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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 ①

张 博 孙兆阳

【提要】 近年来，面对持续不断的批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从直接显性转向含蓄隐性，渗透蔓延

的手法更加狡猾隐蔽，欺骗性和迷惑性也越来越强。对此，应当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准确辨析历史虚

无主义渗透传播的策略和手法，充分了解其政治指向和现实危害，采取扎实有力的举措予以抵御和

应对，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 主要手法 现实危害 应对策略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特别指出: “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

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各界的深刻揭露和广泛批判下，

历史虚无主义遭到了有力抵制。② 但这种错误思潮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变换策略与手法，更加隐

蔽、更加狡猾，继续暗流涌动、扰乱意识形态。本文试图从策略和手法的视角，揭示历史虚无主义从

显性转为隐性后渗透传播的模式变化，进而分析其主要危害，提出应对之策。

一、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渗透传播的主要手法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翻新花样、隐藏身段在各个领域渗透蔓延。尽管它的表现形态纷繁各异、
传播渠道分散隐蔽，但其主要的策略和手法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 一) 娱乐恶搞，歪曲历史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缓解疲劳、放松身心的需求在商业化浪潮和消费主义、享乐

主义的多重催化作用下，极易转向“及时行乐”“娱乐至上”，从而引发“泛娱乐化”现象。不可否认，

丰富多彩的娱乐是国家社会日益开放进步的有力表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但若偏激至“过度娱乐”“彻底娱乐”的程度，则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空间和人们精神家园的喧

嚣与浮躁。
当历史虚无主义与“泛娱乐化”合流时，就会将严肃的历史变得庸俗化，在消遣、调侃、恶搞中解

构主流正统的历史叙事、搅乱正常完整的历史认知。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助推下，一些视

频主播、八卦博主和搞笑公众号等，受“泛娱乐化”影响，完全不顾历史的严肃性和经典的崇高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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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项目编号: 20@ ZH026) 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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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界批判、辨析历史虚无主义的著述众多，从泛起原因到演进历程，从表现形态到传播特点，从主要危害到应对策略等

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 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虚无主义批判文选》和 2017 年学习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析》，收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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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英模人物、历史事件和经典作品等进行恶搞式、调侃式的编造和篡改，炮制出一系列“戏谑”“搞

笑”“雷人”的段子。
备受诟病的“抗日神剧”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如，一些革命战争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把原本

艰苦卓绝、悲壮严肃的抗战历史拍成了玄幻剧、搞笑剧、言情剧或者偶像剧。这不仅让真正的抗战

历史被歪曲和异化，也让庄重的抗战精神和民族记忆被淡化和遗忘。当历史虚无主义搭载大众娱

乐之后，认识历史变成消费历史、思考历史变成娱乐历史，其结果必然是告别崇高、消解价值、虚无

意义。
( 二) 以偏概全，遮蔽历史

一是“断章取义、碎片拼接”式地虚无历史。从历史的细节入手将完整的历史割裂、肢解，在

众多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中有目的地截取、挑选某些史料“碎片”，依据杜撰好的“剧本”和设

定好的“剧情”，运用“剪裁”“拼接”等手法编排历史“真相”，精心编辑一出历史的“蒙太奇”。比

如，网络上曾一度出现的质疑雷锋的言论和帖子，就过度放大英模人物的生活细节，故意将“戴手

表”“穿皮夹克”等与“物质匮乏的时代”拼凑起来，企图颠覆雷锋在人们心目中无私奉献、为民服

务的形象。
二是“局部拔高、片面美化”式地虚无历史。有目的性、有选择性地美化、拔高某些特定的历史片

段或历史断面，将其描绘成引人怀念、令人向往的“流金岁月”; 渲染、营造“怀旧复古”的文化风潮和

艺术格调，吸引人们跟风投入其中。与此同时，却屏蔽历史中冰冷的真相和残酷的事实，故意掩盖与

所谓“美好印象”相悖逆的一面，令人们的历史意象在偏缺、障蔽中失衡。比较典型的就是曾风靡一

时的“民国热”“民国范”，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以及论坛、贴吧等极力对民国这段历史进行吹捧和美

化，用所谓“大师辈出”“自由浪漫”的民国时代掩盖百姓疾苦、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 用貌似端庄华

丽的“军阀姨太太”掩盖落后腐朽的旧制度和旧社会对妇女的压迫。
( 三) 搬弄是非，乱评历史

在评价历史事件时，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会带上避实就虚、厚此薄彼的“滤镜”，误导人们用“偏

差”的标准和“失真”的眼光分析评价历史。要么有针对性地放大瑕疵、夸大失误，深挖细查缺点

不足，大肆批评过错失误，故意营造出满目疮痍、一无是处的历史印象; 要么对已有的历史功绩和

成就选择性“失明”，无视历史进步、抹杀历史贡献，甚至改写历史的功过是非，竭尽所能贬低和矮

化原本积极的、正面的历史评价，诱导人们得出一个“反主流”“反传统”的历史判断。比较具有代

表性的，就是以推崇“新史学”著称的个别学者，完全脱离客观的历史条件，从外国档案的“故纸

堆”搜罗“证据”、牵强附会，虚无、否定中国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极力为美国军队的侵略

行为和战争罪恶开脱、漂白，彻底颠覆了朝鲜战争的真实历史; 对新中国建设历史成就的虚无和否

定，大谈特谈新中国建设探索时期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出现的失误过错，却对确立基本制度、
建立工业体系、实现外交破冰等重大成就轻描淡写、选择性忽略。历史虚无主义如此评论、审视历

史得失的目的，就是要虚无、否定新中国的成长史和奋斗史，虚无、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

然性。
在评议历史人物时，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捕风捉影地搜寻所谓“证据素材”，拐弯抹角地提出猜

想或怀疑，放大炒作个别人传记或回忆里的信息观点，或者干脆空穴来风般胡编乱造，含沙射影地污

蔑诋毁领袖、丑化矮化英雄，败坏了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在人们心中的正面形象和崇高地位，也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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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确的历史记忆和是非观念; 另一方面，大作翻案文章，吹捧、美化反面人物，打着“艺术创作”的幌

子，顶着“人性化”的名头，搜肠刮肚地“找优点”，挖空心思地“建人设”，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来“洗

白”和“贴金”，完全颠覆了历史对反面人物的评价，也严重冲击着社会大众的史识和良知。前几年，

曾出现过一些网络段子和所谓“揭秘文章”，故意抹黑、污蔑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邱少云等民族英

雄和革命英烈，却将慈禧、袁世凯等装扮成“功勋人物”; 还有质疑、贬低太平天国运动和起义领袖，反

而推崇、称颂曾国藩及其湘军等。这些都是用“重新包装”“制造错觉”的手法消弭原有的历史形象，

用“装扮”或“塑像”的方式打造“人物设定”，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形成固定印象，就会彻底改变甚至

颠覆历史对这些人物业已形成的公论或评价。
( 四) 故弄玄虚，迷乱历史

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学科。发扬求真求实、辨伪求真的史学精神，就要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

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合乎历

史真实、遵循客观规律出发分析思考问题，准确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
然而，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却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实事求是的宗

旨，彻底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抽掉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客观的历史条

件。有时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标榜“价值中立”，主张所谓“超然的客观主义的态度”，致力于用

“标新立异”的史料来解释历史、用“独出心裁”的话术叙述历史，从而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结

论。有时号称“还原历史”，冠以“细节考证”的名目，挖掘一些非主流、非正统的回忆录、访谈、口述

历史等素材，推出与主流史学观点相偏离甚至相违背的“学术成果”。比如，前些年一些人借“重新

评价国民党抗战贡献”之机，片面引用个别台湾地区学者的观点和国民党当局的史料和数据等，极力

夸大、美化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进而认为国民政府领导了抗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更

有甚者，将中国抗战的胜利归功于美国，从解放前的旧报纸中搜罗所谓“依据”，得出没有美国中国抗

战能否胜利犹未可知的谬论。还有人借口“理性反思”，运用“范式转换”的手段，在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对立，虚无革命史观的科学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方

式。比较典型的如“歌颂改良、否定革命”的论调，一面为晚清王朝涂脂抹粉、为北洋政府歌功颂德，

极力挖掘改良价值; 另一面却有意虚化五四运动的爱国性，淡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正义性与进

步性等，别有用心地“否定过去”和“改写历史”。总之，披着“学术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完全站在

唯心主义立场上，孤立、静止、片面地分析和观察历史，依据特定目的或主观意愿随意捏造、猜测和推

断历史，严重破坏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指向与主要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是信奉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潮，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政治意图，不仅

直接冲击社会主流文化，还会一步步地腐蚀思想、破坏传统、颠覆信仰。“历史虚无主义谬说流传，对

青年一代乃至广大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人生追求、生活态度造成严重的危害。”①一旦

放松警惕、放任纵容，就会严重危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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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伟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红旗文稿》2018 年第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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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和核心标志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制度建设高度，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

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充分突显了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其要害正是从根本上虚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它将唯心主义奉为圭臬，从源头上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将历史描绘成主观意愿和精神

活动的产物，把历史当作是散乱无序的事件组合和人为臆断的猜测想象，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

观，反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虚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原理和根本观点完全对立。历史虚无主义专门炮制、渲染马克思主义自我否定论、过时论等，故意

脱离特定条件和语境，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导向式地曲解经典作家的文本或话语，妄图谬证马克思

主义者的自我否定; 刻意突出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想方设法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时过境迁

的“帽子”，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权威性。历史虚无主义还大肆传播错误思想论调，通过捏造

历史材料、篡改历史事实、颠倒历史是非、丑化历史英雄等，扰乱人们客观正确的价值评判和历史认

知，宣扬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社会思想领域制造混乱，严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那样:“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

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①

( 二) 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从黑暗动荡、苦难深重走向独立自主、繁荣昌盛，人民从饥寒交迫、贫穷愚

昧走向小康生活、共同富裕，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正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艰苦

卓绝的奋斗和实践，靠的正是坚定不移地走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历史和

实践早已充分证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

庄严选择。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故意歪曲和肆意篡改党史、国史、革命史，企图从历史逻辑和历史依据上

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推翻党的领导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从虚无、否定党领导和

执政的历史依据出发，虚无、否定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质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核心

领导作用，甚至把党和人民所取得的革命胜利说成是偶然事件，将混淆是非、虚无否定的错误观念和

怀疑情绪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民群众对党的历史记忆之中，严重损害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历

史虚无主义极力否定中国通过革命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逻辑，故意歪曲、否定中国近代的革

命主线和历史事实，炮制“告别革命、颂扬改良”的论调，制造“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冲突

对立，从而抹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步性; 恶意夸大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和失误，将其描绘成

“一片混乱”或“一团漆黑”，以此来虚无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重大成就; 质疑和否认中

国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命题，认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就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

课”，借此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指

出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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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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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3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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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腐蚀民族的精神信仰

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

础。”①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记忆和民族文化的源流，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巩固文化认

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依托，也是塑造国家精神和民族信仰的重要文化基因。在辉煌灿烂的历史

长河中，中华民族培育了优良的民族精神，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一笔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刻意消解民族精神，贬损优良传统，对民族自尊和精神信仰造成了不可

估量的负面影响。通过故意虚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抹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灿

烂文明、形成的奋斗精神，消解民族团结凝聚的精神力量，想方设法剥离、掏空民族传承繁衍的精

神根基。故意将歪曲的、虚构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念消无声息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之中，让人们

观察历史时模糊了真相，黯淡了真理，混淆了善恶是非，甚至助长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

传播蔓延。故意违背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扭曲人们正确的历史认知，破坏民族共同的精神基

础，从杜撰历史真相、混淆历史是非、破坏历史逻辑入手，不断消解民族自信的精神力量，否定中华

文化的独特价值，误导甚至颠覆人们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诱导民族自尊和民族文化陷入自我

否定、自我丑化的漩涡。
( 四) 制造“西化”“分化”陷阱

从精神瓦解到思想腐蚀，从文化渗透到政治颠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

战略图谋始终没有停止，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正是其实施“和平演变”、酝酿“颜色革命”、大搞

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重要策动点。近些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势力心有不甘，以致冷战思

维抬头，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蓄意给中国制造麻烦，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渗透、在传播历史虚无主

义言论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②

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利用编造故事、虚构历史等手法矮化、抹黑民族的形象和品质，特别是有意将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屈辱史归因于民族思想文化的羸弱与落后，将错失工业化的遗憾归

因于缺乏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影响; 进而肆意吹捧、拔高西方文化，鼓吹西方文化在思想观念、生活

方式、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都高于、优于中国文化，认为唯有西方的思想文化才是孕育现代文明的

土壤，由此推导出中国谋求发展进步应当效仿西方模式、走彻底西化的道路。同时，历史虚无主义

还与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同流合污、勾结呼应，用捏造“历史论证”、炮制“史料证

据”等方式极力编织“西式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迷梦，企图引诱人们对西方制度和西方模式

心生憧憬与向往，从而裹挟国家和人民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从摧毁历

史传统、贬低民族自信到鼓吹西方文明、灌输西方价值这一系列操作，极具欺骗性和诱惑性，其险

恶目的就是在人们思想中埋入“西化”“分化”的种子。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 “历史和现实都

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

历史悲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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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 3 期。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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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策略

抵御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艰巨斗争，一方面“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把握好尺度和分寸”; ①另

一方面，要始终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积极抵御、有效应对，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
( 一) 坚持唯物史观，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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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正确认识历史、分析历史、研
究历史的科学理论指南。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正是破除历

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一方面，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观点。认清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

定力量，明晰人类历史的物质性和实践性，避免从主观出发解释社会历史; 遵循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

一般规律，理清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进程和发展脉络，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真实历史; 确立马克思主

义的群众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分析历史，把对历

史的评价和判断交给人民群众; 坚持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历史，用联系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看待历

史，坚决抵制形而上学的错误思维。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

方法看待历史、研究历史，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科的指导作

用落到实处; 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善于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廓清思想

迷雾、回应时代之问。
( 二) 建强思想阵地，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③近些年，随着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长期化、尖锐化、复杂化。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在

虚无历史，实际上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紧密相连，直接影响着整个意识形态思想阵

地的安全与稳固。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

潮，坚决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仗。
首先，要提高反对错误思潮的政治自觉。站在关乎民族治乱兴衰、关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乎

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政治高度，看待反对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重大问题; 充分认清意识

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虚伪性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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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 3 期。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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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准确识别、科学分辨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手法和各类表现，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不断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其次，要强化正面宣传，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思想舆论生态日趋复杂

多变的背景下，要特别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和破坏，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工作方针，

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大力传播宣扬正面声音、正确思想和主流价值理念，用生动的故事和

鲜活的史实感染人、凝聚人，用主流思想舆论的强大势场对冲、消解错误思潮。
最后，要敢于亮剑、主动发声，坚决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

斗争品质，坚决抵御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娱乐、恶搞以及歪曲、篡改历史的种种行为，坚决驳斥和批

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和论调，旗帜鲜明地同错误思潮、错误言论和各种“黑色”“灰色”的

东西作斗争，坚持不懈地批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谬误，坚持不懈地抑制、消除历史虚无主义

的负面影响，引导人民群众明辨是非、分清良莠，自觉抵御错误思潮。
( 三) 坚定“四个自信”，树立高度历史自觉

习近平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

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①对民族与国家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的信心与信

念，本身就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屏障。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就是要积极从“四个自

信”中汲取精神力量，树立高度的历史自觉与坚定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破除、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

破坏与危害。
一要坚定道路自信。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历史实践中，深刻感悟党和人民历经

艰辛探索、克服千难万苦，才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深刻体

会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中国，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所发生的沧桑巨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深刻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

之路。
二要坚定理论自信。充分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历史实践

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充分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揭示规律的科学理论，是

根植群众的人民理论，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 充分把握加强理论武装的

重大意义，积极用先进思想、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切实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
三是坚定制度自信。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

规律基础上创立而成的，是能够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科学治理体

系; 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定型稳固，已经充分体现出强大生命力

和巨大优越性; 特别是看清在这次世界性的新冠疫情之中，中国制度所展现出的强大组织力、高效动

员力和精准保障力。
四是坚定文化自信。深刻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传承守护民族的光荣

传统和优秀品质，弘扬以史明智、以史育人的人文精神; 充分继承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

文化，了解革命先烈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牺牲奉献，焕发对革命英雄和革命精神的崇高敬意; 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会先进文化在改革创新中所展现的活力和吸引力，不断激发坚守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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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的“第四个自信”》。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 /2014 /1226 /c64094 － 26280109. html［2014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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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真理、坚持中国特色的精神力量。
( 四) 抓好“四史”教育，培养崇高的历史情怀和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①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要从寻根溯源、正本清源做起，在学习历史和感悟历史中构筑坚实的精神

高地。
一是学习党史，感悟红色政权的艰苦卓绝。从旧中国风雨飘摇、积贫积弱的艰难困苦中，深刻体

会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反抗侵略压迫、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人民破除内忧外患、收拾破碎山河，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艰苦历程，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

走来，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雪山草地的长征壮歌、从天安门城头的红旗飘飘到社会主义建设，从

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史。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风云历史，接受红色精神的思想洗礼。
二是学习新中国史，感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辛探索。充分了解党和人民在一穷二白、百废

待兴基础上为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社会建设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充分了解党和人民描绘过渡时期的

路线蓝图，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巨大成就。
深刻感悟新中国的建设史、奋斗史，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自觉与自信。

三是学习改革开放史，感悟国家和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变迁。深刻了解党和

人民站在重大历史关头，冲破思想束缚、洞察时代潮流、确立正确路线所作出的重大抉择，认清党的

伟大觉醒和改革开放伟大创造的重大历史及现实意义; 深刻了解从贫困落后到国民经济总量跃居世

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国家面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切感悟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的历史激荡，领略党和人民意气风发的奋斗篇章。
四是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价值。认真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发

源与演进，深刻了解社会主义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形态，也是迈向

共产主义的重要过渡环节; 学习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认识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史跃迁; 特别是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如何为世界社会主义注

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真切感悟社会主义发展的恢宏历史，体会党和人民建设中国、影响世界的

伟大壮举。

( 作者张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邮编:

100732; 孙兆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邮编: 100045)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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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The Divers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Studies of Local Judicial Systems of the Qing
Dynasty / / Deng Jianpeng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ies on county magistrates＇ judicial judg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one is to treat individual cases as general． The second is to confuse ideas embedded
in judicial judgment texts with judicial practice in some studies． The third is to adopt a single judicial
document，which only explores a certain aspect of local judicial practice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cerning judicial judgments of local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and different types of
documents mostly reflect one aspect of judicial judgments in a specific region at a specific time． It is crucial
to discern the nature of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other words，only by making references to various
typ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by a comprehensive review，we can approach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ormal state of judicial practices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county level． Therefore，we should
reconstruct real judicial scenes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ically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y of judicial practic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Southern Ming”as a Historical Ｒefere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
Xie Gui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nt into exile to
the Southwest． They gained personal experience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when they
“crossed the river to the south”after the Manchu conquest． They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which was the regime founded by Ming loyalists in exile． This“Southern Ming
discourse”became popular，and connected the experiences of various sectors in society to historical
reference．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were looking for their own mirror images in Southern Ming history，so
as to respond to what happened in reality． Different academic groups，influenced by political affiliations
and personal ideas，forged their own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Southern Ming history．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Empiricism took“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s its mode of narration，while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Theories took“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views”as its mode of expression． The former placed th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on government and focused on the emperors，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as biographies． The latter trusted the fate of the nation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lower classes，and
it centered on peasant rebellions by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lass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and Southern Ming dynasty．

To Clear Away the Fog of Historical Nihilism / / Zhang Bo，Sun Zhaoyang

In recent years，in the face of continuous criticism and exposure，historical nihilism has shifted from
direct dominance to implicit resistance． The techniques of its infiltration and spread are more cunning and
secretive，and its nature of deception and bewilderment is getting stronger． In this regard，we should
always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accurately analyze th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filt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We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political direction，realistic hazards，
and take solid and powerful measures to resist and respond to its assertion，so as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Foo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West: Paradigms and Their Shifts / / Fu Youqiang

Foo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ces for human survival． The study of food history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their cultures． In the West，food history as a

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