。特别是我们党

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当时党内外最为关心的、对于明确党的路线及

其理论基础所需要搞清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怎样看待、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当前，社

会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 27 年历史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肆意否定、歪曲、抹黑这段历史，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向社会展示真实的这段历史，并把其与当今中国

的发展贯通起来，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为群众解疑释惑。其中，最重要的应

该坚持好两个方面: 其一，必须遵循第二个历史决议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基调和基本结论。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

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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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基调，不能改变。其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要遵

守，但一些具体表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些学者甚至一些党的相当级

别的领导干部，研究党史时完全无视历史决议的存在，把党的政治纪律视作儿戏，这是极端错误

的。对这些人必须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要对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第五，坚持科学评价领袖的历史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 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

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有效、最便捷的

手段。当 1956 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

后果。毛泽东认为，这绝不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评价斯大林领导的近

30 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问题; 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

由。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

苏联国内外的敌人投入大量金钱，创办或引导各种媒体完全抺黑了斯大林甚至列宁。一个时期

以来，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辱骂、诽

谤、泼污、造谣之能事，肆意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更是攻击我

们党的光荣历史、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是妄图为把社

会主义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对种种错误的思想和做法，我们必须

坚决予以反对。

( 戴立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晓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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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China responds to US unilateralist confrontation with multilateralism， breaks through US economic

containment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transcends national，ethnic，cultural，and ideological

boundaries，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human race，promote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Sino-US game shows a trendency of intensified soft power confrontation and “mixed warfar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will be accelerated．

 Study Party History and Improv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 Proper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Be Established Dai Lixing ( 51)…………

To establish a proper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we must refute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study of the Party history． The ris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China has a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ere are many specific reasons for its rise，mainly including deviating from the correct tr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glecting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hat specific problems should be specifically addresse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larifying thoughts and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and deviating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understanding

histor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of properly evaluating party leaders' merits and mistakes． To establish a proper view

of history in studying and publicizing the Party history，we must uphol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firmly oppose the metaphysical

thinking in“absolutely irreconcilable antithesis”with an all-round view of history，take the“Two Resolutions”as an

important basis in research and publicity work，and insist on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party

leaders．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for Better Consciousness，Greater Confidence，Higher Virtue and More Effective

Practice: Learning Xi Jinping's“Speech at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for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Jiang Yanhua ( 57)……………………………………………………………………………………………………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Speech at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for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rofoundly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why，what and how to learn the Party history． The requiremen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his speech must be deeply understood． Better consciousness mean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Marxism，

arming our minds and guiding our practice with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nd

proper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and the world． Greater confidence means to absorb nutrients from the Par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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