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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泛滥的法理思考

皮坤乾 杨秀琴

［摘 要］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大肆泛滥，对党和国家、社会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用法律

对此现象遏止惩处有法理基础。首先，从立法角度看，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严重违反我国的法律法规及

党规党纪。无论是根本法的《宪法》，还是《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都有

相关条文明确禁止此种错误言行。其次，从执法角度看，执法不严、法治底线失守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泛

滥的重要原因。集中表现为: 一些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违反了宪法，却未受到相应的追究; 触犯了法律，

却未受到相应的处罚; 违反了党纪政纪，却未受到相应的处分。最后，我国当前相关领域的法治还存在一些缺

失，要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泛滥，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格按照党纪国法进行查处。

第一，要完善立法，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关进制度的“笼子”; 第二，要严格执法，使法律真正成为遏制历

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利器; 第三，要严明党纪，用党规党纪守护好党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依法

遏制历史虚无主义，使法律真正担负起维护历史正义、传承民族精神的职责。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 英雄烈士名誉权保护法 “狼牙山五壮士”侵权案

“历史虚无主义”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即特指歪曲、否定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历

史、党的历史等错误思潮。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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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法理视阈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近

年来之所以沉渣泛起、“任性”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法可依、有法不依，对相关的

违法违纪言行执法不严，再加上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的确存在一些缺失，从而造成法治底线失

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要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泛滥，需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格按照党纪国法进行查处。

一、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言论的违纪违法性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

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② 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往往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声称 “获取

了新资料”，需要“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原历史真相”，借助一些精心挑选的历

史细节大做“翻案文章”: 一方面极力丑化、矮化、妖魔化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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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7 月 22 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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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国史，污蔑、丑化、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 另一方面，“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

则不虚无，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①，极力

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宣扬 “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其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推翻党的领导，搞垮

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正是站在反革命的阶级立场上 “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

作”，极力“造成舆论”，以实现其“去史灭国”的目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

“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为什么垮台?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

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

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

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② 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

思潮的斗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国家兴亡盛衰，事关民族前途命运，是一场输不起的意识形

态斗争。“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③

鼓吹否认国家和民族历史共识、污蔑民族英雄的言论，在很多国家都是触犯法律、会受到法

律制裁的行为。如德国《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规定，在公开场合宣传、不承认或者淡化纳

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的言行，可依法判处 3 ～ 5 年徒刑; 法国 《盖索法》规定，凡在法国境内质

疑纽伦堡审判结果，或对审判证据、前提提出怀疑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韩国刑法规定，公然编造

虚假信息毁损逝者名誉的行为可 “判处 2 年以下徒刑或 500 万韩元以下罚金”; 美国 《尊重美国

阵亡英雄法案》将英雄烈士置于法律的严密保护之下; 俄罗斯 《卫国烈士纪念法》对英雄烈士

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进行全面保护。
如前所述，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作为一股政治思潮，本质上是为敌对势力推翻党

的领导和国家政权、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服务的。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言行极大

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及党和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这当然是我国法律法

规所禁止的行为。如我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

度; 《民法通则》第 101 条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 《民法总则》，其中第 185 条规定，侵

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46 条规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

史、军史，是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

二、法治底线失守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泛滥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法律法规制度得不到很好的执

行，违规违纪、破坏法律制度踩“红线”、越 “底线”、闯 “雷区”的行为没有受到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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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书铎: 《历史虚无主义二题》，《高校理论战线》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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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法治底线，就会出现“破窗效应”。可以说，正是由于一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

人尽管踩了“红线”、越了“底线”、闯了 “雷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才助长了历史虚

无主义错误思潮在我国沉渣泛起、“任性”而为。
1. 一些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人违反了宪法，却未受到相应的追究

首先，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认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确认了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宪法序言明确指出: “一

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

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

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宪法序言是我国宪法构造中的最高规范，最

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党的基本主张，是宪法的灵魂，对正文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它同宪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序言，就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违

反了宪法。然而，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人，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打着理论创新的旗

号，借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范式转换”、“重新评价”、“还原真相”、“告别革命”
等幌子，大肆否定、歪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宣称中

国人民在五四时期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是误入歧途，使当时的中国脱离了以欧美为

师，发展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轨道; 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只起破坏性作用”，党的历史

和新中国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是“血雨腥风的历史”，“中国在 20 世纪选择革

命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

是利用日本侵略之机，消极抗日，积极发展实力; 诋毁党的领袖，编造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

事”，妄议所谓“千秋功罪”和“红太阳的升起和陨落”; 宣称毛泽东过大于功，是 “伟大的革

命家，失败的建设者”，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毛泽东时代是 “荒

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传家宝是 “一党专政”等等。
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宪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 “社会主义制

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者

却极力丑化和污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宣称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 “农业社会主义”、“封建

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 “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独裁

制、集权制”②。断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有的人甚至赤裸裸地鼓吹政变。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

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要予以追究和纠正。法律

的权威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更在于实施。历史虚无主义者如此公开地、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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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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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言论和行为，“虚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虚无”了

我们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虚无”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虚无”了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虚无”了作为我们党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

亵渎了宪法的尊严，违反了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破坏了宪法的实施。然而，这些严重违反宪法

的言论和行为，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有的反而常年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推崇，借助互联网

催化泛滥开来。
2. 一些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人触犯了法律，却未受到相应的处罚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不受侵犯。如《民法通则》第 101 条规定: “公民、法

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

誉”。第 102 条规定: “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公民死

亡后，其生前的人格利益包括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依然受到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 “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

起诉。近亲属包括: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①

因此，用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公共利益、社会公序良俗等方式侵犯他人名誉权、荣

誉权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一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

的人采取种种方式故意诽谤、毁损英雄烈士的人格、名誉和荣誉，对民族英雄和为国捐躯的革命

烈士污名化，如某主持人戏谑、侮辱开国领袖毛泽东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某教师在课堂上侮辱

“毛岸英被打成壁炉烤鸭”，某教授 “考证”出 “刘胡兰被乡亲们亲手铡死”，某刊物刊文将狼

牙山五壮士描述成欺压百姓的 “土匪”，一些人制造传播“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

堡系虚构”，“刘胡兰是小三”，“左权是因党内斗争自杀身亡”，“张思德是烧鸦片时死的”，“江

姐是出卖色相的女人”，“雷锋是假的”等等污蔑言论……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革命烈士，从中

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开始，一直到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江姐、董

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雷锋、时传祥、赖宁等英雄模范人物，都遭到

过污蔑、诽谤。这些赤裸裸地毁损民族英雄、革命烈士的名誉及荣誉的言论，不仅没有受到应有

的惩罚，反而在网上迅速“窜红”，获得了人上人的待遇。如某历史教师长期造谣和歪曲党和国

家在革命、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肆意污蔑和诋毁党的领袖和民族英雄，并因此 “出

名”，曾一度被吹捧为 “中国最牛历史老师”，一些学校、电视台和网络媒体竞相邀请其登台

演讲。
依法经营是企业应有的责任，也是企业经营的底线。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广告宣传等都不

能违反宪法和法律。2013 年 5 月 22 日，网民孙杰在新浪微博通过用户名为 “作业本”的账号发

文称: “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

的烤肉较好。”在孙杰将邱少云贬损为 “烤肉”并进行长期大肆炒作的情况下，加多宝 ( 中国)

饮料有限公司竟然对其褒奖有加，联合 “作业本”等人进行 “烈士人肉烧烤营销”，以邱少云

“人肉烧烤”的噱头作为营销的主要卖点，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公开炒作。加多宝公司以违背社会

公德的方式，贬损烈士形象用于市场营销的低俗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

相应的部门却没有主动出面制止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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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些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人违反了党纪政纪，却未受到相应的处分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

任务的保证。1847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刚刚组建时，马克思就深刻指出: “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

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① 党章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它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规

定了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妄议中

央”，“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作为违反政治

纪律的行为，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然而，极个别党员干部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和人民

立场，公然违背党的政治纪律，肆意丑化党的领袖、抹黑革命先烈，煽动对党不信任的情绪，在

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却逍遥于党纪之外，没有受到应有的党纪处理，有的还因此博得

了“开明”的美名。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 “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

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

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② 如某大学教授、中共党

员冯某以“真相”、“揭秘”为噱头，大肆歪曲党史，散播了大量歪曲抹黑党史军史、丑化党和

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攻击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其性质和

程度极为恶劣，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却未根据相应党规党纪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三、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泛滥的法理路径

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法律上是违

法的。要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泛滥，既要从理论上批判，从政治上揭露，也要运用法

治的力量，从法律上制裁。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依

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五个典型案例，均依法有力地批驳了歪曲历史

事实、诋毁英雄名誉的奇谈怪论，使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言论受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

判，起到了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作用。这表明法律是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有力武器，

用法律来捍卫民族英雄、维护国家和民族历史共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然而，这五个典型

案例也反映出我国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严

格执法，才能更有效地依法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想，使法律真正担负起维护历史正义、传承

民族精神的职责。
1. 完善立法，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关进制度的 “笼子”
如前所述，法治底线的丧失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泛滥的重要原因。而相关立法缺失，应

对手段不足，则是法治底线丧失的重要原因。相关法制不健全，这使得从法治角度遏制历史虚无

主义错误思潮面临着诸多的尴尬与困境。如由于尚未建立违宪追责机制，我国宪法权威性仅停留

在“政治宣言”和文本层面，导致“违法有后果、违宪无所谓”的现象产生，宪法也被一些人

视为不长牙齿、不会咬人的“闲法”。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言论及行为虽然同宪法条文

或宪法价值观违背与冲突，但无法受到宪法直接规制及追责。依宪治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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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如果没有了宪法权威，也就没有法治权威，全面依法治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指出: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① 因此，要切实有

效地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就必须建立一种违宪追究机制，对违反宪法的言论进行追责问

责，决不能让违宪言论“说了，也拿我没有办法”。
由于我国对英雄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保护机制，尤其是对英雄名誉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还很不

健全，这就使得英雄名誉权保护面临诸多难题，英雄名誉保护成了一个 “问题”。如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英雄名誉权的起诉方一般应是英雄后代、亲属等，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英雄已无在世

亲属、后代，那么由谁来代表英雄维权? 英雄烈士是为国家流血牺牲，由国家认定，是属于国家

和人民的，代表着国家的价值、信仰和尊严，对他们的恶意贬损和侮辱，伤害的不仅仅是英雄烈

士及其近亲属的感情和利益，更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是对社会公众爱国情感的冒犯，危害着党执

政的根基和合法性。因此，英雄烈士被亵渎、侮辱、侵犯时，只能由家人后代自己维权极不公

平。现行相关法律侧重于对英雄烈士身份认定、资格保护、抚恤经济利益保护等方面，而缺少对

英雄烈士精神层面的法律保护; 对亵渎、侮辱英雄烈士的言行，若按照刑法规定的侮辱罪、诽谤

罪等来进行处理，却又门槛过高，难以适用; 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权的惩罚力度比较弱，根本不

足以对侵权行为人起到威慑作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人正是利用法律的漏洞和空白，

一而再，再而三地歪曲历史、丑化英雄。英雄献身国家，国家捍卫英雄。为更好地捍卫英雄烈士

的名誉和声誉，应尽快制定《国家英烈名誉保护法》等，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英雄名

誉权，完善法律责任惩戒机制，对侵犯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民事、刑事和行

政责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新媒体的开放

性、草根性、跨地域性、即时性、交流互动性、受众广泛性和虚拟隐蔽性等特点，使新媒体信息

传播体具有“蝴蝶效应”，加之新媒体存在监管困境，于是， “又产生了利用门户网站、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捏造史实、夸大碎片信息、编制搞笑视频、低俗段子来进行抹黑历史伟

人、丑化人民群众的新做法”②。借助新媒体平台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广泛的受众群体，历史虚无

主义错误思潮大肆传播，在互联网掀起了一股乱史逆流。要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必

须加大网络法治化建设力度，“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③ 斩断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网络传播链条，决不让网络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

法外之地。
2. 严格执法，使法律真正成为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利器

违法行为不受追究，法律就会形同废纸。诚如洛克所说，在一个法治国家，只要有一个人可

以不受法律的追究，就无法治可言。要使法律真正成为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利器，就必

须打通依法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 “最后一公里”，坚决依法查处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

思潮的言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 “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诉 《炎

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的一审判决，不仅从司法上支持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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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诉讼主张，捍卫了民族英雄的历史名誉和社会公共利益，更是对近年来社会中掀起的一股

“戏说历史”、丑化英雄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历史虚无之风亮出了法律底线和司法 “红线”，

这对于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泛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严明党纪，用党规党纪守护好党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 ‘破窗效应’，使党的章

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 ‘私人俱乐

部’。”①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② 作为党员要始终牢记，进

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必须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时时刻刻用党的纪律和规矩这把尺子量

量自己的言行。我们应深刻汲取苏联共产党 “去史灭国”的惨痛教训，按照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新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并使之真正成为 “带电的高压线”。对

那些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和人民立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端共产党碗砸共产党锅”的

党员干部“零容忍”，坚决按照党规党纪进行查处，切实用党规党纪守护好党史、军史和国史，

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歪曲和丑化党史、军史和国史的言行，真正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皮坤乾系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秀琴系铜仁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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