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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由理论创新力、意识形态统摄力、政治定力和精神感召力等几方面构成。增

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遵循唯物史观，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评价重大历史是

非问题，增强党的理论创新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滋生和传播的思想及舆论空间，增

强党的思想统摄力; 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结合起来，增强党的政治定力; 弘

扬英雄精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人物的污蔑和攻击，增强党的精神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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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 “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这一时代命

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建设规律，党的思想引领力可以定义为党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运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实际的先进思想武装全党，整合多元社会思潮，从而激发广

大党员、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的一种能力。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然要增强党的思想

引领力，确保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凝聚全社会的最大共识和行动力量。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传播和渗透对党的思想引领力构成严峻挑战。作为一种政治目的性极强的错误思潮，历史虚

无主义企图否定党史、国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抹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

性。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从多方面合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抵御其负面影响，在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的基础上坚定人们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自信。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多重构成

党的思想引领力包括理论创新力、意识形态统摄力、政治定力和精神感召力等几方面内容。

它们分别从思想的时代适应性、主导性、主体认同性和激励性等维度规定了思想引领力的意涵，

且彼此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支撑、内在贯通，构成党的思想引领力这一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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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2019BKS064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研究” ( 20LLZZB028)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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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的思想引领力体现为推进理论创新的能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先进的思想引领时

代的发展。党的思想引领力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的创新力，具体来说就是党能够依据客观实际的

变化，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推动自身的理论创新，促进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在唯

物史观的指导下，我们党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坚决破除对西方理论和外来经验的迷

信，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

体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思想引领力。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

境。当今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深度远远超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

规律，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

误思潮的干扰，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第二，党的思想引领力体现为对多元意识形态的统摄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及与外部文明交往的扩大和深入，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思想文化需

要党的先进理论的整合与引领，从而巩固和扩大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要在思想文化

生态中构建一种“一主多元、兼容并蓄”的主导型关系结构，使党的思想引领力体现为一种意

识形态统摄力。在新时代，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统

摄多元思想文化，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第三，党的思想引领力体现为坚守理想信念的政治定力。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要求坚持守正

与创新的统一、变与不变的统一。创新是事物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只有守正方可出新。只有始终

坚持思想的价值宗旨和内在规定性，才能为思想的创新提供基本遵循和力量源泉。对于党员干部

来说，守正就是排除各种干扰、坚守理想信念、保持应有的政治定力。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

想信念的丧失开始。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还源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巨大成功带来的信心。因此，要通过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全面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

第四，党的思想引领力体现为一种精神感召力。精神感召力是指不依靠物质利益诱导或强力

驱使而依据精神信念、情感道义的力量去引领和动员的能力。引领和塑造社会价值观必须注重发

挥情感催化和精神激励的作用。列宁曾说过: “没有 ‘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

于真理的追求。”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巨大的思想引领力，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主心骨”，与其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是密不可分的。人们拥戴支持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因为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诉

求，还因为在历史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党的杰出人物和优秀代表，其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和精神

情怀激发出亿万人民群众的爱国报国之志和奋斗精神。没有精神感召力的支撑，党的思想引领力

就会失去鲜活的生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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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第 2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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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虚无主义对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潜在危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西方霸权主义势力企图 “西化”、分化中国的

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复杂的形势。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一种妄

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必然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势力利用的

思想工具，其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力图削弱党的思想引领力。

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事实，否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阻碍党的理论创新。历史虚无

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通常以一种片面、孤立、静止的眼光来考察分析历史现象，以主观

代替客观、以细节取代整体、以结果代替动机。经过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历史就失去其真实

性、合理性，成为被割裂的碎片。在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遮蔽下，人们无法认清历史的真实，更

谈不上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充分借鉴，也不可能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无法认识和

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

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所谓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学术自

由的幌子，大肆宣扬各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观点，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例如把改

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也即将改革等同于改向; 炮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

归因于‘普世价值’”的伪命题; 别有用心地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完全对立起来，用后一

个时期否定前一个时期; 等等。历史虚无主义者还假借理论创新、学术自由之名，大肆制造反党反

社会主义言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制造不良社会舆论，误导公众，严重削弱党的思想引领力。

其二，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上表现出严重的狭隘性、片面性、极端性，任由其传播蔓延将削

弱党的意识形态统摄力。历史虚无主义宣扬 “告别革命论”和全盘西化的价值观念，公然质疑

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在现实中表现出严重的狭隘性、片面性、极端性。从思想方法来

看，历史虚无主义是将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永恒化、绝对化，抹杀文明和价值观念的

具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 从利益基础来看，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迎合或代表了企图改变我国国家性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一小撮人的利

益诉求; 从价值观念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拒绝神圣，解构崇高，抹黑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否定

人民主体价值观，虚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如果任由历史虚无主义传播蔓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思

想混乱，使我国意识形态的统摄力受到极大冲击。

其三，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销蚀党员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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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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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明确指出党员

干部要保持政治定力，做到政治信仰不变色、政治立场不动摇、政治方向不偏移。党员干部的政

治定力源于对理想信仰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

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① 我

们党坚持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建立在对客观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

握基础之上，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存在客观规律，极力反对并试图消解我们党强调的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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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必然会动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守，极大危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四，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雄人物，解构英雄精神，必然削弱党的精神感召力。人无精神不

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是其生存发展的灵魂。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唯有具备先

进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具体生动的精神元素，承载

并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使我们党拥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

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价值坐标，引领时代的进步和国家发展。对英雄人物的纪念和缅怀，承载着中

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情感，给后世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学术研究”“寻求历史真相”的幌子，采用夸大、捏造、

嘲弄、恶搞等方式对党的领袖人物、革命先烈及英雄模范进行诋毁亵渎。例如，有人以 “反思

‘文革’”为名，夸大毛泽东的失误，质疑、否定抗美援朝决策的正确性，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

的历史功绩; 还有人质疑、否定革命英雄如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真实性;

一些网络大 V 出于不良政治动机，编排、传播恶搞英雄人物的低俗段子、图片或视频。这不仅

损害了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也伤害了人民群众崇敬英雄的历史情感，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对我们党的精神感召力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三、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中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注重意识形态工作，采取多方面举措加

强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引领，加大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力度，使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极大

遏制，其影响大为削弱，但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呈现出更为隐蔽的特征，注重话语方式的包

装，将其思想观念渗透于日常生活话题和大众文化作品之中，在网络媒体上快速传播。党的思想

引领力依然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必须多方面发力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

·48·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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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全面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

其一，遵循唯物史观，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评价重大历史问题，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

升党的理论创新力。唯物史观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张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置于

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辩证的分析和评价，由此揭示历史的真实和普遍规律，并在实践中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

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

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①。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

原则，正确认识和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才避免了陷入严重的思想混乱，保证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应坚持唯物史观在党史国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历史研究中坚持辩证分析

的方法。我们党在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在历史进程中遭遇的挫折和失误时，历来坚持这一基本方

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

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

教材。”“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② 这种辩证分析的方法、理性

务实的态度，正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这与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党史国史的形而上学分析方法和

态度截然不同。坚持这种方法和态度，实际上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另一种意义上的抵制和批判。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基本前提就是在历史研究中遵循唯物史观，同时

加强唯物史观的普及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掌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辩证分析的方法，

才能抵制住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侵蚀。针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诸如领袖人物的历史评价、中国

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党史的主流主线以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等问题，要组织专家

学者深入研究，推出精品力作，把讲故事和讲道理充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浅出的宣传教育，让

人们从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是促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消极影响的重要途径。

其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滋生和传播的思想及舆论空

间，增强党的思想统摄力。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法、价值立场上与历史虚无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从传播力和影响力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之间通常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要抵制和批

判历史虚无主义，就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滋生和传播

的思想及舆论空间。

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还存在一定的弊端，如语言相对枯燥刻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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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接地气，传播方式欠灵活，生硬灌输，缺乏启发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识形态的统摄

力和引领力，给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可乘之机。马克思说过: “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

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因此，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

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根本问题和重大是非问题讲真话、实话、新话，杜绝假话、套话、空话，否则

必然导致党和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落入塔西佗陷阱，给国内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在态度和方

法上，无论是理论宣传还是思想教育，都要讲事实、摆道理，与受众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坚决摒

弃居高临下、训人说教的态度。只有及时有效地回应人民群众的理论关切和现实关切，马克思主义

才能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精神信仰，才能在多元社会思想文化的激荡交锋中获得话语主导权。

与错误思潮进行思想斗争，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 “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出于种种原因对此认识不清，

或者不愿承担责任，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一度泛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问

题上，从来无中间道路可走，也不能做开明绅士，奉行 “鸵鸟政策”，搞 “爱惜羽毛”那一套。

毛泽东说过: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

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② 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对待错误思想，“要敢抓敢

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

界限、澄清模糊”③。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坚定、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积极弘扬正确价值观

和社会正能量，形成强大的示范引领效应，从而大大压缩错误思潮的存在和影响空间，在复杂的

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主动。

其三，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坚定“四个自信”结合起来，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党员干部

的政治定力源于对党的理论的信仰和理想信念的坚守。历史虚无主义对党的理想信念的攻击突出体现

在否定共产主义理想，宣扬“共产主义渺茫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

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④

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必须深入批判和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种种论调，特别

是从理论上深刻揭示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借助生动的历史事实，将其蕴含的科学逻辑阐释

清楚，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理想观。事实上，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其全部理论为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严谨的逻辑论

证。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人类不断实现自由解放的现实运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

实、从一国到多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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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还能蒙蔽一些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

还存在有待改革的方面; 另一方面也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缺少理论上的深入总结

和生动阐释，导致有理说不出，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当前，尤其需要通过深入的学理

探究，用平实生动的语言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以史为鉴，讲

清楚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灾难性后果和巨大危害，在说理和比较中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

思想迷雾，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其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人物的污蔑和攻击，弘扬英雄精神，增强党的精神感召力。

党史国史中英雄人物的事迹承载着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凝聚着社会公众的历史记忆，构筑

起党赢得群众信任的历史情感基础。人民群众尊敬英雄、崇尚英雄，实质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奋

斗史、中国革命史的一种认同。正因如此，英雄人物通常是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重点对象，其目

的是通过抹黑英雄，摧毁其崇高形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

基。在这种情况下，弘扬英雄精神，客观生动地讲述英雄的感人事迹，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

精神，强化人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养成敬畏历史、捍卫英雄的习惯。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污蔑、抹

黑英雄人物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相应惩戒，切实维护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同时进一

步发挥国家公祭日、纪念日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民族历史记忆。专家学者应在遵循唯物史观基

础上，积极开展党史、国史、军史和革命史研究，依据客观史料史实对各种抹黑英雄的错误观点

和行为进行深入批判。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致力于创作更多喜闻乐见的文学、影视等作品，彰显英

雄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让人们从生动鲜活的艺术真实中理解党的奋斗史，继承党的革命

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弘扬英雄精神，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的一个常态化内容。要注重培育人民群众学习和崇敬英雄的态度和习惯，营造学习和崇敬英雄

的浓厚氛围。具体来说，在国民教育的各阶段，应加大英雄事迹教育，在教材、课堂和媒体传播

中重视英雄价值观的融入，同时讲清楚英雄人物、英雄精神产生的社会土壤和政治条件，要让公

众认识到党史国史中英雄人物和英雄精神的产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精神

引领。英雄精神本身也是革命精神的一部分，作为宝贵的思想教育养料，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

断奋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① 涵养革命精神的一个重

要途径就是学习感悟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当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英雄革命精神的感染和教育，就

会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及其伟大意义，就会认识到当下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离不开前人的奋斗和牺牲，从而增强党的精神感召力和思想引领力。

( 阚和庆系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雪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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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are the realistic proof of Lenin's idea． Therefore，we must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of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its critique of monopolistic financial capital in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financial capital．

 Issues of Ideolog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Requires Opposing Historical Nihilism Kan Heqing ( 81)………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mainly consists of it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deological dominance，political

determination，and spiritual appeal．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we must resolutely oppose historical

nihilism． Therefore，we should follo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evaluating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to enhance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e should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nd reduce

the space for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deas and public opinions related to historical nihilism． we should combine

oppo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strengthening self-confidence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nhance the

Party's political determination; and w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heroes and oppose the slander and attack on the

heroes to enhance the Party's spiritual appeal．

Remaining Vigilant against Ideological Attacks of Hostile Western Forces under the COVID －19 Pandemic

Li Xin and He Lingling ( 88)…………………………………………………………………………………………

Some Western countries took advantages of the COVID － 19 epidemic，which broke out in 2020，to launch attack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gainst China． Effective counter attack requires us to enhance our awareness and capabilities of

preventing ideological risks during major emergences． We must ensur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a timely manner with regard

to important public affairs and improve our mainstream media's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we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cyberspace，and enhance netizens' ability to indentify ideological risks; we must ensure correct

orientation and high pertinence in our work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zing，and increase China's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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