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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拓
展了传播渠道，歪曲历史甚至凭空
捏造穿越时空的材料，用“黑墨镜”
遮挡，弱化英雄光环，用“哈哈镜”恶
搞，矮化民族精神，用“有色镜”嘲
讽，丑化民族文化。如何破除历史
虚无主义？生物医学上讲，“免疫
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
识别和消灭病毒、细菌的第一道防
线。要获取历史虚无主义的高质量

“抗体”，就要学会“避坑”，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揭破其“套路”。

从历史本体论看，历史虚无主
义貌似代言人权，实为背离群众。
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过
程，人民群众是历史实践的主体，是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
克思说，“历史并不是利用人实现自
己目的的独立人格。历史不过是追
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路线
融入政治灵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而历史虚无主义用偏执、虚化
的立场对待历史主体，主张历史是
精神运动的产物，片面地认为历史
主体应该崇尚无限“自由”“人
权”，“过好自己”“活在当下”，并
将这种偏执诉求凌驾于人民群众的
利益之上。他们面对中国革命和建
设伟大实践，不是站在国家和人民
的立场评价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而是用先验论，预设一些抽象的观
点，并以此作为衡量历史发展的价
值尺度，得出“中国革命过于激
进”“中国制度不如西方优越”的
错误结论，从而背离了历史的主体
性、具体性。

从辩证认识论看，历史虚无主
义貌似全面分析，实为消解信仰。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
片面的“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不是
古今中外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日常
赘述，也非个人一生经历的简单叠
加，而是蕴藏在事件背后的原因、动
向，是社会历史曲折发展进程中的
系统轨迹。而历史虚无主义习惯用
主观、虚构的立场对待历史和英雄
人物，认为历史经不起推敲，英雄并
非人们心中所想。他们嘲讽雷锋、
诋毁焦裕禄，试图挖掘“文化的真
相”和“英雄的背后”，从具体人物着
手，用主观臆想抹黑榜样、掩盖事
实，使人们逐渐丧失对英雄的敬仰
和文化的认同。他们刺探英雄镜头
之外的生活，“嫁接”虚假材料哗众
取宠，以博取受众眼球。岂不知“天
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人民英雄
的无私奉献和负重前行，才是岁月

静好的真正支撑。
从历史唯物论看，历史虚无主

义貌似还原历史，实为历史虚无。
历史并非一部直线进步的史诗，而
是螺旋状持续不断向上运动。人们
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能以
碎片化材料遮挡系统化史实，不能
以个人观点覆盖整体记忆，不能以
主观臆造的虚无代替革命奋斗的存
在。而历史虚无主义者披着“客观
评价”的外衣，打着“深入认识”的幌
子，或用偏激情绪化语言，或“变异”
为理性学术腔调，或用西方话语讲

“中国故事”，迷惑、煽动着或涉世未
深、或不明真相的受众。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奇迹，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结果，这些都
是最深刻的历史原图。而历史虚无
主义擅于用“显微镜”寻找或捏造蛛
丝马迹，再用“放大镜”以偏概全、一
叶障目，企图否定新中国70多年发
展的巨大成就，刻意和主流媒体的
宣传唱反调。他们给汪精卫贴上

“风度翩翩”的标签，“怀念”民国时
期国统区的生活，以所谓真实的历
史细节为话题，用错误的架构武断
修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以“给汉奸
翻案”“革命胜利属偶然”等口吻大
做文章，与历史背景和主流价值观
背道而驰，引导受众误入歧途。

从实践方法论看，既要立破并
举，又要警惕繁殖。马克思认为，

“如果不是将唯物主义方法作为调
查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将其用作
一种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扭曲历史事
实的现成模板,那唯物主义就变成
了它的对立面”。实践是历史唯物
主义的范畴，是人们获得客观认知
的根本途径。思想离开了实践，就
不能在社会车轮的前面充当向导的
角色。人们的认识运动是在实践
中，随着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客观过
程而发展的，不可避免地要面对

“立”与“破”的问题。这就要求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坚持以立为
本、立破并举，既要增强主流意识
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又要从理
论和实践上彻底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在批判性中增强建设性。历史
虚无主义的“生命力”表现在不仅
存活下来，还以自身错误的信源和
结论，为其他理论研究提供起点和
支撑，衍生繁殖新的错误理论。如
果不能以有力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
去破除那些混淆视听、唯恐天下不
乱的历史虚无主义迷雾，它就可能
会和西方的新闻自由、新自由主义
等其他极端思想沆瀣一气、同流合
污，或成为“颜色革命”的马前
卒，或泛滥成灾为其他腐朽的社会
思潮，由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
化为图谋瓦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最终达到使一个国家政权颠
覆、民族分裂、主权丧失的目的。

总之，我们要把握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
法，在识别、破除历史虚无主义“政
治病毒”中提高鉴别力、批判力，
增强“免疫力”，要时刻警惕和自
省，千万不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历
史虚无主义的帮凶。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揭破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
郑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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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破除那些混
淆视听、唯恐天下不乱的历
史虚无主义迷雾，它就可能
和西方的新闻自由、新自由
主义等思潮沆瀣一气、同流
合污，或成为“颜色革命”的
马前卒，或泛滥成灾为其他
腐朽的社会思潮。

以生为本
提升课程课堂改革质量

潍坊科技学院从区域层面根据不同阶段、
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特点，通过教研大力推
进课堂课程改革，及时反思总结，使教研制度

真正成为教育变革强有力的支持，成为推动课改
的主要力量。在改革过程中，坚持“以生为本”

“学生是主体”的教育教学理念，把学生作为改
革的起点和归宿，保障其地位和意义，建立起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大学课堂。

在课堂教学中，从“学生发展”的视角思
考和选择“学科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遵循课
前、课中、课后“三环一体”的发展思路，把
学生推上学习的“前线”。课前突出自主学习
能力的培养，课中突出合作学习能力与探究学
习能力的培养，课后突出自主监控与自我发展
能力的培养。三者形成一个整体，最终实现从

“核心环节”到“全程优效”的目的。
潍坊科技学院以“课”为核心，从“课

堂”扩展到“课程”，创造性地实施课程体
系，使深化素质教育、推进内涵发展举措落到
了实处，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突出学生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以赛促学、促练，学生
参加全国、全省大学生“挑战杯”创新大赛、
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数学
建模竞赛等获特等奖、一等奖 200 多项，毕业
生总体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

科研先行
夯实高等教育改革质量基础

教育要发展，科研必先行。潍坊科技学院
以教学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抓手，以教育实践
为研究场域，指导教师确定研究课题，开展研
究，力求在研究理念、视角、方法、内容和成
果等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使教科研相融互
通，不断夯实区域高等教育改革质量的基础。
近年来，学院教师的“科研兴教”“科研兴
师”“科研兴校”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逐渐
形成了一种研究状态下的工作方式与行为自觉

的科研文化。
一方面，学院充分利用国家和省市财政垂

直拨付的办学经费，大力建设学校图书馆和科
研实验室等基础设施以及校园网络信息系统，
为教师开展科研工作提供可靠的支撑平台。此
外，学院部分系 （所） 根据自己开设的专业和
教师所研究的领域，与企业 （公司） 展开科研
合作，既为教师科研提供了与实践接轨的平
台，也获取了一些科研资金，从学院层面上改
善科研条件。比如，学院建有设施园艺、农业
科学、环境科学等 3 个院士工作站，建有设施
园艺、卤水资源高值化绿色综合利用、农圣文
化研究中心等 3 个省级科研创新平台，卤水综
合开发利用、软件工程、山东省农业大数据软
件工程技术中心 3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7 个
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为教师科研
提供了实践平台。

强化培训
不断提高高校师资力量

高校在开展教师培训的过程中，应完善和
创新教师在职培训机制。潍坊科技学院以校本
培训为主要方式，不断拓展教师培训的途径，
从制度层面为在职培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促
进教师培训计划更加顺利、有序地开展。

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主要体现在教学能力
和科研能力上。因此，在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潍
坊科技学院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自主培训上来，充
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坚持“校本
培训”原则的基础上，以创新思维能力培养为基
本，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根本上提升
高校教师培训质量。同时，加强同兄弟院校的交
流合作，开展校师互访项目，学习其他学校先进
的经验。 （潍坊科技学院 王晓庆）

提升区域高等教育内涵品质的探索
——以潍坊科技学院为例

目前，区域教育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对区域高等教育改
革的实践探索成为解决这一核心难题的关键
所在。近年来，潍坊科技学院坚持内涵发展
和特色提升战略，按照“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校企双方合作共赢”发展思路，以生为
本、以研促教、层层培训等方式，努力探索
包括教学、科研、培训在内的一体化发展的
有效路径，助推教育教学改革，整体提升区
域高等教育内涵品质。

每 一 代 青 年 都 有 自 己 的 际 遇 。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今天，新
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
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
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的时代使命。”在哲学意义上，际遇不同
于遭际、经历、境遇、机会或环境，亦不
同于所谓的命运，而是指人作为主体与
客体环境遇合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及境
遇状态。际遇既给人的成长发展提供
资源和机会，也含有人对客体环境的担
当与作为。把握新时代人生际遇，不仅
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提供动力和
机遇，也是其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的方向和引领。

在秉承党和人民的信任
嘱托中把握际遇

人不是抽象地栖息于世界上的孤
立的存在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这种社会关系既表现为共时性关
系，即人的生存发展无不需要相互结成
一定的社会关系，也表现为一种继时性
关系，即父母与子女、老一代与年轻一
代的传承和接续关系，彰显一种主体际
性。诚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
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每一阶段
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
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
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
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
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
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
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
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
质。” 由此可见，人生际遇的重要来源
是主体际性，这种由主体间的共时性和
继时性关系形成的人生际遇是一种主
体际性际遇。

亚里士多德以“要明白主政的良
规，必先学习服从的道理”来定义青
年。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
森严的宗法社会，青年必须服从于尊
长，而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
体，把握自己的人生际遇。梁启超在

《少年中国说》中慨叹：“造成今日之老
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五四
运动是中国青年走上历史和社会舞台
的开始，青年也因此获得为实现理想抱
负而奋斗的人生际遇。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各个不同时期，青年始终是最富有
理想和斗志的新生力量和希望所在。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
留学生时发表演讲，深刻阐述了新中国
新社会给青年一代提供的人生际遇：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
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

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每一代青
年都有自己的际遇。现在高校学生大
多是“九五后”，再过两年，新世纪出生
的青少年也将走进高校校园。他们朝
气蓬勃、好学上进、视野宽广、开放自
信，是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对当代
高校学生，党和人民充分信任、寄予厚
望。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人生际遇，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努
力为青年一代创造形成的一种主体际
性际遇。为此，要教育引导青年秉承
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嘱托，走好新一代
人的长征路，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
跑中跑出更好的成绩，在为祖国、为
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赢得
自己的人生际遇。相反，离开祖国需
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
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任何脱离祖
国和人民利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
投机取巧、自作聪明，最终都将无缘于
新时代的人生际遇。

在实现中国梦的接力奋
斗中把握际遇

人生际遇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社会关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主客
体际性际遇。所谓客体即指直接或间
接地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亦即人在生存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必定
与之打交道的、各种各样的物品或事
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时指
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
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美
好生活向往反映了主体对其依赖的客
体对象的需求。这种需求及其实现受
制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复杂的社
会关系，根本上决定于一定的生产关系
及其性质，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主客体际
性。新时代面临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
体化为人们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等客体

的需要、生产、分配和享用的不平衡不
充分，进而形成不同的生存和生活境
遇，带来不同的人生际遇。

诚然，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
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美好生
活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就是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向往，获得一种
主客体际性际遇。然而，中国梦及美好
生活向往的实现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
是什么静待花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
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
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
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
实。”

为此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中国梦
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
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人生目
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但只
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
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
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反之，
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
小天地，任何视探索尝试为畏途、把负
重前行当吃亏、“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逃
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成不了事，也
难以获得人生际遇和快乐。新时代中
国青年只有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
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人
生在实现中国梦的接力奋斗中放飞青
春梦想，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中实现人生出彩，创造美好生活。

在建功立业新时代的能
动性实践中把握际遇

进一步而论，主体与主体、主体与
客体之间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和单方面
的，而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换言
之，际遇不是我与物、我与他、主与客的
二元状态，而是二者遇合激发主体的能
动性实践的结果。马克思在批判从前
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时指出：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
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
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

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新时代中
国青年在从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
社会关系中把握人生际遇的同时，还应
通过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实践，在改变客
体世界的同时不断改变自身，创造属于
自己而又无愧于社会和时代的人生际
遇。这种通过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实践
才能真正获得的人生际遇是一种实践
性际遇，一种将主体际性和主客体际性
际遇由可能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中
介和桥梁。

诚然，现代意义的青年是工业化对
劳动市场客观需要的产物,青年作为工
业生产的预备队从儿童社会分离出来，
又同成人社会保持一段距离。生产者
和边际人的二重性，决定了青年具有自
身的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
有着自身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改
革开放以来，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
分配与获得方式出现多元化，分化程度
高，方式更加多样。青年一代不只是经
由政府统一计划和分配来实现生产和
生活资料的交换与分配，而是按照不同
的标准和尺度、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
式,从不同来源获得所需要的社会资
源。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就业门槛、
高工作压力，产生相当多弱势青年即所
谓“屌丝”；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也涌
现一些贪图享受、不爱劳动、不愿奋斗
的“富二代”“啃老族”。同时，青年人需
要接受更高层次、更加多的教育与培
训，其由“边际人”向成人社会过渡的周
期更长、门槛更高了，面临求学、择业、
娱乐、闲暇、友谊、恋爱、婚姻、住房、社
会保障等一系列挑战、困惑和压力，由
此产生诸如月光族、蚁族等。

为此，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教育引领青年，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
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
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
勇于创新的人们。广大青年把握时代
所赋予的人生际遇，立足本职、埋头苦
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勤劳的
双手、一流的业绩，用建功立业新时代
的能动性实践，才能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成就自己的出彩
人生。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
折、考验，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
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向上
的精神状态，变挫折为动力，从挫折中
吸取教训启迪人生，方能走好一生的
路，使人生际遇获得升华和超越。

总之，教育引导青年把握新时代人
生际遇，既要从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的
现实环境、境遇来把握，也要从青年自
身的现实处境来把握，更要从两者的遇
合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来整体把握。要
坚持关心厚爱和严格要求相统一、尊
重规律和积极引领相统一，教育引导
青年自觉把握新时代人生际遇，用勤
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生
活；同时，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
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的发展条件，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
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
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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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关心厚爱和严
格要求相统一、尊重规律和
积极引领相统一，教育引导
青年自觉把握新时代人生
际遇，用勤劳的双手和诚实
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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