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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罗宇凡 朱基钗

一段时期以来， 历史虚无主义作
为一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政治思潮在一
些领域沉渣泛起， 产生了较大的负面
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要害是
什么？具体有哪些表现和危害？如何抵
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记者就有关问题专访了中央党史
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记者： 请您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一
下， 我们党是怎样提出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这个重大课题的？

曲青山：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
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基
础。党史、国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
阵地之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和丑
化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由头”；党史、
国史上许多重大、敏感问题，容易成为
他们宣扬历史虚无主义， 实施西化、分
化图谋的借口。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是我们党为维护自身历史、 巩固意识
形态领导权、 巩固国家政治安全而提
出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
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
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
的遗产。”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
民族、 国家历史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本态度。

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科
学客观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展
示了我们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鲜明
态度。

江泽民同志指出：“资产阶级自
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
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
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
主义的滋长， 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
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
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警惕和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

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党史、 国史
问题，强调“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
结经验， 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
来， 习近平总书记适应意识形态斗争
新要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
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表现、目
的和危害，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

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
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指明了方向。

记者： 历史虚无主义有时披着学
术的外衣，有时打着娱乐放松的幌子，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容易使人不知不
觉掉入它的圈套。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
质和要害到底是什么呢？

曲青山： 历史虚无主义确实具有
极大的欺骗性、 迷惑性。 改革开放以
来， 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
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以
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
想代替史实，肆意肢解、歪曲历史，混
淆视听、迷惑大众。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就是以所
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
革命历史、党史、国史、军史。历史虚无
主义并非一个学术流派或一种学术观
点，它带有强烈政治倾向和政治意图，
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 历史虚无主
义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 用孤
立、片面、曲解的方法分析、观察历史，
虚化事实，否定历史的客观性，随意歪
曲历史真相；虚化规律，否定客观存在
的历史真理， 否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和大趋势；虚化价值，否认历史的育人
功能，解构主流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 就是拿中
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
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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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搞乱人心， 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记者：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要
害使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
性和复杂性。 历史虚无主义具体有哪
些表现和危害呢？

曲青山：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
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只起破坏作用”；否定中国选择社
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称是“误

入歧途”； 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
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
搞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
义”；把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
的延续”； 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
的领袖，抹黑英雄模范。概括地说，历
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危害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通过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
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必然性、
合法性。 有人不顾中国革命和中国历
史的特殊性， 抛开具体历史背景和客
观条件， 质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有人以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出现曲折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
有人否定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历史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 党的历史
与党的执政地位息息相关， 否定党的
历史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否定党的执政
地位，其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 通过否定党的领袖及其思
想结晶， 从根本上动摇党和人民团结
奋斗的思想基础和民族精神支柱。一
些别有用心者拿毛泽东晚年错误做文
章，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肆意抹黑、
彻底否定。 这实际是从根基上抹杀我
们党、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发展的必然性，
也否定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 通过否定党带领人民选择
的自己的道路， 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党带领人民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
路，创造了辉煌业绩，但也遭到敌对势
力的诋毁。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实现现代化，认
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补上资本主义
这一课”，其用意就是要否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虚
无主义割裂历史， 将新中国的历史分
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并互相

否定，人为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这些
错误言论不仅违背历史事实， 也违背
中国基本国情和人民基本诉求， 是想
将中国带上歧路。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
无主义的危害古人已经说得很清楚
了。在现当代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苏
联解体的灰烬余温仍在。 如任由这种
历史虚无主义滋长蔓延， 我们就可能
步其后尘，不仅党的执政地位要丢失，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积累的成
就也会毁于一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也会被迫中断。 对历史虚
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和危害性， 我们要
有清醒认识。

记者：根据您的介绍，历史虚无主
义危害严重。 那么， 对待历史虚无主
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曲青山： 对待历史虚无主义的态
度， 一是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
响，二是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我们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党
史工作特别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
要论述，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坚决捍卫党的历史。

对待历史虚无主义的正确态度，
最根本的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
史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抵
制和反对，敢于亮剑，增强党史认同。
一方面，思想宣传部门以及历史工作
者、研究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所攻击
的党史、国史、军史重大问题，要提高
回应反击力度和及时性，防止错误思
潮被过度热炒，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要深化对一些党史热点难点问题的
研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牢牢掌握
党史舆论主动权、主导权。

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
民众，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
力，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
要害，不要被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所

迷惑，人云亦云、随意跟风，助长历史
虚无主义的歪风，要将思想和行动凝
聚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上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
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
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最有理
由自信的。” 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理直气
壮、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记者： 我们认清了历史虚无主义
的本质和要害， 也了解了其主要表现
和危害， 那么怎样将对历史虚无主义
的正确态度落到实处， 贯彻到工作生
活当中， 怎样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呢？

曲青山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
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
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 才能正确
地认识现实，并以史为鉴，鉴往知来，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抵制和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安全，必须高度重视。

一是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
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
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研究分析的
基础上。这是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具体来说，要
着重把握客观性原则、 历史主义原
则、历史辩证法、历史整体研究原则
等几个基本原则。

二是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
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
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要
求。具体来说，就是要牢牢把握历史
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深刻揭示历史发
展的主流和本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立场和维护党、国家、民族团

结的立场。
三是把正确认识历史、客观评价

历史、 科学研究历史纳入制度化、法
治化轨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已经将“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
人”“歪曲党史、军史”列为严重违反
党的纪律的行为。《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也明确规
定，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
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
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
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
鲜明反对和抵制。2016年10月， 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5个人民法院依法保护
“狼牙山五壮士” 等英雄人物人格权
益典型案例，这是用法律手段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举措。

四是坚持原则，注意方法。要坚持
“正面应对为主、更加积极主动”的方
针， 在正面应对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
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的同时， 更加积
极地应对，主动设置议题，积极大胆发
声，驳斥错误言论，澄清历史事实，引
导舆论方向。要坚持“精准应对、务求
实效”的方针，在收集、梳理歪曲攻击
党的历史的主要错误观点的基础上，
更加精准地应对，坚持从实际出发，把
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
分开，根据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措施。
要坚持“组织起来、形成合力”的方针，
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 动员各条战
线各个部门，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形
成应对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实
现效果最大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对我
们共产党人来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
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系
统，将按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精神，把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到党史工作
的方方面面， 在总结运用党史的基础
上，以深化党史研究为基础，开展多种
形式的党史宣传教育， 旗帜鲜明地与
历史虚无主义做坚决斗争， 更好地发
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供良好的
舆论氛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 � � �“我们团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批革命
武装之一，更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曾任
“叶挺独立团” 政委的张东杰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90年前， 这个团参加的南昌
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
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1927年的中国，处处笼罩着白色恐
怖。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由国
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临时
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 决定在南昌
举行武装起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金立
昕说，“中央派周恩来赴南昌， 组织成立
中共前敌委员会，进行南昌暴动。”

坐落在英雄城南昌繁华地段上的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当年名为江
西大旅社。90年前，那一声震撼世界的
枪声就从这里响起。

7月27日，起义领导人在江西大旅
社召开会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
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
会议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金立昕说，后来起义时间推迟到8
月1日凌晨，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
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提前举行。“当时南
昌城内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仅有1万多
人， 而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武装
力量有贺龙、叶挺、朱德领导的国民革
命军，共约2万余人。”

张东杰说，“叶挺独立团” 当时的
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第73
团，团长是周士第，起义前驻扎在江西
九江的马回岭。

据时任前敌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开

国元帅聂荣臻后来回忆：“恩来临去南
昌前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 设法把二
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并负责接
应以后赶到九江的部队与零星人员，
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头的枪声
骤然响起。“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
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
举行起义，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
斗，歼敌3000余人，起义部队占领了南
昌城。”金立昕说。

8月1日9时，在南昌城召开了有中
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
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
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 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番号。 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

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刘伯
承为参谋团参谋长。

张东杰说， 在得到起义部队占领
南昌的消息后，“叶挺独立团” 星夜兼
程，8月2日与在南昌的主力部队会合。
“在后来的南征途中，我们是起义军的
主力之一”。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 ：
“……我和周士第分工， 他带73团，我
带75团，急速向南昌开进。我们到德安
后，火车不通了，便改为步行，连夜赶
往南昌。我们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
天拂晓，天刚刚亮。”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奎、
朱培德向南昌进攻， 起义军按原计划
向南挺进。8月3日至5日， 起义部队先
后撤离南昌。

金立昕介绍，由于起义没有认识到
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到9月下旬，起
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围攻，起
义宣告失败。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
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战到粤赣
湘边界地区，后来上了井冈山，另一部
分转入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
是伟大的。”金立昕说，它标志着一支新
型的人民军队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后来，8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建军节。

如今， 昔日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敌
人的人民军队， 已发展成为诸军兵种
合成、 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
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 �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连
是人民解放军最著名的连队之
一。 ”自豪，写满了29岁的王玉光青
春的脸庞。

毕业于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的王玉光， 目前担任中部战区陆军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指导员。

“军魂，从我们这里发源。 ”作为
“红一连”第54任指导员，王玉光对
连队的辉煌历史了如指掌。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失败
后，毛泽东率领不足1000人的起义
军余部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
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
究员郭志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
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缩
编建制，整顿思想。将原来的一个师
缩编为一个团， 称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第一团。 二是在部队各级
建立党组织。 支部建在连上，班、排
建小组，营、团建立党委。 实行新的
党代表制度。三是实行民主制度，建
立新型官兵关系。 在团、营、连各级
建立士兵委员会。

“10月15日，是我们连队最伟大
的日子。 ”每次说起这段历史，王玉
光都非常激动，“毛主席来到我们连
队，亲自发展了6名党员，并指导连
队建立了党支部。 ”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
第一个连队党支部， 开创了人民解
放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

研究党史军史几十年的郭志刚
认为，“三湾改编” 创造性地确立的
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从政治上
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 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
的一次成功探索和伟大实践。

从此，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
为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永远不变的军魂， 不仅指引着
人民解放军正确的前进方向， 也从
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

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
前不久，记者在“红一连”荣誉

室看到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战争年代，“红一连”参加300余

次战役战斗，屡建奇功。 新形势下，
“红一连”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连续
20多年被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先后圆满完成长江抗洪抢险、 中俄
联合军演、汶川抗震救灾、国庆60周
年阅兵、国际维和、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阅兵等重大任务。

2010年12月，“红一连” 被中央
军委授予“党支部建设模范连”荣誉
称号。

“红一连”取得突出成绩的根本
原因，就是把“支部建在连上”等红
色基因融入血脉， 坚持用过硬战斗
精神锻造连队。

“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
事演习期间， 俄罗斯一家电视台专
门为参加演习的“红一连”制作了一
期专题节目。

在一天的时间中，这家电视台
的记者们跟踪采访了“红一连”官
兵的训练、休息、就餐和娱乐活动。
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俄方记者意
味深长地说：“中国军队的这个基
层单位非常团结、有战斗力，是因
为有一个叫做‘党支部’的组织在
发挥作用。 ”

1999年，“红一连” 改制换装为
新型机械化步兵。 党支部鲜明提出：
驾驭新装备，支委当尖兵。 他们组成
“支委先行班”， 白天钻进装甲车苦
练专业技能， 晚上加班加点钻研专
业理论，不到2个月就完成新型装甲
车30多个课目的理论学习和实装操
作， 带领连队成为全师第一批改制
换装验收合格单位。

“‘红一连’的发展史表明，必须
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
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军队国家
化’。 ”郭志刚说，“这一点永远不能
动摇！ ” （新华社郑州7月4日电）

� � � �● 党史、国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之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和丑化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由头”
● 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

体、以臆想代替史实，肆意肢解、歪曲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
●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史、国史、军史
●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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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专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第一枪”：从此，军旗升起来了

� � � �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诞生至今，光荣的人民军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复兴，作出了
彪炳史册的贡献。

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听党指挥、永葆初心的历史，就是浴血奋战、牺牲奉献的历史，就是改革创新、勇争第一的历史。
从即日起，新华社开设“建军90周年·90个第一”栏目，从人民解放军90年辉煌历史中精选出90个“第一”，深入一线部队，采访权威专家，

连续播发90篇知识性、新闻性和故事性兼具的稿件，展示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第一个连队党支部：
军魂从这里发源

� � � � 这是反映南昌
起义的油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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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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