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8 月 社科纵横 Aug，2017
总第 32 卷第 8 期 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32NO. 8

改革开放催生出一个文化多样化时代，表现

在社会意识领域，就是多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在诸

多思潮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在以“新”的面孔

沉渣泛起，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

影响力。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表现，揭示

这一思潮传播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构划应对这

一思潮的策略，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严

峻任务。
历史虚无主义，简言之，就是虚无历史。作为

一种具有偏激倾向的思潮，它采取极端保守或者

极端激进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再阐释，通过“任意打

扮历史”试图形成一种另类历史观，从而挑战甚至

颠覆主流历史观的影响力。
一、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表现

我们要想深入了解并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面

纱，首先需要弄清它的理论表现。
（一）以“解密”为名，以臆造的历史掩盖或者

否定真实的历史

当今思想界出现了一批以“解密”、“还原历史

真相”等关键词的历史作品，他们在对某一历史事

实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一系列“可靠”的

数据来论证其文献的“真实性”，从而起到“揭示”
历史真相的目的。一些学者为了提升自己作品的

点击率，不惜虚构数据、捏造事实，通过呈现“与众

不同”的观点吸引人们的注意。
例如，有学者在解读抗美援朝事件时指出，抗

美援朝是中国“替苏联火中取栗”，“白死几十万

人”，并且还编造出“毛岸英违反条例在司令部做

蛋炒饭，炊烟被美军飞机发现找来轰炸”的荒唐的

谎言；再如，有学者将“三大改造”说成是“强迫工

商业主交出财产”“打着公私合营的旗号抢劫”；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归结为“毛泽东好

大喜功”；甚至在艰苦条件下研制出两弹一星这样

的丰功伟绩都被说成“饿着老百姓的肚子搞自己

独裁统治的武器”；尤其是对我们党历史上三年自

然灾害和“十年文革”事件更是进行过分解读。在

某学者的文章中，不考虑前涝后旱或前旱后涝的

情况，仅凭全年旱涝平均值就轻易推断出 1959 至

1961 三年时间是“风调雨顺”，从而得出是人祸酿

成饿死 3000 万人的惨剧的谬论。无独有偶，这种

玩弄数字游戏的手段也被用于论证 1959 至 1961

年间饿死 3000 万、5000 万甚至 8000 万人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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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文章中。类似抹黑历史的事件有很多，在他们

眼里，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们打着

“还原历史真相”的招牌，却在有意无意中质疑我

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

法基础。
（二）以激进的观点重新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

人物，妄图颠覆历史共识

近年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和重

大事件，某些专家学者主要就以下三个方面提出

再评价理论：一是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生提出

再评价问题。他们提出，中国革命并不是非发生不

可，革命是以中国人民的伤亡换来的某一方胜利，

不仅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之进程，而且是中国贫

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近现代中国如果以和平方式

而不是以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已经迈入

发达国家行列了。二是对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提出再评价问题。他们以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

改造结束时一句话“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

本主义”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歧途论”，批评经

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

成立以来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

义。三是对改革开放前后 30 年提出再评价问题。
他们认为，这两个 30 年是历史发展的断裂期，后

30 年的改革开放恰恰是对前 30 年错误的印证和

说明，针对历史中业已形成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

要一一考证、重新评价，以此形成一套“史外史”的
叙事方式，颠覆以往的历史共识。

（三）以“艺术”的形式戏说，恶搞和丑化历史

事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演绎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为主题的历史剧在荧屏火热开播，并创下了

好口碑和高收视率。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数

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其中不乏有思想内涵

和历史厚度的优秀作品，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批以

“戏说历史”和“恶搞历史”为特点的低质作品。为

了博取收视率，他们突破正史的“限制”，随意杜撰

历史情节，随意勾画历史人物，这种对历史实际的

不尊重态度在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是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又一理论表现。
例如，某些非常流行的影视作品中，恶搞和戏

说历史事件成为主要的叙事方式。2015 年出现了

一大批被观众吐槽的所谓“抗战神剧”。比如“手撕

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我爷爷 8 岁就被鬼子杀

害了”“裤裆藏雷”等等，无一不是八路军打鬼子影

视剧之中出现的荒唐剧情。抗日神剧神话般的情

节在满足了人们对日本憎恨情绪发泄的同时，也

间接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出口，扭曲了群众对

历史的传统正确认知，给予了别有用心者歪曲历

史，美化战犯的基本素材。
（四）以“游戏”的形式传播，抹杀民族的历史

记忆

自 2015 年开始，出现了几十部以历史人物为

主角的手机网络游戏。游戏商借助历史人物的知

名度和人们的恶搞心理，迅速推动网络游戏走红。
尤其是最近十分流行的《王者荣耀》，“李白成为刺

客，扁鹊成为用毒高手……”，这款游戏不仅在大

学生中十分流行，同时，中小学生也成为游戏的热

衷参与者。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是与这些杰出历史人物分不开的，他们是中

华民族当之无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符号，而手机

游戏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拨弄”是在抹杀一个民族

的文化记忆。
（五）吸收“时尚元素”产生世俗化新趋向，影

响领域逐步拓宽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其传播过程中，

不断吸收“时尚元素”，出现世俗化的新趋向。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受众由知识精英扩大到普通

大众。通过各种“艺术”包装，“文化快餐”的形式来

“改写历史”“揭露历史真相”。根据不同时空，不同

地域的“时尚话题”来为历史整容，用所谓的“时尚

元素”牢牢抓住普通大众的好奇心和心理需求，以

博取普通大众对其错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认同，

达到为未来毁容的最终目的。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

的原因

（一）传播形式的多样化

现代传媒迅速发展，给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

大学生中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

是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大众新传媒成为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互联网信息具有

很强的时效性和自由性，大学生可以随意表达自

己的观点，也可以与他人零距离交流信息，深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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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喜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助新媒体传播其

思想，让处于特殊成长时期、缺乏辨别网络信息优

劣的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

响。除此之外，有些影视作品、报纸书刊等传统媒

体为了不被新媒体技术淘汰，满足人们的“猎奇”
心理，把大量未经审核、缺乏历史严谨性的文章、
照片或者图像等大量转发，在提升书刊影视作品

的阅读率的同时，也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

提供了又一块阵地。
（二）大学生历史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历史文

化素养低

一部分大学生普遍对历史知识不感兴趣，历

史认知能力较差。大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知呈现

零散化特征。所谓“零散化”是指大学生获得的历

史知识并非整体的、全面的和联系的，他们很少通

过阅读专门的著作或文章去了解和认知完整的某

一历史事件，而通常是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孤立的、
个别的部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搜索成

为获得历史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网络搜索

和社会化媒体让我们获得的历史知识更加趋于碎

片化，缺乏对历史事件全面的、整体的认知和评

判，这就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宏观了解

和系统把握，容易接受对历史事件的偏激认识。同

时，大学生有着极强的求知欲，但其历史认知偏重

情绪化，有逆反心理，缺乏理性思维。在学习中，大

学生对教科书里的内容和结论不求甚解，甚至有

所抵触。而对于一些与教科书内容不同、“标新立

异”的学说，他们会感到新鲜，如果符合他们的心

理偏好，他们就会对此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继而

乐于通过各种途径去查询相关资料。因此，一些自

我标榜为所谓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解密档案”
“真相揭秘”等类似的资料对大学生会产生浓厚的

吸引力，大学生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开始怀疑我们

的主流教育内容，力求揭秘所谓的“历史真相”，顽

固坚信自己的判断并通过各种途径去追寻“历史

真相”，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传播的

心理和思想条件。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思潮教育相

对不足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涉及社会思潮部分

的教学内容较少，与当前时事衔接不够密切，而且

一般以批判教育为主，和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

紧密，难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面对大学生历史知

识的薄弱以及历史评价能力的不足、对社会思潮

理解不够全面等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

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和对大学生的引导性教育，课

堂教育只注重显性知识目标的实现，而对于隐性

的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重视不够，大学生认知能

力和理性思维能力不能够有效提升。面对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大学生对它缺乏了解，也不会

去探究这一思潮的本质及危害性，不愿、不能辨明

真伪，造成大学生宁可接受这些他们认为“真实”
的思想，却不愿去相信课本中结论性的共识。可以

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思潮教育的不足，

是造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原因。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危害

（一）削弱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制度的认同感

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对中国

近代现代史进行断章取义的解读，特别是通过“虚

无”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虚无”中国近现代

史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他们以“学术”的名义，消

解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让大学生对中国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产生质疑，对中华民

族优秀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符号失去情感支持，对

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缺少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使大

学生否定自己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
制度和生活方式产生向往。这将导致大学生陷入

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不认同和不自信，动摇大

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合法性的正确

认识，削弱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历史观

大学生对于很多历史知识一知半解，并不能

完全把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容易在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形成偏激的、片面的历史观，

使他们在看待和分析一些历史问题上，不够深入

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和分析问题，在错误历史

观的引导下形成看待历史的偏激甚至错误的思维

方式。近些年大学生中出现的“去历史化”、淡化历

史甚至丑化历史的现象，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每

个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大学生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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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一思潮所主导，他们就会由历史虚无主义的

接受者转变为新的传播者，进而影响更多像他们

一样的大学生。
（三）助推大学生的信仰危机

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他们的政治信仰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

的意识形态安全。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使他

们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的首选目标。历史

虚无主义借助新媒体等多种渠道来传播其理论，

对大学生共产主义信仰的选择造成一定程度的困

扰。众所周知，信仰的形成得益于对我国历史的认

知和情感认同，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和制度自信心。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是以各种

方式解构大学生信仰的历史基础，在现实生活中

动摇大学生的信仰体系，模糊大学生正确的政治

信仰，使大学生对共产主义产生信仰危机，对中国

共产党失去认同感，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质

疑。在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不良言论对大

学生正确信仰的建立产生了恶劣影响。
四、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性的应对策略

2013 年 5 月 4 日，习总书记在参加“实现中国

梦，青春勇担当”主题日活动时指出:“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

年。”[1]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其身心是否健康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因此，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意义重大。我们必须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来应对

这种危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

响，仅仅依靠大学生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

要政府、社会、学校多管齐下，进一步遏制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蔓延，行之有效地消除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所带来的危害。
（一）政府层面应重在铲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传播的土壤

1.加强学术监管，建立并完善高校学术报告会

监督机制和严惩机制

历史虚无主义形式多种多样，其最常见的形

式就是打着“学术”旗号的文章和论坛、报告。这对

大学生来讲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国家应

加强学术监管，建立健全高校学术报告甄别监督

体系，及时有效戳破历史虚无主义的阴谋。与此同

时，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严惩机制，

严厉打击传播和宣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组织和

个人。
2.加强网络和新媒体的监管

现如今，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速度惊人，它们

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国家应加

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使其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注重社会效益，培育社会责任意识，利用自身技术

优势识别并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与此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输送高质量历史题

材的作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阵地的影响力。
（二）高校层面应重在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消极影响

高校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自

觉预防、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的现

状以及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相关知识”的
“猎奇和渴求心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借助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开展针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专题教学，使大学生对这一思潮的历

史渊源、理论特征以及传播方法等有所了解，同时

也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开展案例教学，将一些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散播的典型案例拿到课堂上进行讨

论，引导学生辨别是非真伪。《中国近代史纲要》侧

重于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讲

授，注重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同时也应

当注重对历史人物这一主体性维度的揭示，历史

发展是由这些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推

动的，历史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这样的

讲授增加历史的真实感，能够调动起大学生了解

历史的情趣，也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

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也应结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典型案

例，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其进行剖析，培养大学

生认识这一思潮正确的方法论。《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则应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为抓手，结合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散布的几大“否定说”，对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历史开展专题讲

授，引导学生运用历史情境分析法对历史事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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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客观评价。同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现实推进以及改革中的问题进行专题讲授，引导

学生正确看待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理性认识改

革开放进程中还未解决的种种问题，使大学生理

解党和政府推进改革开放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
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旦发挥“合力”作用，就

如同给大学生穿上坚硬的“盔甲”，就能自觉抵制

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影响。
（三）大学生应当重在自我学习中提升自身对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免疫力

1.大学生应该自觉加强对中国历史的学习，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

习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同的。历

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因

此，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我们应该自觉加强中国

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等的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和历史人物传记，一方面能够弥补自己

历史知识的不足；另一方面，锻炼自己的思维能

力，以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

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增强辨别和抵御历史虚无主

义的能力。
2.大学生应当加强自身对红色资源相关知识

的自我学习和教育，培养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

情怀

所谓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

并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开发利用，能够满足人们需

要的各种精神及物质载体的总和。[3]红色资源对大

学生的自身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红色文化承

载着中国革命历史最珍贵的记忆，它是一代革命

志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

故事。大学生通过观看、阅读以红色资源为主题的

作品，不仅能够使自己看到中国革命历史的至情

至性，更能够使自己受到红色精神的感染和熏陶，

增强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也有助于大学生充分

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中国革命必然性的

错误观点和违背历史规律的所谓的“学说”，继承

和发扬红色精神，用红色精神武装自己，为“中国

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3.大学生应当加强自身甄别信息的能力

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大学生应当提高

自身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指现代社会中人们

从事信息活动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是一个人文

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素养主要包括信息

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三方面。”[4]处于信息时

代的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网络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

而网络信息纷繁复杂，超大的信息量使大学生有

时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会迷失自我。由于有限的

知识储备以及网络信息素养不高，很难甄别信息

的真伪性，这就导致他们很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的相关信息所吸引，最终受到影响。因此，大

学生在面对网络热点话题时应当多看、多问，多参

考有价值的官方史料和政府的主流网站，不盲从

于某些人的评论，不传播偏激性言论，不随意在网

络上留言点赞，让某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得不到网

络回应从而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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