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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记忆作为成员共享往事的结果，是政治认同的基础。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

以“碎片叙事”歪曲革命历史记忆，以“娱乐恶搞”弱化革命历史记忆，以“主观评价”创伤革命历

史记忆，企图重构革命历史记忆而消解共同体对革命历史文化及现实道路的认同。要修复革命

历史记忆，必须要扎实理论，以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根基史实，以完整叙事强化共

同革命历史记忆；联系现实，以时代话语保持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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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形成

和发展及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1]，中国革命历

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营养剂”，也是中国

人民、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革命历史

记忆是文化自信的土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历史根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近些

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重构革命历史记忆，以

“碎片化”叙事方式歪曲革命历史记忆，并打着

“价值中立”的旗号，试图主观评价臆断中国革命

历史，同时以“娱乐恶搞”的方式不断挑战革命历

史记忆权威，对革命历史记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对此，我们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

是唯物史观教育，直指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揭露历

史虚无主义面纱，并加强革命历史教育，强化对革

命历史的共同记忆，坚持联系现实，深入挖掘革命

历史文化时代价值，永葆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一、革命历史记忆的含义及其时代价值

革命历史记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

下，立足于现实对革命历史的一种选择性建构，是

共同体成员共享的和共同纪念的过去。在共同体

成员共享革命往事的过程中建构革命历史记忆，

不仅有利于保存和传承革命历史，也有利于人们

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一）历史记忆与革命历史记忆

记忆一词本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指

“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

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2]，其着

重探讨的是人脑的记忆过程以及认知规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记忆的研究开始走向社会学

研究领域，众多的社会学家认为记忆难以逃脱社

会性因素的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对记忆做了不同

的划分，其中，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集体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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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并首

次探讨了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在此思想的影响下，

“社会记忆”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康纳顿进一步探

讨了记忆的社会建构机制。在近现代的史学和社

会学研究中，又有学者进一步将记忆划分为“社会

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三个范畴，并认为

三者的范围是依次递减的关系。其中，“历史记忆”
是三者之中，范围最小的，是一个社会集体记忆的

结果。同时，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记忆是共同体主

观见之于客观的选择性建构，其形成不仅依赖于

客观的历史事实，还依赖于人们的主观叙事方式

以及建构方式。
革命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以整体的、系统的叙事方式，坚持客观性、
规律性的原则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建构的历史叙

事，是中华民族在共享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在实践

检验中不断建构、沉淀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它不仅

是对历史的见证，也是对中国革命文化的传承，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二）革命历史记忆的时代价值

在历史记忆中，不仅有记忆什么，也有遗忘什

么，而往往被记忆的也就是所相信的，历史的记忆

是认同的基础。中国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是中华

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对革命历史有选择的建

构，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共享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

不仅有利于巩固文化与政治认同，也有利于充分

发挥革命历史记忆中优良精神的价值导向作用，

更好地指导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一方面，中国历史记忆是文化政治认同的基

础，是“四个自信”的根基。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就必须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的

历史必然性以及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

历史必然性，而关于两个必然性的论述必须要依

靠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中国近代革命历史是

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是不同阶级在面对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压迫时的不同表现的见证；是中国共产

党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做出重大牺

牲、改变中华民族被压抑、被奴役命运的见证；是

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的历史见证。同时，在革命历史中形

成的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历史记忆是当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与源泉。巩固中国革命历

史的共同记忆，有利于弘扬在革命历史中一以贯

之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涌

现的不为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坚忍不拔、勇
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革命历史中所形成的以“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以“坚定

信念、艰苦奋斗”为核心的井冈山精神，以“不怕牺

牲、亲密团结、百折不饶”为核心的长征精神，都是

我国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革命历史的

记忆有利于让中国人民不断从革命精神中汲取养

分，充分发挥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增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事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消解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的革命历史是当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见证和现实基础，

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有着重要意

义。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其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企图

通过否定革命而实现其否定现实的目的。所以近

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价值中立”“还原历

史”“考究细节”“范式转换”的幌子，以“主观评价”
创伤革命历史记忆，以“碎片叙事”歪曲革命历史

记忆，以“娱乐恶搞”弱化革命历史记忆，试图消解

革命历史记忆。
（一）以“主观评价”创伤革命历史记忆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反思历史”的
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真意，企图重新评价中国

革命历史。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从对比当今中

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出发，认为当今中国的发

展没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好，根本原因在

于中国近代历史中没有走“西化”的道路，没有走

所谓的“英国模式”或者“美国模式”，从而“竭力贬

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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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3]15，将辛亥革

命描述成为“激进主义”的结果，认为五四运动是

“救亡压倒了启蒙”，没有任何历史意义，以此否认

中国近代历史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除此之外，历史

虚无主义者还借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成就来否定

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主观否定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价值中立”

的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

法，要求重新评判已被淘汰的旧势力的历史功绩。
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倡中国近代革命的改良

运动，倡导“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的思

想，又如历史虚无主义肯定清末进行的新政，认为

要是坚持清末的新政，中国或许可以早日实现现

代化。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者还积极地为慈禧、琦
善、李鸿章等主张投降的人辩护，说其众多卖国行

径只是无奈之举。除此之外，还大肆歌颂、赞扬西

方侵略文明，宣扬“侵略有功论”，历史虚无主义者

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清政府时期的闭关锁国

的状态，全都依赖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帝国主义

的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引进了海洋文

明，萌发了资本主义现象等。
历史虚无主义虽说其打着“范式转换”、“价值

中立”的幌子，主张重新客观的评价历史。但“历史

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它随着主体的

不同而不同”[4]50。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借“评价历史”
之名，旨在通过贬损、否定中国近代革命，而否定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主观拔高、
美化旧势力形象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

虚伪性及隐蔽性，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式，容易让人

们陷入其理论陷阱，对原有的革命历史记忆造成

创伤。
（二）以“碎片叙事”歪曲革命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有选择性建

构，其形成一般是“源于人们对神话、历史、传说、
个人经验、物质客体的主观映像，通过对这些符

号、情节的诠释，依据本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利

益诉求，凭借个体的主观判断，建构利于己身的

主控叙事渠道。”[5]所以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和重

塑，不仅仅依赖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取决于采

取何种叙事方式。历史虚无主义同唯物史观建构

历史的方式不同，其反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主

张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历史虚无

主义经常不顾历史发展的背景，抛弃历史事实的

完整性与联系性，通过摘取零碎、片段、残缺的史

料，主观拼凑歪曲历史事实，模糊人们的革命历

史记忆。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考究细节”的幌

子，利用有限的零碎的史料、或者个人回忆录、访
谈录、日记等等刻意编纂歪曲历史。例如，前段时

间就有网络大 V 发布“关于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真

相”的谣言，将“八千湘女上天山”垦荒的豪迈壮举

说成是党的欺骗与阴谋，宣扬“八千湘女上天山”
实则是“八千湘女嫁新疆”，此言论竟在网上相继

转载。历史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发布这样的言论，仅

仅是因为《新湖南报》一则不严谨的报道，由此借

题发挥，罔顾事实真相，肆意解说事件动因，主观

描述八千湘女凄惨下场，实则是借主观拼凑的历

史来否定现实政策。
又如近些年来，再次兴起的非毛化思潮，更加

集中地攻击、诋毁毛泽东主席，借以《毛泽东的私

生活———李志绥回忆录》、《大跃进亲历记》等所

谓的“最具权威性”“最具轰炸性”的非毛化书籍，

编造不实言论，预设立场后寻找零散的史料，以

当代标准评价历史伟人，从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

误入手，进而批判其一生。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

零散的史料或者具特定政治立场人的回忆录，采

取“碎片叙事”的方式主观的剥离歪曲革命历史

记忆 ，对人们已有的革命历史记忆造成了巨大的

冲击。
（三）以“娱乐恶搞”弱化革命历史记忆

革命历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结果，同集体

记忆一样，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集体记忆中，具

体的包括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在革命

历史记忆中，则表现为对革命历史发展历程的记

忆，对革命历史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的记忆、
以及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记忆。其中，对革

命英雄人物事迹的记忆作为情节记忆，有利于深

化人们对革命历史的感知，让革命历史生动鲜活，

在革命历史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历史

虚无主义者却以“娱乐恶搞”的方式攻击、诋毁革

命领袖人物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贬损革命英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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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形象，弱化革命历史记忆。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人物的攻击和诋毁早期

主要集中于革命领袖，例如早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就有人攻击诋毁孙中山，说其是“恐怖

分子”“激进主义”，并认为孙中山是“假博士”，政

治上“专制独裁”等；又如在改革开放之后，历史虚

无主义者对毛泽东的不断攻击，历史虚无主义者

认为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专制独裁”，热衷于“暴

力革命”，在生活中还“奢侈腐化”“淫乱不堪”，甚

至诋毁毛泽东抄袭他人文学成果，“拿着万元稿

费”等，其旨在通过否定中国革命领导人物，来否

定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开始将对革命领

袖人物的攻击转向了对革命英雄人物的贬损与恶

搞，主要方式是通过网上言论、影视作品、文学作

品等捏造不实言论，轻薄、调侃、抹黑英雄人物。例

如，在 2015 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微博大 V“作

业本”、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诋毁英雄人物

邱少云的事件；《炎黄春秋》文章将狼牙山五壮士

跳崖牺牲事件说成是“溜崖”、称七连没有埋地雷、
称五壮士吃萝卜违反革命纪律的事件；还有人从

生理角度分析邱少云被火烧，以及黄继光堵抢眼

的事件；同时，还有人戏谑雷锋、董存瑞、刘胡兰

等，说雷锋是帮人累死的，雷锋做好事总写在日记

里，而董存瑞炸碉堡是虚构的，刘胡兰有精神病等

等不实言论等。除此之外，更有众多的影视作品为

了追求商业利益、博人眼球，编制出了“裤裆藏雷”
“手撕鬼子”“包子当炸药”等等荒唐情节，娱乐、消
费英雄人物及抗日史诗。这一系列行为是在不断

挑战人们传统革命记忆的权威性，旨在通过消解

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弱化革命历史记忆。

三、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革命历史记忆

修复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50

革命历史记忆不仅具有历史印证、文明传承的作

用，其还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功能。面对着历史虚

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冲击，我们必须要加紧

对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与修复，通过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教育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以完

整叙事的方式加强革命历史教育，强化革命历史

记忆，注重革命历史文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国梦等相联系，以时代话语永葆革命历

史记忆生命力。
（一）扎实理论：以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

义面纱

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要争夺建构革命历史记

忆话语权，主观臆造、消解革命历史记忆，是因为

其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其真实意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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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本质上

一种政治思潮，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一方面，

历史虚无主义在认知领域将个人主观感觉作为认

知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在对历史

事实真实性的考究中，忽略客观历史背景，片面的

强调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弱化肢解国家的民族记

忆和集体记忆；在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中，否认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罔顾

历史结果和事实，主观地臆断和揣测历史；另外，

在历史叙事中，又不顾整体研究的原则，用碎片化

的符号或文本，蓄意捏造编纂所谓的“真相”。其主

要的手法就是“全盘否定”与“分体曲解”并用，

“虚”与“实”相结合，根本目的是以否定历史来否

定现实，以诋毁英雄人物来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品格，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记忆

的消解，首要的前提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

的虚伪面纱，揭露其真实意图以及政治实质。尤

其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引导人

们在认知历史时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
史主义的原则、整体研究的原则以及阶级分析

的原则。注重讲清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人

们正确的看待和认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偶

然性。
（二）根基史实：以完整叙事强化共同革命历

史记忆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弱化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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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仅与历史虚无主义隐蔽式、迷惑式的叙事方

式有关，还与人们的认知体系不健全及信仰体系

不坚定有关。人们对革命历史进程认知的不完善、
对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感知不深刻等使得人们难

以甄别历史叙事的真假，容易掉入历史虚无主义

的陷阱。要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

忆的消解，就必须要根基史实，加强革命历史文化

教育，强化革命历史记忆。
要加强革命文化教育，强化人们共同的革命

历史记忆，必须要利用多种途径加强人们对革命

历史进程的认知、革命人物事迹的感知以及革命

价值观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在学校，必须要充分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的作用，利用学校课程强化对学生的历史知识的

认知，通过学校党团组织加强学生对于革命人物

事迹的感知，积极发挥革命教育实践基地充分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革命精神主题教育。
同时，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积极利用新媒

体开展革命历史知识教育，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

向像人们讲好革命历史知识，革命历史故事。再

者，善于抓住重大节日庆典的教育时机，增强革命

文化教育仪式感。另外，在开展革命历史教育时，

必须要注重坚持完整叙事的方式，坚持“把重大史

实讲确凿，把历史背景讲全面，把历史主调讲一

贯”[8]，以严谨的史实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实言

论，强化人们的共同革命记忆。
（三）联系现实：以时代话语保持革命历史记

忆生命力

革命历史记忆要保持其生命力，必须要具有

时代性。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今时代之所以能够得

到众多的关注，还因为其传播的内容具有“现实

性”。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八千湘女上天山”
事件的诋毁就与当今的二胎政策、女性权益相结

合，以此否定党的现实政策。关注现实问题是历史

虚无主义能够博得眼球的重要原因，这也给了我

们启示，即若我们要捍卫共同的革命历史记忆，就

必须要增强革命文化的解释力与感召力，以时代

话语保持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一方面，在进行革命文化教育时，要将革命文

化内容鲜活起来，将革命文化教育与当今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既将革命文化作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增强社会主义主义

核心价值观历史积淀与说服力，又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革命文化教育的价值引导，重点突

出革命历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同时，在进行

革命历史进程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其与中国梦主

题教育的结合，让人们深刻感受中国近代人民为

了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奋斗精神，以此激发中国人

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另一方面，

还应当将革命文化教育方式“活起来”，通过多种

途径，例如以“重走长征路”的红色旅游方式让人

们亲身感受体验革命历史中的艰险与不易等，让

人们全方位的、立体的认知历史，保证革命历史记

忆的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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