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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英雄人物作为革命榜样的群体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一个国家的精神标签，一个

时代的文化符号。历史虚无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的方法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方法，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代替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碎片的、剪裁的“历史史料”代

替历史研究“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原则，对榜样人物随意涂抹、肆意篡改，极尽虚无之能事，

其手法是卑劣的，其目的是不纯的，其后果是严重的。历史虚无论者竭尽所能地贬损榜样，其实质却

是剑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剑指社会主义制度，剑指共产主义的光辉旗帜，意在摧毁我们的精神高地，

否定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捍卫榜样人物的合法性，就是守

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守卫我们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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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是时代的楷模，道德的标杆，精神的载体。榜样的精神已经注入我们国家的血脉，构筑起

民族的灵魂，成为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历史虚无主义从虚无英雄榜样的作用入手，宣扬 “告别崇高，告别英雄”，试图打

碎民族的根基，摧毁人们的精神高地。他们以质疑来颠覆正统，用嘲讽来戏谑严肃; 以戏说来解构

经典，用荒诞来替代正说，通过多种策略丑化、虚无榜样。

一、“虚无”革命榜样的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榜样是随意和任意的恶搞，是假借学术研究的外衣，实现其政治意图。历史

虚无主义借助各种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策略，抢占话语空间，竭力贬损和矮化榜样。
1． 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源自《通典·兵六》: “声言击东，其实击西。”历史虚无主义以 “还原历史真相”
“公正评价”榜样为幌子，其实质是为了诋毁榜样这个英雄群体，消解革命榜样的合法性。

革命榜样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记忆和时代的印记。

榜样的先进事迹在我国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网络新媒体恶搞、丑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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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表面上，是为了“唱衰英雄”、哗众取宠，实则是以质疑先进人物的事迹、品质为切入点和

突破口，借以否认革命榜样的精神品质。比如，被毛泽东亲笔题词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

兰，在网络上就被恶语诬蔑为 “红军连长的小三”①;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也被歪曲为 “惨死于乡

亲们的铡刀下”②。站在新的时代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榜样无可厚非，对刘胡兰个人情感的关注也符

合情理。但历史虚无主义以碎片的、经过剪裁的 “历史史料”甚至谣言来攻击榜样、抹黑英雄，违

背了“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③。从刻意渲染刘胡兰丰富的情感经历，发展到否认刘胡

兰精神的高尚性，进而否定“刘胡兰”作为革命榜样符号的合法性，这正体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声东

击西的策略。历史虚无主义声言“反思历史”“求历史真相”，恶搞革命榜样，实则隐藏着否认革命

榜样、颠覆正史的真实意图，实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恶意中伤

吹毛求疵，恶意中伤，作为一种简单化、绝对化地歪曲事物本质的一种使俩，与实事求是根本

对立。其实质在于怀揣歹毒的用心，把细小问题肆意夸大，将无关紧要的小事提升到吓人的高度。

历史虚无主义攻击革命榜样的这种策略就是将英模人物生活中的细节无限放大，小题大做; 将

历史枝节放大为全局问题，并不加区分地蓄意渲染; 将革命榜样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大做

文章。如雷锋买了一块手表，穿件皮夹克就是奢侈浪费，搞小资情调; 刘胡兰谈场恋爱，就是大逆

不道。革命英模人物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是由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在从普通人成长为革命

榜样的过程中，有些不足或缺点恰恰是个人成长中难免的事。作为年轻人，雷锋也有对时尚的需求，

合情合理。历史虚无主义偏偏抓住雷锋的这些生活琐事，恶意喧染，无限夸大，而大搞批判，以此

质疑雷锋精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更有甚者公开造谣《雷锋日记》皆为造假④。

英模人物都是站在大地上，脚上也会沾些尘土。可贵的是，雷锋从不避讳自己的缺点。一位老

领导看到雷锋穿皮夹克的照片，回信批评了雷锋。雷锋读后非常惭愧，就把那件皮夹克收了起来，

并为那次冲动的消费自责和自省⑤。雷锋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恰恰说明他对待自己行为的正确态度，

恰恰印证了他的成长轨迹: 从平凡到伟大。但历史虚无主义借这些缺点大做文章，甚至专门去搜集、

罗列榜样的缺点或不足，以缺点否定优点，攻其一点，不看本质。进而否定榜样本人，上升到所谓

大是大非问题。历史虚无论者罔顾历史事实，无限放大英模人物的某些不足或缺点，甚至把一些正

常的人生需求说成是品质问题，把生活中的不足说成是主观故意，把私人情感上升到所谓立场问题，

其真实意图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出自朱熹《朱文公文集》: “昨所献疑; 本末倒置之病”。意思是把主要的和次要的、

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关系弄颠倒了。历史虚无主义解构革命榜样人物常常采取本末倒置的策略。

人无完人，英烈和领袖人物也是人，任何人都有两面性: 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优点的一

面和缺点的一面。用革命榜样人物的缺点遮蔽、否定其优点，用次要的一面否定主流和本质的一面，

是本末倒置，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贯策略。比如，一些网络文章以 “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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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古怪”“暴戾”为由，否认白求恩精神的高尚①。还比如，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完全不讲辩

证法。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的功劳无以伦比，是一代伟人，《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科学定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确实出现过一

些失误，对此，党内有决议，人民有共识，历史有评价。“毛泽东在 ‘文化大革命’中有失误，但

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

的。”② 邓小平曾指出: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

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③ 历史虚无主义者则置历史事实和定论于不

顾，无限夸大毛泽东的某些失误，主次倒置，企图从根本上丑化、抹黑和妖魔化伟大领袖毛泽东同

志，其罪恶目的就是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事求是，一

分为二地看问题，从本质上看问题，这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也是评判榜样

人物和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更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首先要充分尊重、肯定和如

实地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革命功绩和伟大的、高尚的革命风范，同时，也不讳言他们的某种失

误或不足。我们党对任何人的错误都从不避讳，从不姑息，而是勇于正视。只有正视错误才能更好

地避免犯错误，改进工作，以利于夺取更大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不能因为他们伟大

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 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

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④

4． 混淆是非

混淆是非，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八回: “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⑤ 意

思是故意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混淆是非的策略体现在对英模人物的评价上，

就是把假设当前提，是非不分，任意颠覆英模人物的正面形象。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极力贬损、攻

击和否定我们党树立的先进典型，另一方面却对已有历史定论的反面人物、卖国贼大肆美化、歌颂。

如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被美化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⑥，孙中山则被错误地评价为有

强烈的领袖欲，让出临时大总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彻底被洗白，“蒋介石和

共产党能在八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 ‘卖国’

解围”⑦，而邱少云、董存瑞等英雄人物，则被丑化为狭隘偏执的历史小丑。这类混淆黑白、颠倒是

非的荒诞论调，实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伎俩，目的是通过丑化英模人物，颠覆人们正确的历

史观。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我

们要走进历史，既要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又要看到历史人物的行为、品质在当时条件下的进步性。

还要走出历史，不为历史细节和人物的主观感情所迷惑和制约，要有大视野、是非观⑧。离开了历

史背景的宏观视阈、历史过程的整体维度，就会断章取义，把假设当前提，就会对英模人物形成片

面的、主观的认识。历史不容假设，假设的历史只能是主观猜想和任意嫁接。历史虚无主义把错误

当成真实，把调侃当客观，忠佞颠倒、指鹿为马，实在是荒诞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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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简单比附

将革命榜样人物与普通人简单比附，将过去的人物与今天的简单比附，从而否定革命榜样人物

的历史贡献。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策略。比如，历史虚无主义者质疑: 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雷

锋写出如此美妙的佳句，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 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你能吗? 反正我不能;

丛飞身患绝症却把用于治病的钱捐了出去，你做得到吗? 反正我做不到。

将革命榜样与普通人进行比较，可以突出其平凡的一面，具有可效仿性; 也可以体现其高尚的

一面，具有激励性。如学雷锋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但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将革命

榜样人物与普通人简单比附，表面上打着人性关怀的旗号，扬言以普通人的视角审视革命榜样，实

则为质疑和否认革命榜样的高尚性寻找托辞。这种简单比附抽离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否认人物

的时空限制，以实用主义或者主观主义的标准将人物进行抽象的比较，得出革命榜样不真实或革命

榜样难以效仿的错误结论。如说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假度太高; 董存瑞为什么牺牲? 因为被炸药包上

的两面胶粘住了①; 丛飞资助的是一群白眼狼，得不偿失; 丛飞自家还贫困，还要捐助别人，不孝

顺等。这些奇谈怪论的实质就是以普通人较低的标准来解构崇高，以今天的价值标准衡量前人，如

果不正本清源，很容易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对比革命榜样人物与普通人物，要放在具体时空视阈内。

比如，雷锋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有小学文化的追求，学历不能与水平完全画等

号。再比如，虚无主义者质疑: 邱少云被火烧违背生理学常识，根本不可能②; 邱少云身上着火，

只要打个滚就能活命。我们要客观分析邱少云的身份。生命诚可贵，军令如山。邱少云作为尖刀班

战士，他的行为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胜败。而且生理学常识不能解释的问题并非不存在，医学上很多

奇迹就是最好的证明。邱少云的高尚之处，就在于他视革命事业胜于自己的生命。邱少云当年的排

长亲述当年的火烧过程③，击破了谣言。同样，对待丛飞的事迹，我们也不能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

的标准来衡量。尽管他在物质上是贫乏的，但他的精神是富足的。丛飞的高尚行为并没有众叛亲离，

而是得到了父母和爱人的支持④。历史虚无主义将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功利标准搬用于一切领域，

用物质利益衡量精神价值，用狭隘的功利意识替代道德动机，从而抹杀榜样行为的无私性和品质的

高尚性。
6． 选择性虚无

任何时代的英模人物的榜样都往往承载某一方面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绝不是说他们在每一领域

都是学习的榜样。如最美妈妈，最美大学生，最美教师等。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打着 “考证细节”
“追求真实”等旗号，有意忽略某方面，偏偏找榜样的 “软肋”入手，将其先进事迹置于一边，如

说江姐是小三，婚姻生活不道德，赖宁是富二代等; 或者对历史有定论的反面人物，专门吹嘘

“功”，加以美化，却闭口不谈其大“过”，如说李鸿章是大功臣⑤，汪精卫则为人诚实、不贪钱财，

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非常清高，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

“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⑥等。历史虚无主义者对革命榜样的虚无有着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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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恶搞视频: 《董存瑞说: 操，什么两面都有胶》，http: / / share．renren．com /share /354282796 /11236390785。
《“火烧邱少云”事迹引质疑 学生: 违背生理学根本不可能》，http: / /www．qh．xinhuanet．com /2015－03 /30 /c_1114812826．

htm。
《军校学生称邱少云牺牲违背生理学 排长亲述当年火烧过程》，http: / /www．guancha．cn /broken－news /2015_03_30_314161．

shtml。
《丛飞是我们的好儿子———访丛飞父母》，http: / /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 /2006－07 /24 /content_4871842．htm。
《真实的李鸿章: 帝国功臣》，http: / /bbs．tiexue．net /post2_3302222_1．html。
《真实的汪精卫》，http: / /www．360doc．com /content /11 /1128 /12 /1297235_168052729．shtml。



取舍标准。历史虚无主义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即选择性虚无①。他们虚无的是革命榜样的精

神品质和先进事迹，却对榜样人物的情感、身份地位胡编乱造、添油加醋; 他们虚无反面人物的

“过”，极力美化反面人物的所谓 “功”。众所周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分析方法，即把历史人物看成特定阶级的代表，将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研

究，而不能仅从抽象的人性角度、超阶级的标准去评判。榜样人物并非十全十美，榜样也有层次、

等级之分，如圣人、英雄和其他道德典范。历史虚无主义乘 “虚”而入，以圣人的境界苛求榜样人

物，或者以生活琐事质疑榜样人物，以道德伦理否定榜样人物，这种低俗的恶搞、庸俗的解构，是

为了使榜样人物蒙尘。

二、“虚无”革命榜样的目的

古人云: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拿榜样人物说事，绝不是为了澄清事实，

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 “国

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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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然而这些目的并非一目了

然，而是隐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 “还原历史”“考证细节”“公正评价”的学术外衣下，渗透在种种

阴谋中。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是学术探讨，而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思潮。揭露历史虚

无主义虚无革命榜样的实质，必须抽丝剥茧，层层剥离，透过表层目的追溯其终极目的。

1． 表层目的

虚无革命榜样，其表层目的是通过否定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进而否定革命榜样本身。榜样人物

的先进事迹是革命榜样的载体，榜样人物的光辉形象主要通过生动、真实、广为传颂的先进事迹彰

显出来。历史虚无主义者从虚无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入手，通过过度渲染、捏造事实来质疑其先进

事迹的真实性，如历史虚无主义者诋毁狼牙山五壮士不是跳崖壮烈牺牲，而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③。

历史虚无主义者还以个人主观、随意的标准歪曲历史，进而否定榜样人物事迹的先进性，如他们指

责林则徐销烟抗英得罪英国人，才导致了鸦片战争，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④。历史虚无主义极尽

所能，无论是从生活细节上苛求榜样人物、从生理常识上否定榜样人物，还是从道德伦理上质疑榜

样人物、以绝对的价值标准衡量榜样人物，目的都是为了否认榜样人物、消解榜样人物的作用。

“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榜样的先进事迹，摧毁了榜样人物

的高大形象，也就消解了榜样人物的合法性。

2． 中层目的

虚无革命榜样，其中层目的是通过否定榜样人物进而否定榜样人物身上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榜

样人物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既是榜样人物的精神精华，又是国家精神的血脉; 既是善恶美丑的标准，

也是社会进步的精神指引。历史虚无主义千般诋毁榜样人物，其实质就是要消除这种价值观念的影

响力，引发人们思想的混乱，倡导价值虚无主义。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宣称: 论起祸国殃民，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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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位列三甲，甚至很可能夺去状元的桂冠①; 三元里抗英事件，其实经过了长期的演绎加工; 孙

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的行为②。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否认了榜样人物

本人的正义之举，更否认了榜样人物身上所承载的爱国精神、民族大义，导致 “侵略有功、防抗有

罪”，“告别革命，回归改良”的伪价值观念大行其道。“一切民族英雄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

前行的强大力量”。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榜样人物，抽空了榜样先进性的内核，也就否认了革命榜

样的精神引领作用。
3． 深层目的

虚无革命榜样，其深层目的是通过否定榜样人物身上所承载的价值观念进而否定时代的主旋律

和核心价值观。革命榜样承载的价值观念与时代的主旋律内在相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

通。革命榜样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革命榜样及其事迹所凝聚的民族感情、历史记忆以及所承载的

价值观念，深藏于人们心中。这些价值观念铸就了民族的魂魄，夯实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凝聚了我

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重要内容。然而，历史虚无

主义置时代要求于不顾，置人们的期盼于不顾，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以价值重估为由，从事政治

阴谋之勾当。他们故意将榜样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与时代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割裂，片面强

调所谓的人性和本能。比如，当下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中国梦、弘扬中国精神成

为时代主旋律，然而有些人对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人物的评选说三道四，将其解读为精神洗脑，营

造虚假景象，实质上就是与主旋律背道而驰，以阴暗的心理否定社会对于真善美的呼唤。
“弘扬先烈精神，也是在观照现实”。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榜样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否

认了榜样人物精神的价值导引，也就破坏了时代的主旋律、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终极目的

虚无革命榜样，其终极目的是通过否定时代的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榜样人物通过无言之教承载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借助人物之美传播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一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否定，民族的价值支撑就会

坍塌，精神高地就会遭摧毁。当一切美好和高尚遭质疑、被否定，我国难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和噩梦。

殷鉴不远。“苏联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视死如归的精神本应被铭记，然而，50 年后

她却被她的同胞们拉上行刑台，接受审判。今天，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疯狂进攻，

打倒英雄人物只是个幌子，终极目的是通过“毁人之史”来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颠覆社会主义

制度。英雄被推倒了，榜样人物的事迹还有几人记忆? 榜样人物的行为被否定了，革命榜样的精神

价值还有几人传承?

英雄不仅需要学习，需要关爱，也需要我们来捍卫。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近代以来，一切为

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

一切为了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

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③ 虚无革命榜样的背后，是射向我们民族精神的子弹，是毁

灭我们美好生活的毒品，是颠覆我们国家政权的炸药。捍卫革命榜样，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就是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守卫我们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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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无”革命榜样的后果

英烈的榜样作用是时代的鲜活记忆，革命榜样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品质、崇高精神已融入中华民

族的精神之中，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历史虚无主义无主义以什么样的理由虚无榜样人物

这个群体，带来的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如果放纵历史虚无主义者肆无忌惮的荒诞行为，埋单的可

能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代价可能就是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整体坍塌。
1． 直接后果———诱导人们认为英雄人物原来是主观 “建构”出来的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同于历史人物的艺术创作。艺术创作可以虚构，历史研究必须真实。对历

史人物的研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之道: 从历史事实出发，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从事学术研究

活动，合理的质疑是必要的。但质疑历史人物应有底线，要有基本的历史观: 尊重事实，尊重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身披“学术外衣”，扬言“重新审视历史”，却以所谓的 “细节发

现”来攻击革命榜样，进而否认革命榜样形象的真实性。比如，他们看到雷锋做好事的照片，就推

导出“英雄模范普遍造假”的结论①。他们因为黄继光堵枪眼不符合他们认为的 “科学假设”，就认

为黄继光的事迹完全出于当时战争宣传需要，按苏联模式编造出的英雄。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革命

榜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误导人们认为英雄榜样原来是主观“建构”出来的，彻底颠覆人们的历史

认知。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时间是最真的检验器。浩瀚的历史中，许多大红大紫、叱咤风云的人物都

经不起岁月的流逝，成了匆匆过客。而真正的英雄榜样却被历史铭记，革命榜样的精神穿越了时空，

沉淀下来，融入了人们的记忆。如果真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言，英雄榜样是虚构的，在历史和时间

面前，革命榜样早就被淘汰了。事实胜于雄辩，英雄榜样之所以历久弥新、永不褪色，正是在于其

不容置疑的客观真实性。
2． 间接后果———诱导人们认为历史原来是可以随意 “打扮的小姑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与事实。”② 在对

待历史、英雄榜样的态度上，历史虚无主义以调侃替代严谨，用捏造的所谓 “历史事实”、经过精

心裁剪的“史料”“档案”，恣意歪曲、丑化、否定革命榜样，对已有公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随

意涂抹、任意打扮。比如，《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公开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许

多细节: 他认为当时的情形并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是八路军与日军主动接战，而是退路被日军切

断后，慌不择路，退至绝地。关于 “跳崖”的描述，洪振快也认为，其中幸存的两个人是 “溜”
“滚”“窜”，而不是主动跳崖③。前不久，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已对洪振快侵害 “狼牙山五壮士”

名誉权、荣誉权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被告洪振快在媒体上刊登公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④。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列宁说过: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

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

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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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①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

来，所谓的英雄故事，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全靠前人编纂、想象、加工而成。这种说法 “只强调

历史书写的主体性，而忽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②。按照他们的逻辑，英雄也可以是历史的罪人，历

史的罪人也能成为英雄。在他们看来，英雄是没有标准的，历史是没有客观性的。“如果这样对待

历史研究，那除了戏说和虚构外，不可能有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③，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
3． 深层后果———诱导人们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否定党和革命的全部历史

毋庸置疑，历史虚无主义者所瞄准的 “靶子”都是经过仔细选择的，皆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

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在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

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先进典范，他们的事迹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深厚情感中，已

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分割的精神财富; 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不只是历史的印记，也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符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已

经上升为人们的一种精神信仰。当历史被篡改，英雄被打倒，榜样人物被抹黑，我们沿着英雄和榜

样人物的足迹走过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会中断，英雄和榜样人物用生命扛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就会

倒塌，依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风范而挺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沦为伪善，他们所为之奋

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会被丑化骗人的把戏，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就会受到玷污。因

而，历史虚无主义者竭尽所能地 “虚无”革命榜样、贬损革命榜样，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他们的

所作所为，直接来看是针对榜样人物这个群体，深层的却是剑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剑指中国

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剑指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中国的全部历史，意在摧毁我们的精神高地，否定党领

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之，时代造就革命榜样，革命榜样顺应时代潮流。英雄人物和榜样人物的群体是一个民族的

历史记忆，一个国家的精神标签，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今天，捍卫英雄，捍卫榜样人物，绝不是

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中华民族保持‘精神基因’纯正性的关键一招，是社会主义中

国确立精神自我、界定身份密码的不二选择”④。我们揭露历史虚无主义虚无革命榜样的真实意图，

有效肃清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目的就是要正确对待革命榜样，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的良好氛围，沿着英雄的足迹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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