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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党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审视
———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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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时泛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其虚无的一个重点指向，否定毛泽

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及其当代价值，对全党的思想统一、社会共识的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产生严重消极影

响。面对“非毛化”错误思潮不断变换的形式和内容，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思想定力，站稳政治立场，坚守历史底

线，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击这股错误思潮的历史经验表明，清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空间，需要进

一步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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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时泛起，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成为其虚无的一个重点指向，否定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以及

社会稳定产生严重消极影响。习近平指出: “我们不是历史

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

薄。”［1］112中国共产党在与这股错误思潮斗争过程中保持政

治定力，坚守历史底线，对其错误论断展开有针对性地回击，

对巩固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一、明确立场: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错

误思潮泛起( 1978． 12—1981． 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际上一些人将我们党纠正毛泽

东晚年的错误，主观臆测为在搞“非毛化”。“他们认定中国

将会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2］52 当时借国内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机，一种试图把纠正毛泽东的

晚年错误变成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大

行其道，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制造了新的思想混乱。尤

其是 1980 年 10 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草案出台后，党内四千老干部对

决议草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会上，他们

敞开思想，纵论中共党史和毛泽东功过。有些老干部对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的历史实践非议很多，甚至十

分尖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泽东个人

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有关。对于草案中提出的

“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也有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

逻辑上讲不通。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

上，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同见解。社会上，北京的“西单墙”出

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上海的“民主讨论会”也出现

了许多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言论。内容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

个人的诋毁抹黑以及借口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全面否

定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得国际社会产生了中国正在发生“非

毛化”的错误判断。
邓小平最早对“非毛化”提出质疑。首先他澄清了我们现

在做的事情和走的道路并非要开启一个非毛泽东化的时代。
1979 年 1 月，他在会见美国友人时提到:“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

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

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3］474其次，他借助多个外交场

合，对国际甚至国内出现的这种声音，明确表达了我们党的政治

立场。1981 年 1 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时明确讲道:

“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4］709最后，邓小

平敏锐地指出了“非毛化”的严重危害。1981 年 3 月他在会见坦

桑尼亚总统时说道:“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

误。”［4］725“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

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5］298此外，党的其他领导人也

就此现象，提出要保持高度警觉。彭真指出:“国外敌对势力正

在疯狂地希望我们‘非毛化’，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仇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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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千方百计地贬低它，妄图把它搞臭。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

的”。［6］366

对于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试图利用“非毛化”制造思想

混乱，危害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最有效的回击手段就是对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这也是《历史

决议》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一再指示《历

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

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5］291陈云也着重强调要把党成立

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写清

楚，这样“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

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7］256。《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地总结了党的历史，对毛泽东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

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

大于 他 的 过 失。他 的 功 绩 是 第 一 位 的，错 误 是 第 二 位

的”。［8］42同时，《历史决议》科学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

涵，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

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8］54 这份具有重大意义的

历史文献明确回答了历史转折关头人们关于“毛泽东以后的

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得

“非毛化”思潮得到扼制，同时也为此后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党之所以

能够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历史决议》为我们提

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澄清是非: 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错

误思潮扩散( 1981． 7—1997． 9)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精神污染”“政治风波”到 90 年代

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引发了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否

定言论，“非毛化”思潮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扩散泛滥之势，给

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带来严重挑战。
《历史决议》通过后，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同意

党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的结论，散布对中国共产党和

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毛泽东作为党的缔造者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其特殊地位和身份成为资产阶级自

由化分子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非毛

化”思潮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浊流。1983 年前后，

理论界、文艺界、出版界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污染。邓小平

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反复强调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性，但

由于会后有些人各行其是，反对精神污染搞了 28 天就没

有搞下去。［9］171986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导致

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

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否定毛泽东思想，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敌对势力趁此机会加紧对

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尤其是他们在看到苏联解体与否

定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密不可分时，加紧将攻击毛

泽东作为突破口。同时“非毛”论者趁我国确立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机，将市场经济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

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只有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是正

途。他们甚至借境外刊物发表“中国的落后与毛泽东分不

开关系”的不当言论。国外也有人大量制造将毛泽东和邓

小平对立起来的言论，认为这两个时代发生了“一百八十

度大转变”［10］5 ，毛泽东思想 对 于 今 天 的 中 国 已 无 任 何 指

导意义。这些“非毛化”的错误观点在东 欧 剧 变、社 会 主

义运动低潮的背景下被广泛传播，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

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邓小平坦言: “东欧的

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

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1］344“非毛”论者趁此机会进行

发难，但是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面

对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并以此来区分资本主

义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在 1990 年年底明确指

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

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1］364 在 1992 年的南

方谈话中，邓小平将这个问题讲得更加简明和深刻。“计

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

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373 邓小平从理

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

题，澄清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由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错误认识。

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江泽民也特别强调了

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重大意义。他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基本理论。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

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

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

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

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

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12］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他高度评价“毛泽东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

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13］346，“毛泽

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支柱，永 远 是 我 们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行 动 指

南”［13］345。在阐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他又着重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13］3 541997 年 9 月，在党的

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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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4］12 从而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

东思想的继承发展，而并非走上一条“非毛化”的道路。党的

十五大做出的科学论断进一步廓清了“非毛化”散布的“对

立论”“割裂论”等错误认识，立场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旗帜，是对“非毛化”错误思潮的一次集中有力反击。

三、坚决回击: 防范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错

误思潮蔓延( 1997． 10—2012． 11)

1995 年，以“告别革命”为标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

学界传播开来。历史虚无主义论者把毛泽东作为虚无的重

点指向，“为‘非毛化’思潮提供了思想依靠，‘非毛化’思潮

不遗余力地继承和发扬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精神”［15］28。在

此背景下，“非毛化”错误思潮开始死灰复燃。进入 21 世纪，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在“理论创新”“学术反思”的旗号下，

“非毛化”思潮主张对毛泽东进行所谓的“重评”，呈现出潜

伏蔓延的态势。
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一批历史虚无主义书籍

的出版发行，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除了对毛泽东个人的

抹黑丑化外，在这一阶段“非毛”论者散布的否定毛泽东思想

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对立，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的论调，

割裂二者的内在联系，企图造成民众思想混乱。
面对 21 世纪以来“非毛化”错误思潮的蔓延，党中央坚

定不移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组织各方面力量有条

不紊地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回击。胡锦涛在 2003 年纪念

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

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

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

展。”［16］135—1362005 年，一则题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访谈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掀起了理论界用历史真相

来回应“非毛”言论的浪潮。面对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的错误认识，理论界、学术界着

重从思想方法的一脉相承性、思想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性、
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一致性等方面深入分析了二者的内

在联系①，充分肯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重要贡

献。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从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等

方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

得的独特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而后，习近平在 11 月 17 日

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7］75，“我们在实践中要始

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坚决抵制抛弃社

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17］76。这些论断在回应“非毛化”错

误论调的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党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科

学认识上的成熟。

四、廓清时空: 清除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错

误思潮的杂音( 2012． 11—)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广泛应用，“非毛化”错误思潮在网络空间不断制造舆论焦

点，呈现出传播主体多元化、隐匿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

形式娱乐化等特点。虽然在内容上与以往别无二致，但通过

改变包装形式，借助网络技术手段，使其影响、波及范围更

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

视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高度关注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

题，同时专门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多次发表重要讲

话、指示，进一步遏制了“非毛化”思潮在网络上的传播。

进入网络新媒体时代，“非毛化”思潮从信息来源、内容、

形式、受众以及传受关系上，都表现出了驳杂性，具有很大的

管理难度。［18］72 这几年蔓延在网络上的“非毛”人物和“非

毛”观点时有出现。在海外的一些网站、论坛、社交软件、电

子刊物上，“非毛化”之声更是肆意泛滥，并通过各种渠道渗

透到国内来，扰乱人们的思想认识，对此必须严加警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的

蔓延，习近平着重从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方法层面，引导大

众明辨是非曲直，保持思想定力，避免受到不良思潮的误导。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指出评价

革命领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

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

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 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

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7］693。

针对“非毛”论者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错误认

识，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

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7］694 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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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2“两个不能否定”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

这一重大问题的鲜明立场和根本态度，力求杜绝“非毛化”错

误思潮侵占意识形态领域，误导民心，对驱散“非毛”言论对

民众带来的认识迷雾，在方法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错误思潮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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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不同阶段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理由和借口不同，

但其实质是借此来否定党的历史，动摇党执政的理论基础，

进而瓦解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如任由其发展泛滥，势必

对全党的思想统一、社会共识的凝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自信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面对“非毛化”的非议和歪曲，

如何从思想上澄清“非毛化”思潮的迷惑，从理论上批驳和肃

清“非毛化”思潮的错误言论，清理“非毛化”的传播空间，需

要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对“非毛化”错误思潮进行系统

深入的研究。
( 一) 坚持唯物史观，正本清源

“非毛化”思潮是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窠臼的一种错误思

潮，因此，我们需要从正确认识历史本身出发，找到这种错误

思潮生成并发展的症结。“非毛”论者从所谓的历史的“漏

洞”出发传播错误言论。首先，对现存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怀

疑。由于历史在时间维度上代表的是过去，这表明已发生的

事件不可能重复和逆转，人们无法将过去的事件复原，而且

历史事件的主体已经消逝，历史的真相到底为何也无从考

证。所以“非毛”论者怀疑现存历史的真实性，这也是他们打

开散布谣言局面的第一步。其次，夸大历史研究中的主观

性。由于“历史总是在历史学家选择后的历史”［19］19，这就给

“非毛”论者否定历史留下了口实。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

们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赋予了历史事件某种定位，他们难

以保持“中立者”的角色。因此“非毛”论者怀疑历史学家们

宣称的“还原历史真相”“如实直书”的可能性和真实性，主

张“重写历史”，书写符合自身利益的史学“体系”。历史在

他们眼里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和随意颠倒的政治工

具。这就为他们随意曲解、剪裁历史，得出以今非古的错误

结论，获取了扰乱人们思想的“通行证”。
“非毛化”错误思潮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

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静止、片面、孤立、主观地看待历史，得

出歪曲历史的错误论断。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

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

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

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

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

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

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

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

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0］364 因此，我们要运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遵循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将历史人物“放在其

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

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

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

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

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

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

来”［17］693。要从人民大众立场出发，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最

高准则，抓住历史的发展主线，把握历史人物发挥的历史作

用是否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遵循历史发展的客

观规律，继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即作为一种科

学方 法 与 理 论 原 则，具 体 地、历 史 地、辩 证 地 理 解 毛 泽

东”［21］7，唯有如此，才能得出科学、公允的认识和评价。
( 二) 深化理论研究，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历史决议》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出台的一份承前

启后的纲领性文件，“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

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22］219，对凝心聚气实现新的奋斗目标

产生了伟大深远的影响。随着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历史

决议》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的根本遵循。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

推进，把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割裂开来、制造对

立，鼓吹毛泽东思想“过时论”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结合新

的时代要求和发展任务，真正抓住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阐释好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是我们应对“非 毛 化”的

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作为科学理

论，它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变与不变、
坚持与发展、继承与超越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持续发展并不

断推进至新的高度。”［23］22 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轨道不断

开拓创新，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在继承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

界，这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赋予毛泽东

思想时代内涵的重要表现，使毛泽东思想不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

阐释好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离不开从事毛泽东研究

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地研究工作。针对一些打着学术研究幌

子的“非毛化”言论，理论研究者需要从学理层面加强对毛泽

东的研究，同时还应“关注民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

识和评价”［24］102，及时解决容易产生思想困惑的难点重点问

题。首先，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认识和研

究，着重阐释和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历

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着重把握其内在联系。其次，要注重对

史料的收集与挖掘、考证与整理。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是

毛泽东研究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善于利用档案馆

等一手资料，阐明自己的观点，还原历史真相，有理有据地对

“非毛化”言论展开反驳和抨击; 最后，加强对毛泽东思想时

代价值的研究。面对“非毛化”鼓吹毛泽东思想“过时论”的

错误论调，应着重立足当今变化发展的实际，“从毛泽东思想

与当前具体实际情况的结合中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

意义”［25］44，尤其可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基本原理、价
值取向、理论品格等方面探寻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的现实关联，深入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 三) 坚定“四个自信”，精准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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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强调:“坚

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

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6］348 这

一新的话语表达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对此，我们应当强化阵地意识，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对

“非毛化”错误思潮的质疑，要积极发声，正本清源，巩固党执

政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对于各种思想言论，

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
从“非毛化”错误思潮形成发展的动机来看，一些别有用心之

人想要通过“非毛化”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以此达到动

摇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等政治目的，对此必须要旗帜鲜明地

加以批判和抵制; 一部分受到金钱利诱的人，尤其是少数不

良网络媒体运营商和网络“水军”，为追逐经济利益，没有道

德底线，无视传播内容和信息，一味追求点击率和关注度，为

“非毛化”错误思潮传播提供了土壤和空间，对此应当通过法

律严惩和道德约束等手段加以遏制; 还有一些干部、群众因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怨气较重，少数人为发

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在评价认识毛泽东方面，不能秉持公正

的立场。加之有一些人因现实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从而散布

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成为“非毛化”浪潮的助

推者。对此，要充分了解其利益诉求，努力化解矛盾，积极引

导其学会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

与现实问题，努力凝聚思想共识。总之，要深入分析“非毛

化”背后的各种动机，有的放矢做出回击，才能不断缩小“非

毛化”错误思潮的传播空间，切实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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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Ｒeview of the Party’s Ｒesistance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Taking the Evaluation of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as an Example

JIANG Da － wei，ZHANG Xiu
(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the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appeared from time to time，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have become a key point of its nihilism． It negate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which has a se-
rious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unity of the whole Party，the cohesion of social consensus，and the self －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acing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forms and contents of the erroneous ideological trend of“Anti － Maoism”，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maintained its position，stood firmly of its political stand，and fought fiercely against anything which goes beyond the historical bottom lin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ighting back on this erroneous ideological trend has show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nihilism
from the historical，theoretical and reality － based dimens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its transmission．

Keyword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the CPC; historical nihilism;“Anti － M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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