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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

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

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

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90 年来，我

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

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

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

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

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

遇，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

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1]习总书

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共党史的重要性。目前的党

史教育，有中央的高度重视，有新媒体时代丰富多

样的传媒手段，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激励

和召唤，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党史教育也面临突出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丑化党的

领袖和英雄人物，同时还表现为整个社会“工具理

性”的扩张对史学为代表的“价值理性”思维方式的

遮蔽，整个社会人文教育受到空前的漠视，现代化

带来的世俗化浪潮对崇高理想的拒斥。在这样的形

势下，党史教育的功能要重新审视，对待历史虚无

主义要大张旗鼓地迎头痛击，要除恶竹、挖烂根，不

断优化党史教育的方式方法，使之更好地发挥其资

政育人的重要功能。
一、从功利境界到审美境界：新时期党史功能

的新认识

新时期的党史功能，不仅体现为党史在治国理

政方面的借鉴作用，更体现为在塑造中国文化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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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它涵养人文精神，促进心灵成

长，传承民族精神，为国家生命体安心聚魂。党史的

功能，不能仅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而更应从审美

角度来认识。只有这样，党史教育才能有效应对历

史虚无主义和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挑战。
（一）读史以明智，鉴往而知今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知治乱兴替。历史是清醒

剂，历史是医治胆大妄为的良药。毛泽东在延安整

风时曾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

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搞清楚了才可

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

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

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

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

鉴。”[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治

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

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

为今天的镜鉴。”[3]历史是割不断的长河，党史不仅

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它更从长

时段的历史洞察出发，梳理出需要认真对待的历史

性课题，著名的“历史周期律”就是这样的课题。
1945 年 7 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黄

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

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

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

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
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

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

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

的回答斩钉截铁、信心百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

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

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0 多年过去了，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追求民主的决心

是坚定的，措施是有效的，我们终将会解决好这个

历史性课题。
（二）党史是个人心灵成长的培养基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
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

的洗礼。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

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

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4]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科

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成

长。如果说，人的知识是可以速成和依靠外力加强

的话，那么心灵的成长则没有捷径。我们可以发现，

那些在知识掌握方面高分的优等生，却往往在心灵

成长方面相对滞后，有的人不通人情世故，有的人

对社会的认识肤浅幼稚，有的人冷漠自私，有的人

固执自我，有的人得意忘形、私欲膨胀。这些情况告

诉我们，个人的心灵成长是必修的一课。那么，如何

完成个人的心灵成长呢？学习党史是非常好的选

择。中共党史，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思想深邃厚重，

精神感天动地，既具有相对的完整性、系统性，又与

当前生活紧密相关，通过以党史为切入点，融知识、
能力、情感教育于一炉，能够促进个人心灵快速的

成长。
（三）党史是涵养、传承人文精神的沃土

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

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
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

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

塑造。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

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自

我意识。人文精神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拓展自己、
提升自己，自己从“自在”的状态过渡到“自为”状态

的愿望和能力。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十分注重人文精

神的涵养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总的特点是注重人

的“心灵”的涵养，通过“良心”话语让人体会人之善

端，通过忠恕之道而建立人与人沟通的桥梁，从而

达到同心同德的美好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

统文化对“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的论证不是功利

主义的，而是价值理性的，它依靠人对尊严、价值、
命运的体悟而达到认同，它是人的生命体验、生命

实践。但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存在三重困境：一

是人文精神照不进政治，道势颠倒，专制政治我行

我素，儒家文化沦为专制政治的遮羞布；二是坐而

论道，实践性不强，传统的文人往往在儒家和道家

之间徘徊，既想入世济民，但遭遇挫折又虚无避世；

三是脱离群众，在精英文化的小圈子里自怨自艾、
孤芳自赏。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了起来，克服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通过党史人物、事件和历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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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现象的学习，人们可以逐渐体会其中的做人的道

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要培养一代人

的精神，必先使历史进驻个人，使个人在历史中汲

取养分。”[5]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一代的年

轻人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从先进人物的事

迹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人文养料。所以说，党史是

个人涵养、传承人文精神的沃土。
（四）党史是民族精神养成之所

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于民族爱国心的形成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学大师钱穆说:“若一民族对其

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

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

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

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

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6]近代著名革命家和

学者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系列文章中开宗明义地

说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

生认为，“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国家兴亡之

学，民族盛衰之学”[7]，中华文明史浩浩荡荡、上下五

千年，这些历史厚重、深沉，值得认真学习。但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

有一条深深的鸿沟，那就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怎

样看待中国的近代史？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史

何以酿出近代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亡国灭种、意志

消沉的苦果？中华文明的优秀如何体现？要解决这

个问题，必须要借助中共党史这个桥梁。一方面，中

华文明是优秀的，这个优秀体现在灿烂辉煌的文明

成果上，如中药、国画、书法、丝绸、瓷器等等，还体

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上，体现为“讲

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
民族优秀文化中；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价

值理性的，它难以应对工具理性的西方文明挑战，

文化的优秀与打仗的胜利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

不管怎样，中华文明还是要与时俱进，以应对不公

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正是继承了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使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

来，从而跨越了中国近代史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

说，党史是连通古代与现代的桥梁。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高度浓缩的历史，其承载的民

族精神之厚重，开掘的民族精神之深入，在多次转

折的历史关头民族精神发挥的作用之伟大都令人

感动。学习党史，是最好的民族精神养成教育。
（五）党史是国家生命体魂魄寄居之所

国家也是一个生命体，国家不仅包括显性的土

地、人民、制度规范等等，还包括隐性的民族传统、
民族精神和民族记忆。毫无疑问，国家显性的部分

便于遗留和传播，而国家隐性的部分则不容易遗

传。我们现在处于急剧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化使世

界成为了地球村，在这样一个时代，外来文化对中

国的侵蚀正在加剧，西方凭借工具理性对中国文化

展开蚕食，中国之为“中国”的特征越来越模糊，在

这样的时代，中国国家生命体如何存活？我们今天

讲历史的功能，不仅要强调工具性的资政育人功

能，还要强调历史就是国家生命体的记忆，没有了

历史的记忆，中国的国家生命体就失去了魂魄。我

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

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

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

史。”[8]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精

神如何浴火重生和中国的国家生命体如何重构重

建的历史，党史是中国现代国家生命体的魂魄寄居

之所。
二、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危害和根源

近年来，在我国思想界一股歪风蔓延开来，这

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唯

心主义历史观为其哲学基础，以“重新评价”历史为

名，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潮。当

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为：一是否定革命，认

为革命只能起到破坏作用，要“告别革命”。他们指

责太平天国运动“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辛亥

革命搞糟了”，污蔑五四运动“把民族传统文化赖以

生存的东西截断了”。而另一方面，他们大力鼓吹

“侵略有功论”，极力美化慈禧、袁世凯、李鸿章等统

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二是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必然性，称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是一

系列错误的延续。三是否定和抹黑已有的历史人

物，诋毁党的领袖。经过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改造，董

存瑞炸碉堡的英雄壮举被歪曲为手被双面胶粘住

后的被迫所为，黄继光挺身堵枪眼的壮举被改写成

摔倒后的无奈之举。
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危害在于，它从历史领域

入手，通过丑化、否定历史来达到现实的目的。他造

成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政治信仰的混乱，使社会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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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青年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混淆主次，盲从非主

流思想，最终迷失自我的主观判断。历史虚无主义

严重削弱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严重有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形象，最终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

有可能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
历史虚无主义，从其主观的动因来看，是西方

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图谋和中国内部一部分人极

端化历史认识的互相结合；从其客观的动因来看，

是现代社会世俗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尤其是进入互

联网时代以后，娱乐化历史、泡沫化历史迎合了一

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因而得以传播。当然，如果深挖

历史虚无主义的病根，我们发现历史虚无主义的出

现并非偶然，其深层的思想基础有三。
（一）孕育于启蒙逻辑之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启蒙运动用理性来衡量一切，一切与理性相矛

盾的存在都被否定。恩格斯曾刻画了理性主义的这

种表现，“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

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

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

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

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

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

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9]“把理性捧上天的理性主

义者，势必要对以往的道德、宗教、习俗、意义、非普

遍的知识等激进地一概否定。”[10]理性主义的问题在

于，它只有一把尺子，凡是没法被尺子衡量的价值

统统弃之如敝帚。更有甚者，理性主义被进一步简

化为效率主义、物质主义，历史中有血有肉的人不

见了，历史成了一场以效率为终极追求的无机运

动。前述否定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实质就

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抹杀具体历史中人的鲜活的

感情，理想化的假设历史，把人和社会当成无机的

石块一样堆积。前述的“否定革命”的论调，其理论

支点有三：一是理想化，轻视实践。把中国人民千辛

万苦用实践踏出的道路全盘否定，幻想一条低成本

的、依靠改良就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二是无

机化历史，轻视人民群众。不是把历史看作是由人

民群众共同演绎的一幕活剧，而是把历史看作个别

精英堆积的积木。这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不切实

际的和无意义的。三是物质化历史，轻视人。人的感

情、欲望、理想、奋斗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没有看

到革命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没有看到

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改变，而只是看到革命的那些

所谓负面效果。按照这个思路，不仅辛亥革命是无

意义的，抗日战争也是无意义的，连新民主主义革

命也是无意义的，这当然是荒谬的。
（二）作为理性主义的反面的历史主义所衍生

的虚无主义

因为理性主义的武断和极端，作为理性主义的

对立面，历史主义被提了出来。历史主义摒弃了理

性主义普遍性的特点，它强调个体性、独特性、多样

性的历史存在。历史主义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历史

主义在反对理性主义的同时，也走向极端化，它出

现了因过分强调个体而拒斥普遍价值的问题，最终

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从而由价值虚无主义最终也

滑入历史虚无主义。前述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就是这

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在某些人眼中，历史是一个多

棱镜，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不会辩证法，不会抓主

要矛盾。他们不看主流，只会拿着放大镜看支流和

潜流，吹毛求疵。
（三）因简单化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

复杂的、真实的历史总是带给人精神上的压

力，而简单化的理论能够穿透复杂、沉闷的历史，带

给人精神上的解放感。这种简单化的理论往往与愚

昧的群体相结合，一般表现为对知识和理性的极端

贬低，我国近代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就是

这种情况。因简单化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目前最

常见的形式就是娱乐历史，它通过戏说历史来满足

人们低端的心理需求，对历史随意更改，将历史中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虚无化。[11]

三、大力弘扬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党史教育应

该有所作为。
（一）讲好党史故事

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这实际上也是对党史工作提出的

要求。党史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波澜壮

阔的奋斗历程，更有各种感人的故事和人物。要讲

好党史故事，一是要精心挖掘，要掌握第一手的原

始资料，将资料的功夫做扎实，不可生搬硬造和马

虎大意，否则容易授人以柄，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大

做文章。二要注意把握细节。历史是具体的，动态

政治

35- -



2017 年第 2 期

双月刊（总第 165 期）

的，党史故事要讲得真实鲜活，不仅要线索清晰，而

且要有细节的支撑。细节往往是具象的，可以使历

史有血有肉，使人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真实。从信息

的性质上讲，细节有一种活的属性，在传递信息时

容易被接受。三是要注意故事内容的取舍。在革命

战争年代，经历了革命熔炉的陶冶，人的思想简单

而纯净，对于一些崇高的精神容易接受和理解。但

是，在现时代，世俗化的浪潮影响之下，简单的崇高

精神的叙述可能就会受到质疑，因此要注重对人物

心路历程的挖掘，使之可亲、可信、可敬。
（二）避免历史叙事的简单化

如前所述，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重要动因

是简单化的理论加头脑简单的群体。这对组合借助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个媒介，以碎片化、娱
乐化、“揭秘”式的读史为主要方式，最终充当了历

史虚无主义的泡沫军。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我们

之前的党史叙事简单化有关。党史叙事，一方面具

有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又具有宣

传、发动群众的性质。前一个性质对应的人群是相

对具有历史积淀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后一个性质直

接面对的群体是普通人民群众。为了更好地宣传、
发动人民群众，我们的历史叙事往往采取了简单化

的叙事方式，将容易引起误解和歧义的细节略过不

提，这样做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恰恰是这些细节

却今天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妖言惑众的风暴眼。因

此，我们的党史叙事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通过简繁

结合的方式，将历史的细节呈现出来，使历史虚无

主义者无所着力。
（三）注重思想史的角度

党史与其他历史显著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共产

党是有着崇高信仰的政党，在党的历史上，利益之

争并不占主流，而理念之争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因此，对党史的讲述，一定要具有思想史的理解。比

如，对待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困难和探索社会主义

道路过程中的挫折，有的人将这些挫折简单化的断

定为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欲膨胀的结果，用此种方式

抹黑党的领袖人物。面对这种抹黑，仅仅简单的事

实澄清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思想史的解读。有的学

者经过思想史的解读，发现在建国后我党一直在一

对矛盾中挣扎：现代化和现代性。一方面，中国积贫

积弱的近代史使“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核心诉求，

因此面向富强的现代化当然是新中国的必然选择。
但是，在选择现代化的同时，西方现代化所赖以孕

育形成的母体———“现代性”却也要登堂入室。而这

却与党的基本理念产生了巨大冲突，因为现代性正

是以理性主义为其基本特征的，而理性主义正是历

史虚无主义的来源之一。因此，新中国建立后面临

艰难的抉择。改革开放前 30 年困难局面的形成，恰

恰是在这对矛盾中的挣扎和彷徨。这种挣扎和彷徨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理想、信仰的纯洁性所付

出的艰辛努力，这更加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

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

期。”习近平总书记的此番讲话，体现了他站在思想

史的高度对历史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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