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虚无主义的四重逻辑陷阱及其克服
胡中月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玩弄“蒙太奇”“等待戈多”超“虚拟现实”和“塔西佗”等手法来设置

四重逻辑陷阱，妄图重构一个新话语体系。无论历史虚无主义如何切换手法，它在裁拼、解构、
假设和歪曲历史等逻辑演绎层面的荒谬性和迷惑性，决定了其在价值建构层面的消极性和破

坏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在于愚昧僭越文明、恶俗调侃崇高、假象遮蔽真相、支流取代主

流。为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积极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逻辑陷阱衍生的沉疴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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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1] 新时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需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历史问

题、分析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尊重人类社

会实践活动创造的历史，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旨归。当前，形形色

色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是个

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研究历史虚无主义逻辑演

绎的手法、揭露其逻辑陷阱的荒谬性、消极性、危
害性以及提出化解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四重逻辑陷阱

历史虚无主义出于虚无历史的话语逻辑考

量，抛出一些逻辑陷阱的话题。虚无是贯穿于历史

虚无主义始终的一条主线，在历史虚无主义逻辑

演绎中被赋予了优先性。
（一）“蒙太奇”逻辑陷阱

“蒙太奇”是音译法语的外来语，在法语中是

“剪接”的意思。所谓“蒙太奇”手法实际上就是把

具有时间序列的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把不同来

源的东西拼凑在一起，把“导演”的观点强加于“观

众”，人为地拼凑和剪贴素材。历史虚无主义常常

运用“蒙太奇”手法，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打扮的

“小姑娘”，对历史素材进行剪裁与分解、拼凑与组

合，任意地取舍、隔断和组装历史。为了自圆其说，

遮蔽一部分内容，张扬另一部分内容，对历史事件

过度“包装”、对历史人物过度“美颜”。操纵时空，

自由式地涂装、涂料和涂抹史料，把人们带入一种

穿越时空的幻境。
（二）“等待戈多”逻辑陷阱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塞缪

尔·贝克特的一部荒诞戏剧。剧中的主角“戈多”一
直被等待，自始至终都“不在场”，而剧中出场的其

他 5 个人物却语言模棱两可、行为荒诞可笑、记忆

模糊不清，无法清晰地分辨每一个人的角色。该剧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模糊，故事情节荒诞离奇，语言

粗俗不堪，剧中的气氛混乱、毫无意义。它呈现出

“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悲

剧，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空虚、绝望的

精神状态。历史虚无主义运用无厘头式叙事风格，

抽象化地描述历史，如同沃霍尔的作品“坎贝尔的

罐头”一般，崇高与平凡之间不存在距离了，那种

追求意义的、追求美的、追求崇高的、追求价值的

意图统统在虚无中被摧毁和消解了。
（三）超“虚拟现实”逻辑陷阱

“虚拟现实”是一种借助于计算机生成模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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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仿真技术，能使用户沉浸在三维动态视景和

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环境中，也就是在一定程度

上再现真实。而超“虚拟现实”是以预设为逻辑起

点，主观臆想、篡改历史，通过假设和想象历史来

转换话语体系。历史虚无主义惯用“预设”伎俩，设

置“预设模型”，假设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把并没

有发生的假设和想象的历史场景强行塞进客观发

生的历史中，臆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脉

络，通过主观臆想来推断历史结论，然后再印证自

己的预设，把人们带入有假设和想象色彩的自我

想象和推断的虚假历史黑洞中。
（四）“塔西佗”逻辑陷阱

“塔西佗”陷阱源于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

佗，通俗地讲，它是指当某政府部门或组织机构失

去公信力后，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坏事，说真话还是

假话，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说假话。“塔西佗”陷
阱类似于我国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狼来

了”。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打着“反思历史”的幌子，

摇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戴着有色眼镜看历史，拿

我们党史、国史中的一些错误和失误说事，比如围

绕“文革”做文章来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我国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合法性”等等。历史虚无主义看待历史问题带有

个人偏见、个人情绪等感情色彩，具有随意性、片
面性和狭隘性等特征，抓支流并无限夸大，选择性

地虚无历史、歪曲历史。

二、历史虚无主义逻辑的荒谬性与危害性

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重构一个新话语体系，但

是，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如何切换手法，它在裁拼、
解构、假设和歪曲历史等逻辑演绎层面的荒谬性

和迷惑性，决定了其在价值建构层面的消极性和

破坏性。我们只要充分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逻辑

演绎的荒谬性、迷惑性，就能够深刻地洞穿隐藏在

其逻辑陷阱背后的危害性。一言以蔽之，历史虚无

主义的危害性在于愚昧僭越了文明、恶俗调侃了

崇高、假象遮蔽了真相、支流取代了主流。
（一）裁拼历史的荒谬性与危害性

历史虚无主义用平面化、碎片化思维方式的

“蒙太奇”手法在历史的时空中任意裁剪、拆分和

拼凑史料，厚重的历史的主旨被抽空、内容被阉

割。历史虚无主义用零碎的历史片段否定整体的

历史发展规律，断章取义来割裂历史，随意涂鸦

来虚无历史。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的

蔓延冲击了史学的客观性，那么这不是虚无性对

抗了客观性，而是历史虚无主义自身的逻辑演绎

是以裁剪、拼凑和涂抹历史为基准的。当前，这种

“蒙太奇”逻辑演绎手法渗透在历史题材的文艺

作品中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比如以“创新”为噱头

的历史穿越剧，随心所欲地穿越时空，进而裁剪

历史、拼凑历史、粉饰历史，娱乐了大众、博取了

眼球。“历史虚无主义转而利用不引人注目的历

史细节做文章，通过歪曲编造历史来渲染‘权力

崇拜’、隐射现实，对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良俗的建

设产生了极大的侵蚀和破坏作用。”[2]57 历史虚无

主义对待历史缺乏严谨性和敬畏心，甚至用剪裁

和拼贴历史细节的隐蔽性手段来影射现实，传达

着一种非主流的价值导向，容易诱导人们尤其是

未成年人对真实历史产生误解，形成一种错误的

历史观，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
（二）解构历史的荒谬性与危害性

历史虚无主义用极其荒诞的“等待戈多”手法

在失去“画框”的历史中寻求无意义。这种不确定

性、戏虐性、模糊性充满了荒诞感、颓废感和虚无

感。“不确定性之痛”诱导了人们抛弃立场和价值

判断，渲染了人们的焦虑情绪，为人们注入消极

而又颓废的精神鸦片，力图把人们带入毫无意义

的困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采取简单化、绝对化、极端化的态度。对历史人物

非黑即白式的绝对化判断，甚至对开历史倒车并

业已定论的历史人物极力“反转”，颠倒黑白，是

非曲直不分，颠覆人们的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

解构宏大叙事，标榜个性和自由，迷恋于历史泡

沫，“戏说”“水煮”“笑谈”“大话”式的消费文化、
犬儒文化使历史失去了庄严和厚重，伴随着人们

精神层面的虚无感、荒诞感接踵而来，陷入“庸

俗、媚俗、低俗”的泥淖。《红色娘子军》被改编成

青春偶像剧、《沙家浜》被篡改成“一个女人和三

个男人的故事”、戏说刘胡兰死亡“真相”、造谣黄

继光堵枪眼违背科学、恶搞董存瑞举炸药包被两

面胶黏住，等等。历史虚无主义在市场利益驱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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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消费”历史，“历史成了娱乐的玩物，成了经

济产值的陪衬，成了新奇、偏执的奴隶。”[3]16 历史

虚无主义恶搞和戏说历史人物，红色经典被商业

化、娱乐化，亵渎了崇高、弱化了权威、贬低了英

雄。历史虚无主义以揶揄、调侃和反讽党的领袖，

如揪住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放，抹黑、妖魔化毛

泽东，使领袖的魅力日渐式微。历史虚无主义抹

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定文化的传承性，

轻蔑黄土文明、颂扬蓝色文明，弱化了人们的民

族自尊心、自信心与凝聚力、向心力。历史虚无主

义冲击了现有的社会秩序，使社会陷入一种价值

失范的表征危机。
（三）假设历史的荒谬性与危害性

历史虚无主义用超“虚拟现实”手法来假设历

史、想象历史，抽象地臆测历史，把严肃的历史演

绎成童话般的漫画故事。以“假设历史”为预设，

这种标新立异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虚

构和想象不曾发生的历史违背和漠视了历史内

在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用自我想象的“使然”转换

客观存在的“应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虚

无主义没有认真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历史，视

历史事实为纯粹性的描述语言，用假设替代真

实。如假设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成功之

说、假设我国当年不学“苏联”而学“英美”之说、
假设我国当年不“抗美援朝”之说等等。历史虚无

主义以逻辑预设对历史展开戏谑和开发，无中生

有，恶意捏造和篡改事实、肆意编造和杜撰谣言，

炮制“侵略有功论”“殖民有利论”“黄祸论”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天马行

空地假设、想象和意淫历史，妄图使人们的记忆

发生变形。历史虚无主义抹杀真实发生的历史，

遮蔽了历史的本真，颠覆了人们历史观，对人们

制造了思想上的混乱。
（四）歪曲历史的荒谬性与危害性

历史虚无主义用“塔西佗”手法来瞎子摸象、
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森

林，只看支流不看主流，进而散布虚无言论。历史

虚无主义以片面否定整体，以支流否定主流、以
现象否定本质，片面、静止、孤立的看待历史的发

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遵循的是唯心

主义历史观。“充满矛盾的地方在于，历史虚无主

义者既要解构既定历史，指责既定历史的书写带

有意识形态倾向，又不想承认自己对于历史的

‘重写’更带有意识形态倾向。”[4]79 历史虚无主

义以今天的标准评价曾经的历史，对历史按照

自身的喜好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违背了马克

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丧失了基本的唯物主

义立场。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

对中国共产党史采取虚无的态度，否定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愈发明显，对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

系列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反而死死咬着党在“三

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文革”中的失误不放，充

满偏见性的武断的下结论，颠覆人们的基本共

识。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重塑历史记忆，与主流意

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吞噬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重威胁到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三、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逻辑陷阱的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

以荒谬的逻辑演绎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

客观必然性，使人们不能了解的历史真实性。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不可消解。克服历

史虚无主义逻辑陷阱衍生的沉疴痼疾，需要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来看待、分析和回应历史问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克服

“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

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苏

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了列宁、斯大林，把人们的

思想搞乱了。“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

入低谷。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社会结构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思想出现了多元、多样、多变的趋

势，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沉渣泛起。面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侵袭和挑战，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因为

这关乎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克服历史虚无主义，

引领社会思潮的走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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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价值导向、思想引领和道德规范功能，维护社会

秩序的稳定。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做到

立场坚定、及时澄清、依法惩处。当然，克服历史虚

无主义的错误言论，要有理有据地发出好声音、传
播正能量，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来审判它。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作品的创造，加强对历

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治理，摒弃颓废、消沉的“三

俗”作品，摒弃抗战神剧、雷剧等虚假、浮夸作品，

从源头上杜绝历史虚无主义滋生的土壤。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用人们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话语

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使其具体

化、形象化、生动化和日常化。凝心聚气，讲好中国

的辉煌故事、讲好党的光辉故事、讲好革命英雄的

故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守住防线，牢牢掌握话语

权、主动权和领导权。
（二）坚定“四个自信”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克服

历史虚无主义摇着“反思历史”“重评历史”
“还原历史”等旗号，以“学术研究”名义为掩盖，拉

大旗作虎皮，吓唬人、蒙骗人。历史虚无主义对我

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社会主

义建设史展开大肆的虚无和歪曲。[5]毋庸置疑，改

革开放 40 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欣

欣向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已经确立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实现“强起来”的新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主要因素在于我们有充分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

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当前，社会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需要开拓

进取、攻坚克难，坚定“四个自信”，克服历史虚无

主义的侵袭。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

文化是偏执的、极端的和狂妄的。新时代，我们要

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袭。道

路自信，就是我们要坚信党领导人们开辟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光明的，能够实现国

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理论自信，就是坚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

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制度自

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

能力的先进的制度；文化自信，就是要继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珍惜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诚然，文化

自信是“四个自信”中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抵抗历史虚无主义的

内在免疫力。比如“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以人

为本”的治国理念；“仁爱”“诚信”的和谐思想；“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等等。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克服

历史虚无主义以“史”立论，因此，在史学领

域，马克思主义不能失语、失声和失踪，大力提高

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

理论。加强党史、国史的唯物史观教育，提高人

们唯物史观素养，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我们要

警惕“神话史观”和“童话史观”。如果把历史宣

扬成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一路高歌

凯进的过程，那就是“神话史观”。如果把正面人

物描绘成高大全、伟光正，所向披靡，好人不犯

错，像童话故事一般，那就是“童话史观”。这种

把历史事件“标签化”、历史人物“脸谱化”的单

一化、纯粹化做法，经不起推敲，都不是历史唯

物主义。我们不能让历史的内容陷入历史虚无

主义逻辑陷阱的谬论中，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

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实事求是，用事实说

话，秉笔直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对待诸如“文

革”中留下的硬伤，要敢于面对、勇于解决，总结

经验教训，避免被历史虚无主义抓住“把柄”，落

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逻辑窠臼。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视角、新的史料、新的

观点会被挖掘，人们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会被不

断地修正和刷新，但这并不等于颠倒黑白，随意篡

改历史。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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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虚无，同样，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

战”也不容抹杀！无论如何粉饰日本侵华史，都无

法篡改“南京大屠杀”的铁定事实。我们看待问题，

要抓主题、主流和主线，辩证地、客观地看待历史

人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历史谱系中的代表

性符号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与他们所处的时代

背景和环境息息相关，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

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而用今天的价值标准去

苛求历史人物。对毛泽东等革命领袖要做出实事

求是的评价，既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回避

他的晚年错误，不能因为他的历史功绩就顶礼膜

拜他，也不能因为他的失误或错误就全盘否定他，

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淖。山因脊而雄，

屋因梁而固！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没

有英雄的民族是个可悲的民族，我们要崇尚和敬

畏英雄，要勇于担当，敢于亮剑，涤荡诋毁英雄的

错误言论。
（四）充分运用新媒体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克服

以微博、微信兴起为标志的新媒体颠覆了传

统舆论、舆情传播的单向模式，以其即时性、互动

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滋

生蔓延的温床以及兜售虚无言论的主战场。“历史

虚无主义奉行者巧妙地利用网民的情绪化心理、
叛逆性心理、理想化心理等，故意放大中国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中出现的问题，挑起网民的不

满情绪，动摇网民的价值取向，颠倒社会通行的是

非、美丑和荣辱标准。”[6]19 历史虚无主义在微博、
微信上借壳产卵，大肆泛滥，各种标新立异的歪

曲、诋毁、丑化历史的“标题党”吸引网民的眼球，

经过网络大 V、意见领袖们的策划和煽动，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在微博、微信上传播，一些网民不辨

真假，以跟帖、点赞、转发等方式盲目跟风，形成

“蝴蝶效应”。这种虚假的“民意”极具迷惑性和蛊

惑性，左右着人们对事情的认知，判断和理解。历

史虚无主义借助新媒体甚嚣尘上，哗众取宠，炮制

大量篡改、新解和虚无历史的段子，搞乱了人们思

想。历史虚无主义不负责任地造谣惑众，宣泄负面

情绪，用隐晦的手法表达着政治诉求。
网民一旦触及到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就像打

开“潘多拉魔盒”一样，各种负面情绪接踵而来。
“微”时代，克服充斥于网络的虚假信息在于“治”

更在于“智”。我们应该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增强

网民的理性认知水平和辨别能力。完善治理网络

谣言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打

造网络舆情监测预警系统，构建官、媒、民网络联

动机制。发挥“议程设置”作用，设置主流意识形态

的议题，引导网络舆情走向，打造网络主流意识形

态的阵地。拓宽网民参与公众议题的互动平台，

“建立畅通无阻的信息传递渠道和表达机制，拓宽

大众参与历史话题讨论和历史问题建构的平台，

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话语和形象更具亲和力和

亲切感，能够以大众的视角对社会热点问题及时

发表言论。”[7]32 发挥好新媒体话语传播的时代感、
魅力感和亲切感，以图文音、微视频、微动漫等多

样化形式发出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增强主流话语

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化解网络虚假信息的戾气，营

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秩序和网络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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