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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宣传党史，要树立正确党史观

谢 毅

［摘 要］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

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同时，

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划清党史问题上的原则是非的界限，以此作为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的

基本准则;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揭露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必须加强党对思想舆论阵地的领导和

管理，不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提供市场; 必须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增强人们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

［关键词］ 党史观 党史的主题主线 历史虚无主义

一、学习党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的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习近平同志指出: “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

就了新的历史辉煌。”在长期的斗争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

就; 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

遇，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① 正

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这部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是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

生动教材，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引导人们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的生动教材。

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

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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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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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强调: “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

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①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

学②。习近平同志对党史研究作出的这个界定，为进行党史研究明确了基本任务，指示了前进方向。

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过去，但党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面向现在，面向将

来。因为只有铭记历史、了解过去，才能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所以，以史鉴今，是党

史研究工作的特点和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研究工作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

党史工作开展资政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大局需要。为此，我们要深入研究关系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不断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学科支撑。

党史工作为现实服务，主要是通过对于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

律的揭示，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提供历史的根据或历史的启示。因此，加强党史学

科的基本建设，是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得以为现实生活提供积极服务的重要前提。

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 “对于总结历史经

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对于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建设

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③。

二、学习研究宣传党史，要树立正确党史观

习近平同志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正确党史观。

树立正确党史观，就是“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④。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和体现中央有关精神的文献，忠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和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

论成果和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

经验，为我们学习研究宣传党史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树立正确党史观，就是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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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0 年 7 月 22 日。

参见《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0 年 7 月 22 日。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7 日。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1 日。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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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

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

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

革，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伟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 是党推进和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在经受住各

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诚然，党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过程。面对复杂的环境和强

大的敌人，它也会犯错误，会经历挫折乃至失败，但是作为一个不谋私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能够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重新发展壮大起

来。我们必须正视错误和挫折，从中汲取教训，但是决不能把这些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当成党

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还应当看到，如果能够恰当地对待，错误和挫折也并不是纯消极的东

西。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

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

树立正确党史观，就是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①。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为了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

系统掌握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

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对有关史料进行综合和分析，以便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

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大对党史的主流和本质的正面阐述、论证和宣传。

强调准确把握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同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是并不矛盾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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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他告诫人们，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

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

前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党的历史作全面的分析，决不能把支流当成主流，尤其要看到，我

们总结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所以我们要注意反映党和党的领导人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发现错误、制止错误、纠正错误的历史过程，帮助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很强的自

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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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1 日。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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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同志强调: “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

源、固本培元。”① 这个警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 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

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过: “灭人之

国，必先去其史。”他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研究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说明了能否正确

评价历史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 它有什么危害性? 习近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历史虚无主义的要

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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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为什么垮台?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

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

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

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②

应当怎样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和必须解

决的重大问题。

首先，必须划清党史问题上的原则是非的界限，以此作为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基本准则。

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习近平同志强调: “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③

他提出，必须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及其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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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

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

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

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上述三个“决不能”和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为研究和宣传党史确立了基本准则，为反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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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1 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3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48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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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第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揭露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习近平同志指出: “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

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①

怎样揭露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习近平同志指出: “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

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

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② 他同时还指出，要坚持用唯物

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

这就是说，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

揭示它的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 同时还要通过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

的、有史料支撑的分析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它的有关论断的反科学的本质。

第三，必须加强党对思想舆论阵地的领导和管理，不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提供市场。

习近平同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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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模糊认识。”③ 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

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

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

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

第四，必须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增强人们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 “要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

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④ 要创作更好更多的精品力作。我们进行历史

教育，并不是耽搁在历史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族魂，认识和把握

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激励人民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党史的研究和宣传不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富有战斗性的

工作。习近平同志要求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

意识，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要求，是党史工作必须

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 谢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雪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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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Contribution ●

Studying and Publiciz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Be Based on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 History Xie Yi ( 4)…………………………………………………………………………………………………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is a mandatory course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 continuing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China． To carry out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we must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 history． To that end，we should adhere to the two

resolutions of the Party on historical issues and the relevant spiri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main theme and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Party history;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major events，important meetings，and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t the same time，we must be vigilant

and against and resist historical nihilism． We must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for principle related issues

in the Party history，which should be taken as a basic criterion for the Party history study，research，and publicity; we must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mistake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with scientific theories of Marxism;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and management of ideology and public opinion，so as not to leave room for historical nihilism; we must step up

efforts to publicize positive contents to enhance people's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resist historical nihilism．

Establishing a Correct View on Party History ( Conversational Writing)

Wang Tingda，Shao Weizheng，Yao Youzhi and Liu Zuyu ( 9)…………………………………………………………

● Study Party History and Improv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

Understanding 100 － 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a Grand Historical View — Studying Xi

Jinping'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ao Peng ( 22)…………………………………………

Grand historical view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Xi Jinping'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ance． It is also a prominent

line throughout hi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Xi Jinping

has adopted such a view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a century，with

profound discussion of the major events，figures and issues in the Party history． In doing so，he has adopted a perspective

that involves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facing up to the present，and paving the ways for the future; and a global vision that

is based on China and runs through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world． The book is an embodiment of his understan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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