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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战略

李瑞琴

［摘 要］ 2018 年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筹备的电影纪录片《深切怀念英勇卓娅》的开拍，令俄罗斯民众倍

感振奋，开启了俄罗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打击篡

改历史的行为，并以苏联时期为祖国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激励民众，颁发“劳动英雄”国家奖章，重塑民族自

豪感，成为俄罗斯应对国内外压力的巨大精神财富; 国家法令层面，颁布法律将“胜利日”、 “无名烈士日”、
“祖国保卫者日”设立为国家法定纪念日，并通过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战略与重塑“苏联记忆”的行动举措，

使俄罗斯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在捍卫民族英雄的过程中得到了释放和升华; 除此之外，民间也开展

了“不朽军团”、“圣乔治丝带”等项目纪念英雄先烈以表达民众的爱国情怀。俄罗斯在历史领域重塑“苏联记

忆”、捍卫民族英雄的国家战略行动，让俄罗斯人民在国家解体与分裂中饱受打击的心灵有了温暖的安放之处。

历史证明，维护历史，就是铺设民族的未来; 尊崇英雄，就是保护民族的自信与尊严。
［关键词］“苏联记忆” 历史虚无主义 民族英雄 卓娅

2018 年，俄罗斯历史学界一个重要消息引起关注。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筹备的电影纪录

片《深切怀念英勇卓娅》，将由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开拍。俄军事历史协会指出，如果俄罗斯正在

成长的一代人不知道共青团员卓娅是谁，国家和民族就将失去自我。“英雄已经保护过我们，现

在应该是我们保护他们的时候了”。① 这个令民众振奋的消息，说明俄罗斯在历史领域内开始反

思、捍卫英雄荣誉、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战略举措正在向纵深推进，而重塑 “苏联记忆”
就贯穿其中。

一、总统普京: 维护历史才有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

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鲜明的立场，也是俄罗斯应对国

内外压力的巨大精神财富。在许多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普京都强调要坚决抵制国内外任何篡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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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企图，以强硬姿态捍卫历史和英烈，也捍卫了国家尊严。
1. 打击篡改历史的行为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的对手长期以来把歪曲历史当作对抗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坚

定地、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试图歪曲事实，利用历史来对付俄罗斯是注定要失败的。”①

2017 年 5 月 9 日，在与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时，普京重申，共同打击任何试图

篡改历史、为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犯罪事实找借口的行为，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2017 年 11 月 18
日，普京参加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成立 110 周年集会，再次强调维护历史才能确保社会安定，才

有民族发展的精神基础，才有世代相传的人民团结一致。普京盛赞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在尊

重国家历史的基础上，为人民保留了英雄英勇事迹的记忆”。② 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筹拍 《深切

怀念英勇卓娅》的记录片，就得到了普京的支持和肯定。
苏联卫国战争中一些著名战役，俄罗斯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在纪念日，总统普京向英

雄敬献鲜花是必定的仪式。2018 年 1 月 18 日，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 75 周年，普京称，列宁格勒

精神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在国家艰难困苦的时刻，祖国利益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为了祖

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必须世代传递下去。2018 年 2 月 2 日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 75 周年纪念

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名为“俄罗斯在我心中”的纪念音乐会。普京发表重要讲话，由衷褒奖在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人民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精神。普京总统的言行，传递着庄严的理念。国

家需要英雄，英雄属于人民。
2016 年 2 月，普京表示，俄罗斯的国家思想就是爱国主义。“我们想不出其他理念，也不

必绞尽脑汁去寻找。除爱国主义之外，我们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统一思想。”③ 把爱国主

义上升为国家思想，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落实在打击篡改历史的错误言行上，落实在对烈士

最真切的纪念上，体现了维护国家历史、崇尚英雄，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历史主

义态度。
2. 以苏联时期为祖国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激励民众，重塑民族自豪感

苏联“劳动英雄”称号诞生于 1927 年 7 月 27 日。1938 年，这一称号更名为 “社会主义劳

动英雄”。据统计，1928 ～ 1938 年，苏联共有 1014 人获得 “劳动英雄”称号; 1938 ～ 1991 年，

共有 20605 人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解体后这一称号被取消。④

2013 年 3 月，普京签署了设立“劳动英雄”称号的第 294 号总统令，决定恢复苏联时期家

喻户晓的“劳动英雄”奖章，对在国家社会经济及其他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做出杰出贡献的

俄罗斯公民颁发“劳动英雄”国家奖章。2013 年 5 月 1 日，普京向首批俄罗斯 “劳动英雄”颁

奖，并发表庄严致辞: 恢复“劳动英雄”称号，不仅是为了表彰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祖国争

光、立下卓越功勋的人，也是在继承传统、恢复时代与几代人牢固联系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凭借着我们先辈的诚挚热情和英雄般的劳动，我国才有了强大的工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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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曾是苏联时代最高奖项， “我们应当珍惜历史，从内心深处为创造伟大国家的人民感到自

豪”。① 2017 年 4 月 28 日，普京再次为“劳动英雄”颁奖。至 2017 年，已经有 26 位俄罗斯杰出

劳动者获此殊荣。耶弗里蒙弗是著名科学家、火箭和空间技术设计师，是 1963 年的苏联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2017 年再次成为俄罗斯“劳动英雄”。②“劳动英雄”的恢复，使这一具有社会

主义色彩的光荣称号，悄然回归至俄罗斯强国理念。
西方国家对普京恢复苏联时期 “劳动英雄”的举措作了评价。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称，

这并非普京首次恢复苏联时期的符号以填补后苏联意识形态真空。2000 年担任总统没多久，他

就恢复了苏联国歌旋律，后来又恢复了苏联的阅兵式，现在普京再次利用人们对苏联的怀念颁发

“劳动英雄”奖章。③ 美刊的评价，不无道理。有日本学者撰文称，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

斯与西方世界对抗最为激烈，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强烈的爱国情绪。2015 年俄军进入叙利亚，

俄罗斯领导人表现出的强硬和实力，使俄罗斯人普遍感受到了大国复兴的自信。2018 年 1 月 10
日俄民调显示，普京大幅超越其他总统候选人，其支持率达到 81. 1%。

二、国家法令: 爱国主义教育战略与捍卫英雄中的重塑 “苏联记忆”

国家法令层面的爱国主义举措形成了连接过去到未来的坚实纽带，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

在捍卫民族英雄中得到了释放和升华。在国家法定纪念英雄的日子里，长明的火炬和烈士墓碑前

永远盛开的鲜花，像是告知世人: 英雄刚刚离去，没有走远。
1. 俄罗斯人眼中含泪的节日———5 月 9 日“胜利日”
每年的 5 月 9 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最重要的日子。在纪念这场用

2700 万苏联人民生命为代价、换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退伍军人最受关注。至 2017 年 4 月，俄

罗斯尚有 180 万二战老兵与伤残军人。每年 “胜利日”前夕，在幼儿园和各级学校里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这一天，也是二战老兵战友聚会日。莫斯科大剧院喷泉旁，已成为著名的卫国战争

“战友兄弟”聚会地点。
有俄罗斯作者写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要节日，以一种对先辈的英勇自豪感来凝聚全民

族，并永远留给子孙后代。俄罗斯 5 月 9 日的 “胜利日”就有这样的意义。1945 年 5 月 9 日，

苏联著名播音员列维坦庄严宣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 5 月 9 日为 “胜利日”的法令。
当时盛况空前，成千上万的高射炮整齐发射，城市街道满是喜庆的人们。他们在欢乐、歌唱，也

为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期待已久的胜利的人而悲伤。1948 年，国家把恢复经济建设放在

第一位，盛大庆祝停止下来。至 1965 年 5 月 9 日卫国战争胜利 20 周年之际，这一天的苏联历法

又一次变成红色，被宣布为国家法定假日，所有英雄城市都恢复了军事阅兵。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胜利日”仍然没有被忘怀。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少，公民都会去纪

念碑和纪念馆，献上鲜花和花圈。在广场及音乐会场，著名和业余艺术家的表演从早到晚。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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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俄罗斯人还记得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如何与苏联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不惜牺牲生命。那些

为军队生产武器和装备的后方人员，哪怕饿死也一直在坚持工作。所有的人民都起来捍卫祖国，

捍卫和平生活的权利。所以，“胜利日”也是俄罗斯人眼中含泪的节日，战争中没有一个家庭不

曾失去亲人。① 苏联解体后，有民调机构多次进行民意调查，历史上最令俄罗斯人自豪的事情是

什么，20 多年来的第一答案一直是 “1941 ～ 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历史学家德米特

里·安德烈耶夫说，“胜利日”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将国家切实团结在一起。“胜利日”和围绕

其间的记忆，创造了民族团结与和睦的推动力量，体现了围绕共同记忆的民族团结理念。②

在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中，能够体现民族团结与英勇无畏的重大事件中，卫国战争最具象征

意义。以卫国战争统领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最大覆盖面。
2.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12 月 3 日“无名烈士日”
2014 年 4 月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军事荣誉和纪念日》的法律，其中确定每年 12 月

3 日为无名烈士纪念日，以纪念那些在境内或国外牺牲、不知名的俄罗斯和苏联军人。这个日期

的确定有其历史依据。1966 年 3 月 25 日，在苏联挫败德国法西斯进攻莫斯科 25 周年之际，苏联

政府决定，为无数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修建无名烈士墓。同年 12 月 3 日，烈士遗骸从列宁格勒

41 公里处迁至克里姆林宫墙边无名烈士墓。由此，2014 年联邦法律明确规定，12 月 3 日为俄罗

斯“无名烈士日”。无名烈士墓前有一座五星状的长明火炬，前方地面上镌刻着: “你的名字无

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12 月 3 日的“无名烈士日”，不仅是纪念无名烈士的重要日子，也是俄罗斯国防部收寻在战

争和军事冲突中遇难和失踪者的一项持续活动。通过国防部建立的宏大电子资源数据库 《公共

“纪念”数据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找到了在战争中失踪的亲人的信息。③

有俄学者谈到，建立确定的日期，怀着一份感恩，铭记为保卫祖国而战死疆场的士兵的伟大

功绩，爱国主义意识就这样升华在人民心间。在他们的墓碑前，或许他们的亲属和子孙不曾来

过，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永远活在人民的记忆中并会被一直传颂下去。更为重要的是，要精心

培育世世代代人民对牺牲英烈的记忆。“谁也不会被忘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④ “无名烈士

日”，激起的是民众对烈士永远的怀念，也是对和平年代保卫祖国将士的郑重承诺。
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到温暖的索契海岸，每年的“无名烈士日”，辽阔的俄罗斯大地都重复

着同样活动。向烈士献花，请退伍军人和老战士做报告，教育机构举办展览等。对先烈的怀念和

敬仰，历久弥新，这些活动像无名烈士墓前长明的火炬，照亮着一代代的俄罗斯人。
3. 从苏联建军节而来———2 月 23 日“祖国保卫者日”
1918 年 2 月 23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彼得格勒数万名志愿兵组建了苏联工农红军，奋起

反击德国军队，直接投入打击敌人的战斗。从 1923 年起，2 月 23 日成为 “红军日”。194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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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改称“苏联建军节”。1995 年这一节日更名为 “祖国保卫者日”。2002 年成为国家法定

假日。与俄罗斯起伏跌宕的历史相连，红军日虽一再易名，但珍视历史、崇尚英雄的内涵得以留

存，发挥着捍卫军人荣誉、凝聚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
在“祖国保卫者日”，俄罗斯每年都会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那些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

的烈士，并向现役军人致敬。2017 年的“祖国保卫者日”，俄罗斯进行了一项“重走军人建设者

路线”特别活动。1933 年秋，苏联某部奉命成立 1. 5 万人的军事建设兵团，赴阿穆尔河畔共青

城进行开发建设。当时尚无道路可达目的地，1933 年 12 月 26 日，首批 6000 名军人建设者，从

哈巴罗夫斯克沿阿穆尔河滑雪向共青城出发，历时十多天，于 1934 年 1 月 9 日到达目的地。
1967 年，为纪念阿穆尔共青城 35 周年和十月革命 50 周年，苏联共青团委组织了“重走军人建设

者路线”冬季滑雪行纪念活动。至 2007 年，在俄罗斯爱国主义旗帜的召唤下，有关部门又重新组

织了此项活动。2017 年 2 月 23 日，阿穆尔共青城 85 周年，有关部门再组织“敬爱的父亲·半个世

纪”为主题的“重走军人建设者路线”活动，回望苏联军人艰苦卓绝建设国家的英雄业绩。
2018 年 2 月 23 日的“祖国保卫者日”，普京除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即追授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牺牲的空军少校罗曼·菲利波夫为 “俄罗斯英雄”，并向其家属转交

金星奖章。普京感谢所有参加叙利亚行动的军人们，称赞他们在实战条件下，证明了自己的军事

技能，表现出了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国家依然把 “祖国保卫者日”的内涵界定为建军

节，既保持了“苏联记忆”，又赋予“祖国保卫者日”以新时代特点。
4. 从过去到今天———12 月 9 日“祖国英雄日”
俄罗斯“祖国英雄日”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写入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从 2007 年 12 月 9 日

起，在 1769 年设立的圣乔治勋章的历史传统基础上恢复 “祖国英雄日”。俄罗斯杜马该法案的

提议者说，恢复“祖国英雄日”不仅是为了纪念英勇的先辈，也是为了纪念苏联时期幸存下来

的英雄，他们值得这神圣的奖励。同时，恢复这个节日也是鼓励人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无私服务

于祖国的精神。“祖国英雄日”象征着勇气、勇敢、热爱国家和英雄主义。
从 2013 年起，每年的 12 月 9 日，总统普京都会在克里姆林宫庄严接待时代英雄，并发表诚

挚祝福和讲话。2016 年 12 月 9 日，普京向英雄们致辞: “俄罗斯为本国历史上世世代代的英雄

而骄傲。他们是为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和岗位职责，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他们表现

出了真正的高尚品质、意志和坚定的决心。”① 2017 年 12 月 9 日，普京邀请了 300 多名苏联和俄

罗斯联邦英雄观看演出、参加晚宴。普京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勇敢精神和

爱国主义的传统。俄罗斯永远铭记那些在不同时期为祖国立下功绩的英雄，从古代俄罗斯到伟大

卫国战争的英雄。同样，国家也为今天捍卫和守护祖国利益的英雄而自豪。② 有评论认为，“祖

国英雄日”对公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中体现出英雄无私的榜样，将推

动形成公民对祖国无私服务的理想。③ 显然，颂扬英雄，更重要的是鼓舞当代。

·96·

①

②

③

《普京称俄罗斯人民民族性格是最重要品质》，《透视俄罗斯》2016 年 12 月 10 日，http: / / tsrus. cn /kuaixun /2016 /12 /

10 /655439。

Приём по случаю Дня Героев Отечества，14 декабря 2017 года http: / /www.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news /56379.

День Героев Отечества: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дням сегодняшним Дом и семья Праздники. 20 Февраля，2014. http: / / fb. 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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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英雄日”从历史中走来，以爱国主义汇聚于当代。这种超越为俄罗斯民族国家和发展

所需要，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5. 致英勇的游击队员———6 月 29 日“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日”
2009 年 3 月，俄罗斯布良斯克州杜马向俄国家杜马提议，对于为赢得战争胜利而英勇斗争、

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敌后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国家应设立 “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日”给予永远

纪念。2009 年 4 月 11 日，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签署了相关法律。
国家杜马有关法律文件说明: 1941 年 6 月 29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下达指

示，命令各前线“为打击敌军，在敌人占领的地区建立游击队和破坏小组，制造敌人及其帮凶

不能生存的条件，并进一步挫败他们的一切活动，直到消灭他们”。指令下达后，成千上万的游

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在敌后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做出了重大贡献。①

有俄罗斯学者撰文回忆，苏联组建游击队的命令下达仅半年后，就形成了 2000 多支共达 9
万人的游击队，在短短几年内，敌后游击队达一百多万人。游击队员包括所有年龄的人，包括妇

女和儿童。游击队摧毁了敌人大量的交通运输和物资装备，消灭了无数敌人，沉重打击了侵略

者。全世界都熟知的共青团员卓娅，18 岁的女游击队员，就是在破坏敌人物资的行动中不幸被

捕而遭法西斯杀害的。战后有 3 万多英勇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因杰出勇气和贡献获国家奖

章，其中有 250 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这些英勇的人们永远铭刻在国家的历史记忆中。② 具

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日”，也永远和“苏联记忆”联系在一起。
2005 年 7 月修订的联邦法律 《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还有一项规定，从 2005 年起，

11 月 7 日重新被当作 “十月革命节”来庆祝，并将之定为 “俄罗斯军人荣誉日”。文件认为，

11 月 7 日是国家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有着与国家和社会生活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辉煌胜

利。1941 年 11 月 7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4 周年，参加阅

兵的战士直接奔赴前线，赋予了 11 月 7 日特殊意义。③

三、民间行动: “不朽军团”“圣乔治丝带”及其他项目

俄罗斯感人至深的崇尚英雄、敬仰英雄的情怀，丰富而热情，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民族的长河

中。在节假日，在俄罗斯青年婚礼上，必有的仪式就有向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一年四季，芬芳

四溢的鲜花在烈士墓碑前、长明火炬下，娇艳美丽，永不凋零。此外，俄罗斯民众还有许多特定

而独有的方式，诠释着对这个民族的爱国情怀，英雄情结。
1. 纪念先烈，俄罗斯全民“不朽军团”走向世界

2012 年 5 月 9 日，由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市一些新闻工作者发起和倡议，该市数千民众手捧

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亲友像进行游行活动，意寓亲人们永远行走在庆祝胜利日的队伍中。这种游行

队伍后被称为“不朽军团”，活动在俄罗斯各地，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共鸣和响应。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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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едведев установил памятные для России даты，11. 04. 2009. https: / / ria. ru /politics /20090411 /16784108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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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苏联记忆”，捍卫民族英雄

9 日，俄罗斯 100 多个城市，成千上万的民众手捧亲友像走上街头。2014 年，超过 500 个城市进

行了“不朽军团”的游行。“不朽军团”没有逝者肖像的制作标准，肖像上的题词也各种各样。
有的只写姓名，有的写上军衔，还有的有详细说明，如 “牺牲于维亚济马”、“参加过斯大林格

勒战役”等。①“不朽军团”活动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中和已经逝去的、赢得战争的人的

身上，追忆先烈，传承记忆。
5 月 9 日“不朽军团”的规模迅速扩大。2016 年莫斯科有 70 多万人参加了该游行。莫斯科

的“不朽军团”游行队伍在市中心穿行，并经过红场。队伍由总统普京亲自带领，他手捧着曾

经参加二战的父亲的照片走在最前面。2017 年 5 月 9 日，莫斯科 60 多万人高举亲友像，举行

“不朽军团”游行。普京依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不光在俄罗斯，“不朽军团”活动还传递到世界其他各地。2016 年有 40 多个国家的城市组

织了“不朽军团”的活动。2017 年“不朽军团”游行同时在奥地利和英国的多个城市、塞尔维

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希腊首都雅典、德国首都柏林、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等地举行。美国也于 5
月 6 日在 10 个城市举行了游行活动。②

“不朽军团”如其寓意一般，英烈永垂不朽，与祖国一起走向未来。
2. 俄罗斯人的爱国象征“圣乔治丝带”
近年，随着俄罗斯围绕卫国战争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圣乔治丝带成为寄托爱国情怀的

象征物之一。“圣乔治丝带”源于圣乔治勋章，叶卡捷琳娜二世于 1769 年创立，以西方神话中

屠龙勇士圣乔治的名字命名。勋章以橙色和黑色条纹丝带为装饰，故称为 “圣乔治丝带”，1943
年，苏军设立新的三级“胜利”奖励勋章，使用类似 “圣乔治勋章”丝带装饰，象征着军人的

一种荣耀。③

200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俄新社和一些大学生团体提议，在胜利日集会上发

放“圣乔治丝带”。该倡议立刻得到民间热烈响应和政府首肯。2006 年胜利日，“圣乔治丝带”
发放地域几乎涵盖了俄罗斯所有地区。2010 年，俄罗斯在上海世博会俄罗斯馆发放了 “圣乔治

丝带”。目前，这种象征着俄罗斯人对先烈追思和对胜利自豪的丝带，已成为纪念卫国战争活动

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圣乔治丝带”活动在俄罗斯 85 个地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 70 多

个国家启动，发放了 2000 多万条“圣乔治丝带”。2017 年在纽约市也发放了 1000 多条丝带。每

年的“胜利日”，接到丝带的人们都会将它系在胸前、扎在发辫上、系在包上或者绑在汽车的后

视镜上，成为街头流动的风景线。④

3. 为二战时期老兵们开设的 “我记得”网站及其他项目

“我记得”网站以发布二战时期老兵的回忆和讲述为主要内容，由俄罗斯作家阿尔乔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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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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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胜利日庆典新篇章: “不死军团”大游行》，《透视俄罗斯》2015 年 5 月 19 日，http: / / tsrus. cn /shehui /2015 /

05 /19 /41853. html。

《莫斯科 60 多万人参加胜利日“不朽军团”游行》， 《透视俄罗斯》2017 年 5 月 10 日，http: / / tsrus. cn /kuaixun /

2017 /05 /10 /657551。

《圣乔治丝带 俄罗斯人的爱国象征》，《环球时报》2015 年 5 月 7 日。

阿列克谢·季莫费伊切夫: 《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 在回忆中追溯历史》，《透视俄罗斯》2017 年 5 月 17 日，

http: / / tsrus. cn /shehui /2017 /05 /17 /65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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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金于 2001 年创立。参加“我记得”讲述和回忆的，不仅有俄罗斯的二战老兵，还有来自塞

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军人。德拉伯金说，这些二战老

兵的口述历史，能够补充人们关于战争的知识，能够传递给当代俄罗斯民众不可忘怀的战争记

忆。目前，该网站已经获得俄联邦新闻和大众传播机构的财政支持。
“我记得”网站主页以大幅标题书写着 “伟大卫国战争退伍军人的记忆”，网站首页是苏联

红军战士的大幅画像。老战士身着二战时军装的黑白照片，各个兵种的老战士们的回忆和讲述，

仿佛引领人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犹如网站名 “我记得”所示，历史将铭记

那些逐渐离去的老兵们。网站首页还特开辟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栏目，栏目下是二战将士们

永恒定格的青春容颜。
2015 年，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该网站和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联合制作了 “战争的呼

唤”。该栏目以新颖独特的视角，真挚缅怀、颂扬了领导卫国战争的 12 位苏联著名领袖和军事

将领。“我们记录下来了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决策者的足迹，他们是我国生活中最艰苦、最悲惨

阶段的领导人，他们承担起了决定祖国命运的重担和责任，率领我们走向了胜利。”①

俄罗斯还有许多纪念卫国战争的公共项目。2010 年 5 月，俄罗斯国防部开通 “人民功勋”
和“人民的纪念”网站。网站发布了近 50 万份有关奖励、墓地以及红军战士所曾参加过的军事

行动的信息和资料。2010 年俄通信部开通了 “胜利年代”网站。“俄罗斯档案”网站推出 “胜

利，1941 ～ 1945”专题，展示卫国战争年代老照片等。② 历史翻开的每一页，都会留下英雄的足

迹。有些人在历史中转瞬即逝，有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恒而清晰。英雄死了，却永远活着。不

朽的英雄，是串联民族历史乃至人类浩瀚历史的星辰，永远闪亮，照亮前方。
苏联剧变始于历史虚无主义逆流，俄罗斯重拾民族自信心和尊严也需要始于历史领域的拨乱

反正。在俄罗斯各类民调中，戈尔巴乔夫永远是民众最不喜欢的政治家，不仅是他在位时苏联解

体，更重要的是，他主导掀起的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毁灭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家园。普京

之所以深得民众拥戴，也是因为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在历史领域重塑 “苏联记忆”的过程中，

让俄罗斯人民在国家解体与分裂中饱受打击的心灵有了温暖的安放之处。历史证明，维护历史，

就是铺设民族的未来; 尊崇英雄，就是保护民族的自信与尊严。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 20 多年

的沧桑沉浮，最形象地诠释了这一历史的逻辑。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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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ss of Balance and Split—American Politics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Ni Feng ( 58)…………………………
Since Donald Trump came to power and assumed the reins of the government，the American politics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important chang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operation，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nd the anti-
establishment camp becomes the new paradigm for American politics; government operation is out of balance and out of
norms; up until now，President Trump has not been able to form a complete working team，with escalated inner struggles
within the Ｒepublican party and greater resistance opposition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president is in sharp
contradi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In term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the American society has been further
torn apart，class contradictions not effectively alleviated，political polarization aggravated，and racial conflicts intensified.

Ｒebuilding the“Soviet Memory”and Defending National Heroes—Ｒussian Strategy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Li Ｒuiqin ( 65)………………………………………………………………………………………………………

The filming of the documentary Deeply Cherish the Memory of Brave Zoya in 2018 brought excitement to the Ｒussian
people and started the process of anti-nihilism in Ｒussia. The Ｒussian president Putin resolutely opposes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combats behaviors that tamper with history. He inspires the people with heroism of selfless dedication to the country
during the Soviet era，grants national medals of“Labor Hero”，and reconstructs national pride，which contribute to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Ｒussia in handl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In terms of state law，the“Victory Day”，“Unknown
Soldier Day”，and“National Defender Day”are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s legal commemoration days. Via a series of
strategic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Soviet memories”，national esteem and national pride of the
Ｒussian people were greatly boosted. In addition，events such as“the Immortal Legions”，“Saint George Ｒibbon”were
held among the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patriotic feelings. The strategic acts adopted by Ｒussia to reconstruct“Soviet
memories”and defend national heroes warmed the hearts of the Ｒussian people who had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proves that to defend national history is to pave the path for the future，and to
respect heroes is to protect national esteem and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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