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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都在极力调整策

略、积极争鸣对话、注意现实利益、相互争夺受众，逐渐从少

数人员向多数群众扩展。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典型的社会思

潮， 曾不断泛起和变身。 为加强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建

设，稳固社会主义政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政治自信和制度自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内的多样化社会思潮。 这

就需要及时对时隐时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出深刻而

又系统的理论分析，以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源流、本

质特点和现实危害有清晰、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从而划清马

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

界限，积极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

潮的对策。不少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展专门研究，已

取得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这就需要适时开展对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梳理分析工作，以便描述研究现状，
总结研究特点，覆盖研究盲区，提升研究水准。

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现状概要

笔者以对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研究作为研究内

容，以 CNKI（中国知网）作为主要检索工具，以 1979 年至

2010 年为检索区间。 CNKI（中国知网）作为学术论文的大

型数据库，通过对检索到的所有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

潮研究的学术论文的文献分析，可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历

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研究的基本状况。以“题名”为“历史虚

无主义”通过“CNKI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跨库“精确”检索

从 1979 到 2010 年学术论文，共有 53 条记录，剔除研讨会

介绍、学术动态介绍、学术论点摘编的文章，共计 46 篇学术

论文。 总体分析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以下研究状况：

1.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从

分散走向聚焦状态

通过检索，我们发现，从 1979 年至 1989 年十年间，只

有 1989 年公开发表两篇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的学

术论文，1979 年至 1988 年没有检索到直接以“历史虚无主

义”为“题名”的学术论文。 可以认为，这个阶段历史虚无主

义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仍处于萌芽期。第一篇学

术论文是以对《河殇》的评析为立足点，展开对历史虚无主

义的解读剖析。尔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才逐渐引起

人们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发

表的论文数量变化（见图 1）。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发表的论

文数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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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发表的论文数量

为零，1991 年和 1992 年公开发表论文分别为 1 篇，1993 至

1996 年公开发表论文数量为零。 这种以“历史虚无主义”为

“题名”的论文时而没有，时而一篇，时而两篇的状况持续到

2004 年。 2005 年是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论文数量的增

量拐点，共发表学术论文 6 篇，相当于前面 26 年论文总数

的一半有余。 从 2005 年至 2010 年，以“历史虚无主义”为

“题名”发表的论文共 36 篇，是 1979 年至 2004 年论文数的

三倍有余。从数量上看，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的论文

从 1979 年开始的连续零篇逐渐增长到 2010 年的 11 篇。
历史虚无主义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发表论文从少到多，
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考虑到 1979 年发表文章数量为零

篇，为便于分段统计，将 1980 至 2009 年以 5 年为区间段，
每 5 年发表的论文篇数为纵轴，作图如下。

图 2 历年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发表论文数量变化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第一个五年段（1980-1984）发表论

文数量为零篇，最后一个五年段发表论文数量为 25 篇。 最

后一个五年段发表论文数是前面五个五年段发表论文数

的 2.5 倍。 第二个五年段 （1985-1989） 到第四个五年段

（1995-1999），相比于第一个五年段，论文数量都保持为两

篇，第五个五年段（2000-2004）上升为 4 篇，最后一个五年

段（2005-2009）激增为 24 篇。这样的数量变化充分地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是经历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从分散走向聚焦的过程，尤其是 2005 年到

2010 年，呈现迅速增长趋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越来越受

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2. 论域从相对分散走向相对集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跨国研究开始显现

以 2005 年为历史虚无主义研究的转变拐点， 可以看

出，早期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论题和论域相对分散，散见于文

学文化、文艺理论、档案工作领域。 1989 年发表的《历史虚

无主义与“全盘西化”论———从中国历史文化视角再评<河

殇>》和《对待传统文化不能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1997 年

发表的《论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和《改革

不是全盘否定———兼评档案学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2000 年发表的《评近两年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2001 年发

表的《文论建设不积跬步难致千里———评析历史虚无主义

文艺批评》和 2002 年发表的《当前文艺批评中的历史虚无

主义倾向》， 前期共发表 10 篇论文，7 篇论文涵盖文学文

化、文艺理论和档案工作。 同时，后期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论

题更加集中，论域逐渐收紧，虽然还有鲜见的文艺建筑方面

的文章，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角度、多侧面研究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发表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的论文集

中在史学理论和政治学领域。 既有对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整体评析和学术论争，同时，关于国外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研究开始出现：包括《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
《苏联剧变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

义的破产———俄罗斯对苏联历史从全盘否定到公正评价》，
同时，符合检索条件的唯一一篇硕士论文题目就是《俄罗斯

苏联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研究》。 可见，后期关于历史

虚无主义的研究，论域从相对分散走向相对集中，并且研究

视域逐渐拓宽。

二、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内容与特点

通过对研究内容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

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历史虚无

主义的多样表现和特点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主要包

括对待传统文化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否定本民族的历史

及其传统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史观，档案学研究中的

历史虚无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批评的历

史虚无主义，建筑景观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历

史所持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当代史所持

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指向有所侧重，同时还有

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特点研究。（2）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

缺陷研究。 （3）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内容研究。 （4）历史虚

无主义的多重危害研究。 （5） 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对策研

究。（6）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性探究。（7）关于苏俄历史虚无

主义研究。 研究特点表现为：

1. 论题发轫于文艺领域，后期研究集中于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论析

根据检索条件，检索到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公

开发表的最早一篇论文是 《历史虚无主义与 “全盘西化”
论———从中国历史文化视角再评<河殇>》。 ［1］早期并没有出

现直接、系统、深入探索和全面评析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

的论文，《河殇》 作为文艺创作领域中反映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题材，直接引起学者的批判。这种研究是具有强烈现实

针对性的评论性研究，并不是系统介绍和深度分析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本身。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发轫于

图 3 历年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发表论文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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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领域。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内容的不同，可以

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大致划分为：（1） 传统文化类；
（2）文艺评论类；（3）人物思想类；（4）思潮论析类；（5）跨国研

究类。 传统文化类是指对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

研究；文艺评论类是指对文学艺术建筑领域的历史虚无主

义研究；人物思想类是指对典型人物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

研究；思潮论析类是指总括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介

绍、评论和批判；跨国研究类是指对国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研究。
从图 3 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论题集中于思潮

评析类，公开发表论文占全部论文一半以上，其次为文艺评

论类，占公开发表论文总数的 28%，跨国研究类排第三位，
占公开发表论文总数的 9%，共有四篇，且都发表于 2005 年

至 2010 年。 因此，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研究更加

深入，有所发展，已取得不少成绩。同样以每五年为区间段，
将各个区间段发表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论文结合研究内

容分类汇总如下。
表 1： 历年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发表论文分区间汇总分析

2. 研究内容从思潮表层深入聚焦到思潮内核，认识更

为深刻全面

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研究的论文主题和论文内容的

分析， 可以发现， 历史虚无主义研究的论域逐渐收缩和集

中。 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论

文散见于文艺评论类、传统文化类、人物思想类和思潮论析

类，各自所占比例大体相当；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论域逐渐

收拢，主要集中于思潮论析类和文艺评论类。通过对第二阶

段至第四阶段论文题目和第五阶段至第六阶段的论文题

目的对比分析，以思潮评析类文章为例，前五个阶段只有两

篇文章《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和《应当十分珍惜党和

人民奋斗的历史———兼评历史虚无主义的若干观点》。 在

第六阶段共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论析类文章 15 篇，多数文

章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源流、本质、危害和对策展开深

入探究。 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核心作者、核

心机构和核心队伍开始形成。其中，核心作者包括北京大学

梁柱教授和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 梁柱教授于 2005-2010
年期间，先后在核心期刊独立发表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题

名”的学术论文———《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

点及其危害》，并专门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关于《要

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性》［2］的专访；梅荣

政教授于 2005-2010 年期间，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四篇以

“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名”的学术论文（其中三篇论文为第

一作者， 一篇论文为第二作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泛起与危害》、《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历史虚无主

义重新泛起的透视》、《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兼评

历史虚无主义》。 核心机构主要包括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排名第一，2005-2010 年期间， 共发表论文 6 篇；
北京大学排名第二，2005-2010 年期间， 共发表论文 4 篇。
不同于前期研究是从多个“外围”领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后期研究则是直指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理论源流、思想本质和现实危害等关键问题开

展了更加明晰、深入、全面的分析。

3. 以论争性研究为主，论争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相结

合分量逐渐增多

论争性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现实

表现和理论缺陷，以对话和批判形式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对策性研究既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现实表现、理论

缺陷，同时还提出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对策或提

出值得吸取的教训。 有些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开展

理论论争，有些学者同时又提出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负

面影响的对策，通过对文章内容分析，制作下图。

图 4 各阶段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侧重内容变化

注：排除一篇书评类论文。
从图 4 可以看出，论争性研究占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研究的主要部分，共 32 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 71%；论争性

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相结合的论文共 13 篇， 占论文总数的

29%。 总体来看，论争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论文篇数总体逐

渐增多，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区间段的零篇，上升为第三

个五年区间段的一篇，第五个五年区间段（2000-2004）为 1
篇， 第六个五年区间段为 5 篇，2010 年论争性研究和对策

性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总数为 6 篇， 首次超过论争性研究的

论文。 可以认为，有些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论争，
而希冀通过论争性和对策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提出

克服历史虚无主义负面影响的对策。

4. 从具有强烈的火药气味的研究态度逐渐趋于理性

平和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学术研究，既不能作泛

政治化的解读，又不能作纯学术化的释义。对于社会思潮的

研究和探索，不能以政治运动或人身攻击的方式开展，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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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第三阶段
1990-
1994

第四阶段
1995-
1999

第五阶段
2000-
2004

第六阶段
2005-
2009

篇数
百分

比
篇数

百分
比

篇数
百分

比
篇数

百分
比

篇数
百分

比

思潮论析类 - - 1 2% - - 1 2% 15 33%
文艺评论类 1 2% - - 2 4% 3 7% 6 13%
跨国研究类 - - - - - - - - 3 7%
传统文化类 1 2% - - - - - - - -
人物思想类 - - 1 2% - - - - - -

书评类 - - - - - -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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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学术的繁荣。研究早期，由于缺乏对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系统理路和专门研究，多数学者从文艺

评论、人物思想、传统文化多方面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

对话和批判。 但个别学者学术对话和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

火药气味，具体表现为：第一，“指名道姓”展开批判；第二，
批判用语具有强烈的感情化色彩———批评历史虚无主义

态度的持有者体现“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靠鞭笞自己的

祖宗去取悦于外国人，连自己的国格、人格都不要了”。随着

后期研究逐渐丰富深刻，学术研究态度开始趋于理性平和，
论文作者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又同时坚持对话的学术立场，严肃的学术态度，负

责的学术担当，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理论源流、思潮本质和现实危害进行了更加深

入的研究和尖锐的批评。
5. 传统研究方法居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严

重不足

“研究方法按照传统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

方法划分。 传统研究方法包括思辨法、经典文献法、经验总

结、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是以实证研究为

基础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问卷法、测量法等；质性研究

是以研究者为工具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解释、建构的

研究方法， 包括民族志、 叙事研究、 访谈研究和个案研究

等。 ”［3］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的研

究分析，制作下表。
表 2： 历史虚无主义研究文章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传统研究范式仍然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主要

方法取向，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十分不够。通过表 2 可以看

出，学界几乎都使用思辨法、经典文献法、经验总结法、历史

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这样的传统研究方法，约占发表文章

总篇数的 90%。 几乎没有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学术论文，只有极少数论文采用个案研究的

质性研究方法，约占发表文章总篇数的 10%，而且是质性研

究方法和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

三、 强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若干方面

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现状和特点的分析把

握，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又要发现不足，进而覆盖研究盲区，
强化研究力度，完善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

1. 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系统探究

通过梳理和观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历程，可以

看出，整个研究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现实表现逐渐深入

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核。 这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

的深化聚焦十分有益。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个时期以来

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横断面的展示，而把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史学现象进行纵向、系统的梳理、剖析，
在中国当代史学史发展史的高度进行研究，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4］概言之，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取向总体倾

向于横断面的评析，纵向、系统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需要坚

持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相结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原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考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理论源流、发展轨迹、典型特点、克服对策等等，给人们提

供一面整体呈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透镜”，进而让

人们更好地认识、分析、评价和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2. 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元研究

从对历史虚无主义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来看，可以发

现，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中仍然处

于主流地位，经验研究、思辨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还

是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方法，还没有就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开展系统的量化研究的“例本”，同时，质性研究还

相当缺乏。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典型的社会思潮，是非常复杂

的历史社会现象，单纯的传统研究方法和单独的历史学科

研究难以有效实现研究的科学化、深入化和精致化，需要倚

赖多学科研究协同、多元化研究方法并用，才能够实现学科

和方法的互补互借，互促共进，才能更加全面、深刻、有力地

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因此，有必要采用传

统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多元结合的研究方法。
3. 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效度的研究

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相比

于研究早期，研究后期（2005-2010）的聚焦点是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本身，可以说，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源流、本

质特点、理论缺陷和应对策略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全面。
但是，由于缺乏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影响对象、影响范围、影响方式、影响大小并未有充分全面

的探索和令人信服的研究。例如，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

大学生、 青少年、 领导干部等这些重要群体的影响范围如

何、影响大小如何……等等，还没有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

的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 这就需要学者采用多学科协同的

研究方式、多元化研究方法并用的研究路径，就历史虚无主

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对象、影响范围、影响方式、影响大小等

开展系统探索，拓深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效度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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