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 版 说 明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意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于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组织２２个学科组开展学科调研工

作。这次学科调研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细致，覆盖面

宽，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所形成的调研报告，分析比较透彻，梳理比

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 “十五”期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取得的重

要进展和主要成绩，分析了目前的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展

望了 “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趋势，提出了今后需着重研究的重点领域

和课题，为制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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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纵深发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开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繁荣和发展的重

要时期，在 “十五”之前的１９９７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会上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提出了许多理论命题，这些命题成为

“十五”时期本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的７年间，是中国共
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继往开来的７年。继往，就是系统地回顾和总结马克
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的历史经验；开来，就是立足现实，在继承已有

的精神和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在曲折前进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

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系统阐述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丰富了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这一历史

背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条件，使相关的理论探索更加深入、学术交流活动更为活跃。

本调研报告在时间段上起始于１９９７年，终止于２００４年。内容涵盖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与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六个分支学科，每一分支学科

又分别包括学科研究中取得的主要进展、成就和主要成果，研究中的重点、

热点、难点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学科发展的趋势，以及学科

要研究的重点课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研究

（一）“十五”期间学科研究的进展和成就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思想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

得了较大发展。

１研究机构有所发展
２０００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 “中国恩格

斯研究会”改名为 “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２００４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原有的其

他同类机构，诸如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以及中国

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当

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化研究

所，还有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有关教研室和省市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研究室等仍

然正常运转，在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２编译研究成果比较丰硕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取得新进展。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从 １９９５年起陆续问世，
到２００４年底已出版１６卷 （其中２０００年以来出版８卷），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出齐
前三部分，共６０卷 （不包括笔记部分）。中央编译局在 《列宁全集》中文

第二版出齐以后，将新发现的列宁著作编成 《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由人

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１年出版，第二卷正在编译。中央编译局还以 “马克思列宁

主义文库”的形式，编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的单行

本。这些著作凡可以独立成书的，便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照

专题编成文集。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译

文的，则按照新版要求重新校订译文，编写资料。２０００年以来出版的单行本
有８本。

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中央编译局编辑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

论述的专题文集，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

论和无神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和无神论》、《马克思主义

是发展的理论———马列著作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等。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中央编译局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

订任务，计划编一套１０卷本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收入各个时期马克思

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同时编辑５卷本的 《列宁专题文集》，于２００７年一起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这两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取得新进展。根据中央实施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要求，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

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

研究的任务。这项任务包括 １８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的基本观点，中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每一个子课题都确立为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目前，各个课题组正积极开展工作，并发表了一些初步

的研究成果。为配合基本观点研究，计划编辑出版两套书，一套是 《马克思

主义研究论丛》，另一套是 《马克思主义名著译丛》，最终还将编写出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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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以及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和参考文献。

这项工程的开展实际上是对近些年来思想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基本观点研究的总结和拓展。“十五”期间，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上述问

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形成了很多成果。据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统计，自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国内出版和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共 ２０２４部，其中
有关马克思的有１０６５部，有关恩格斯的８６部，有关列宁的６９部。据中国学
术期刊网检索统计，在此期间，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 １２９１７篇，
其中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有 ７３３４篇，有关恩格斯的 ５５１篇，有关列宁的
４９３篇。

三是研究成果丰富多彩，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类。

（１）对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有关经典作家生平、著作和思
想的资料进行翻译、介绍和研究，主要反映在中央编译局马列部主办的刊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此外，还新出版了一些经典作家的传

记性著作。

（２）对经典著作的文本进行考证研究。以中央编译局为主对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 ＭＥＧＡ版进行了研究和介绍，主要见于 《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同时，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

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出版了著作，如聂锦芳的 《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

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金海民的 《马克思与莱因报》，孙伯
!

、张

一兵的 《走近马克思》等。

（３）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黄楠森主编了 《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史》，庄福龄主编了 《简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孙伯
!

撰写了 《探

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杨金海等主编了 《解

放思想史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读本》，侯才撰写了 《马克思早期思

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等。

（４）对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和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学习丛书，包括 《列宁 〈哲学笔记〉

解读》（孙景泰等编著），《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读》（杨涯

人编著），《恩格斯 〈反杜林论〉（哲学篇）解读》（解保军、陈玉霞编著），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读》 （李学丽等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有关丛书，包括 《读懂马克思》（王锐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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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著），《读懂恩格斯》 （张新著）， 《读懂列宁》 （张翼星等著）。此外，

还有 《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 （俞吾金著），

《再进资本论：若干基本理论的跨世纪思考》 （赵学增著），《科学世界观的

百科全书：〈反杜林论〉导读》（冯宋彻主编），《〈资本论〉导读》（肖殿荒

编著），《为马克思辩护》（杨耕著）等。

（５）对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在 《资本论》及经济学思想研

究方面，主要成果有 《〈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刘炳瑛著），《〈资

本论〉与当代》（邬名扬主编）， 《〈资本论〉研读大纲》 （鲍敦全编著），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王福成著），《〈资本论〉与市场经济研

究》 （姜凌主编），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 （顾海良、张雷声

著），《〈资本论〉与当代》（钟盛熙等著）等。

在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观研究方面，分别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

（周仲秋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周作翰等著），《列宁的社会主义观》

（彭大成著）。

经典作家的许多主要思想都受到关注，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

族观、宗教观、自然观、辩证法思想、社会学思想、政治学思想、法学思

想、人学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美学思想、工业革命理论、东方社会

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文艺理论、精神生产理论、全球化理论、妇女理论、

利益理论等，在这些方面都有专著出版或论文发表。

在马恩列思想的总体或分段研究方面，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

学：和青年朋友讨论马克思主义》（吴江著），《回到整体马克思：〈回到马

克思〉质疑》（郝敬之著），《整体马克思》（郝敬之著），《东方视域中的列

宁学说》（俞良早著），《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任平著），《后现代境遇中

的马克思》（张立波著），《跨越 “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

理论》（张云飞著），《列宁晚年思想研究》（向春阶著）。

３研究和交流的手段更加现代化
“十五”期间，电脑互联网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阵地。在中央实施理论

工程中，中央编译局还在逐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这是

一个包括一系列多语种、多媒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化资源库，其中主要

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库，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文献资料库。这个大型网站建成后将成为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教学和宣传的网上资源中心，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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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信息平台。

同时，思想理论界还开始应用电视、光盘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研究宣

传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于１９９８年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电视艺
术相结合，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 《共产党宣言》，在

社会和思想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自 ２００２年起，中央编译局又与上海市委
宣传部共同创作大型电视理论专题片 《创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即将完成。

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和

中央编译局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起着有

力的推动作用。“十五”期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

丛”、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译丛”。其他出版社

在翻译书目中都有一定数量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书籍。

（二）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难点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薄弱环节

１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思想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和现实性研究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

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

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等围绕着文本研究

问题召开会议进行研讨，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本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关于经典著作的版本研究。首先是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

史考证版即 ＭＥＧＡ版进行了研究介绍。中央编译局的德国专家艾克·考普夫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魏小萍合著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文本的研读与

探讨》文章以及中央编译局其他同志所发表的文章、学术报告集中反映了这

方面的成果。同时对经典作家其他著作的中文和外文版本进行研究，如杨金

海、胡永钦对 《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本进行了梳理，顾锦屏、柴方国、侯

才等对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研究介绍。吴道弘从出版史的角度

全面回顾了１９２０年以来 （重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马列经典著作的出

版情况。聂锦芳发表文章介绍了 “马恩全集”俄文版、德文版 （ＭＥ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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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 （ＭＥＣＷ）、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的情况。
（２）关于经典著作重要概念的翻译。随着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

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把目光转向理论的源头，不仅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重要概念的中文含义，还探讨其原文含义。例如，俞吾金对 《共产党宣

言》中 “两个决裂”的翻译特别是对 “传统”（ü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ｔ）一词的译法提出
异议，认为应当译成 “流传下来的”，并认为这一翻译 “错误”是中国乃至

苏东国家出现文化虚无主义的根源。为此，施德福和宋书声、杨金海、蒋仁

祥撰文进行反驳，坚持原来的译法，特别是对俞文的版本引证、非学术引申

进行了批评。又如，董辅秖、高放等对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关共产主

义是要 “消灭”（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私有制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应当译为 “扬弃”

私有制。有的学者立即把这个观点作为大力发展民 （私）营经济的理论依

据，作为私有制将长期存在的根据。为此，顾锦屏研究员撰文 《〈共产党宣

言〉中关于 “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从翻译角度和理论角度对上

述观点进行了澄清。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对个别重要概

念进行了修改，促进了对经典著作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马克思著

作中的 “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全集中文第一版译为 “社会经

济形态”，第二版改译为 “经济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变化，

并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３）关于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措施。为加强文本研究，北京大学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其宗旨是：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研究和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光荣传统，提高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水平，使北京

大学逐步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文献中心和研究中心，推

动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更加

准确的理解和阐释。近几年来，该中心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购进国内外各种

文字和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各种文献资料，建立了马克思恩格

斯文库；举办研究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展了国内外合

作和交流活动；出版 “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集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访

问学者和博士后；结合教学，培养精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教学和研究

人才。

（４）关于文本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文本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方法，有人
归结为五种模式：一是 “以恩解马”，即１９世纪后期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
解读；二是 “以苏解马”，即２０世纪上半叶苏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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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是 “以西解马”，即２０世纪中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文本的解读；四是 “以我解马”，即２０世纪后期特别是苏联东欧解体后社
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五是 “以马解马”，即今天大家比

较认同的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为根据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解

读。历史上的这些解读模式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有历史的局限

性。这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人们争论

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文本

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有利契机。所

以，“以马解马”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何才能做到 “以马解马”？比较一致的看法如下：一是认真研究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不仅研究其中文文本，还要研究原文文本。二是对经典

著作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既要弄清其字面含义，还要弄清当时的独特语境。

三是对 “语境”要深入研究，既要研究 “小语境”，即所研究概念的前后

文，也就是英文中的 “ｃｏｎｔｅｘｔ”，还要研究 “大语境”，也就是当时的整个历

史背景，包括社会状况、文化环境、别人的有关文本以及经典作家自己的人

生道路、理论来源、理论起点、理论发展的脉络、理论体系、理论的内在逻

辑、精神实质等。四是联系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研究，因为经典

作家的思想非常丰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问题都弄清，而应当首

先弄清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一些理论问题，这样我们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五是要扩大文本

研究的成果，借鉴西方 “马克思学”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建立我国的科学的

“马克思学”，乃至建立 “马克思主义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性、综合

性研究，打破过去 “三分法”的研究模式，即只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综合性研究的模式。六是要

处理好文本研究与其他各种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

等关系，还要注意处理好文本研究中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文本研究与理

论研究的关系、文本研究与现实的关系等。

（５）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在１９世纪４０～８０年代
的４部主要代表作，这就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起点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其中首次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由此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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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萌芽的 １８４５年 《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该提纲篇幅虽短，但理论空间却很广阔， “实践观—存在观—历史

观—哲学观”是其展开的内在逻辑与体系框架；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雏形的

１８４６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理论性、概括性、系统性最强的是第一

章，“实践观—交往观—唯物史观—世界史观”是其四块理论基石；作为马

克思哲学创新的升华、蕴涵在 《资本论》和晚年笔记中的辩证法体系构想。

（６）关于文本研究的研究。有的学者还对这种文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
及未来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和分析，特别是分析了目前我国出现的 “回到马克

思”现象，指出了它的必然性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现实性研究。

近几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实性研究方面的重点和热点很多，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

（１）对经典作家与时俱进精神的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
围绕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人们对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形

成了一系列成果。

（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研究。
（３）对马克思主义来源重新探讨。
（４）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思考。
（５）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党的十

六大之后，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所有制、按劳分配的概念和理论等

进行了热烈讨论，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６）注重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新认识的研究。一是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 “两个必然”和 “两个决不会”思想关系的研究。二是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进行研究。三是对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的

新认识进行研究，特别是对恩格斯１８９２年写的 《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
案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和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进行研究。

（７）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研究。
（８）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
（９）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
（１０）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研究。
（１１）注重对经典作家政治文明和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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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

（１２）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中有关人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

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研究方面近几年来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一是对经典著作文本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二是立足现实，

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注重挖掘和研究那些过去不受重视

而今天看来对我们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这就使得今天的研究，不

论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还是在研究成果及其社会作用方面，都超

过了前人。

２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薄弱环节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研究方面近几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

绩，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是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还不够

巩固。

其学术地位不够巩固问题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上述基础理论研究有被边缘化的趋向。例如，在近

几年出版的几套很有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丛书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哲

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学派、观点、人物、著作，而几乎看不到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人物和著作介绍；在反映 ２０世纪哲学的经典文本丛书里也
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本可以入选，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未被

选入。在其他的学术活动中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

程，相当一部分老师讲课不积极，学生学习不认真；对这些专业，学生报考

的很少，论文选题很少，求职很难。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

派，应当与其他学派一样对待；有的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连一个学派也不够

格，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不算学问。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思想也很

不一致。例如，一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贬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或全盘否定，或部分否定，认为这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无

关，最多与恩格斯有一点关系，或认为这是一种前现代的低层次的哲学体

系，力图用其他哲学体系来替代它。又比如，有的学者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

待马克思主义，对经典作家的概念不作严格研究和考证而轻易给出自己的解

释，或简单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解释学来解读经典作家的观点。马克思

主义的创新性有待加强，这也是影响其学术地位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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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也反映在各个方面。尽管中央很重视马克

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但许多人对该学科不重视。在从事实际工

作的领导干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专业的人很少；越来越多的大学文科，

甚至哲学系都取消了经典著作课程；这方面的经费投入很少，从经典著作

的翻译、出版、研究到教学等各个环节，经费都严重不足；从事这项工作

的专家学者缺乏自豪感、稳定感，人才流失严重，队伍青黄不接的趋势仍

在发展。

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造成恶性循环。该学科的学术地位越是不稳，

人们就越不重视；而社会地位越是不高，该学科的发展就越是困难。比如，

由于缺乏经费，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出国学习或交流的机会很少，获得第一

手资料很困难，购买必要的经典著作文本很困难，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也比

较困难，当然学术水平就很难提高，也就很难与其他学科相媲美。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的东风，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巩固和发展其在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乃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三）学科发展的趋势

从发展的观点看，该学科未来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将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到２００７年，精心编译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１０卷本和 《列宁专

题文集》５卷本将问世。到２０１０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将出

版过半，达３０卷左右。一些新发现的经典文献译文将面世，对原有译文的
一些重要修改也将完成，这将大大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２经典著作文本研究将从目前的开局阶段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
目前的文本研究特别是原文本研究还处于对文本研究的意义、方法的总

体的抽象讨论阶段，还没有对一些原文本进行广泛认真的研究。随着 ＭＥＧＡ
版新文献的不断引进、翻译、介绍以及其他文本、其他有关文献的引进和研

究，随着我国新一代学者外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广泛的

文本研究 （包括中文文本、原文本以及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将会展开。一

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将使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哲史研究等出现新的气象，在研究方法、研究内

容、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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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首先，在什么是基本观点的问题上，将取得新的一致认识并展开广泛研

究。过去一般以为教材上的基本观点才是基本观点，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识到，“基本观点”的范围也可以变化，凡是经典作家针对某些重要问题

做出的重要论断，都应当看作基本观点；所以，对过去确定的基本观点要研

究，对过去忽视的基本观点也要研究，对那些过去忽视而今天对实践特别具

有意义的基本观点更要深入研究，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全球

化、社会协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资本主义新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执政党建

设等的思想。

第二，对有关 “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

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的基本观点研究将进一步深入。过去人们自觉不

自觉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所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

革命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有关的问题研究较多，对其他问题没

有研究或研究较少。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应当更多地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

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去研究经典著作中的有关问题，这样才能展示马克思主

义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将深入展开。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例如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理论和建设理论，二者如何界定，关系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 “三大规律”

的思想能不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样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原有的

“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关系等。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将使马克思主义基

础理论研究面貌一新，克服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情况。

４新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手段将大大发展
随着电脑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普遍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交流和普及的

手段、方法将空前改善，大型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将建立起来，网上马克思

主义文献资源库将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一些大型理论电视文献片将问世，

理论研究与现代电视艺术的结合、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将成为理论战线的一个

新亮点和新空间。

（四）学科研究的重点课题

根据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思想研究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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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建议在以后的几年里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
不论是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中引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都

与对经典作家的文本理解有关，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几年理论界的

情况是这样，最近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出现的情况也是

这样。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最近几年的研究以及新一代学者

的成长也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应当尽快整合全国的力量，形成

研究合力，集中投入资金，加强收集资料，加强对外联系，争取在不太长的

时间内建设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基地，

为中央理论工程服务，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服务。

２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总结近年来理论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成功的原因在于从总体上对马克思

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有争论的地方也是在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理解。

特别是随着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课程，从总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必将得到深化。

３马克思主义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研究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思想，内容非常丰富，

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研究较少，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执笔人：杨金海）

二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重点、热点和需要着重研

究的问题

以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为标志，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十
五”以来，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江泽民同志在

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大会上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思想研究进一步
深入发展，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

展同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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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拓宽了研究领域，开阔了研究视野；二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规律，深化了研究的主题，增强了研究的深度；三是更加注意从理论、逻

辑、历史等不同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过去不太关注和关注不够的

问题展开了研究，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四是对理论界、学术界提出的

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国内外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实事求

是的研究，用新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回答；五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高水平的

研究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科建设。

自毛泽东诞辰 １００周年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新的成
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１３册、《毛泽东文集》第６～８册、《毛
泽东外交文选》、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毛泽东文艺论集》、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等著作陆续出版；《毛泽

东传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和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问题》、《毛泽东思想概论》等一大批专著相继问世；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

发表在各种理论、历史刊物上。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３年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特
别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经中央批准召开的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学
术研讨会”，全面展示了１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最
新成果，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功地推向了 ２１世纪。这些成果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全面深入地开展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总结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取得了基本一致的共识。

（２）多视角地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一步总
结了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分析了其所以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３）加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比较

研究，弄清了它们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

（４）全面考察了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与

作用。

（５）进一步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确
立的过程，明确了毛泽东是 ２０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之一，肯定了
毛泽东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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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总结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及其历史局限
性，深化了对过渡时期理论的研究。

（７）深入研究了新民主主义论，揭示了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
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历史真实，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我们今

天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初级

阶段理论及其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

（８）深入考察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关系，总结了毛泽东一生在
倡导、实践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学风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其给我们的重要

启示。

（９）系统梳理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概括
了毛泽东关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本质、执政任务等方面的论述，着重研究

了 “两个务必”和反腐倡廉思想，阐明了其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

意义。

（１０）全面考察了毛泽东关于 “三农”问题的思想，突出了其对于实施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新思路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１１）深化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
在当代战争观研究、高技术战争研究中的指导价值和实际运用，毛泽东军事

思想在中外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科学价值，分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科

学体系的层次结构，厘清了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和个别的结论，为坚持和

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１２）深刻地分析了毛泽东在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

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弄清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毛泽东所应负的责

任，回击了以此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错误倾向，维护了 《关于建国以来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的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

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历史结论。

（１３）对毛泽东科技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总结了毛泽东科技思想
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科技思想的特点、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产生的影

响及当代意义。

（１４）研究了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梳理了其主要内容，揭示了其与党
际四项原则的传承关系，正确评价了其历史地位。

（１５）对毛泽东区域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基本弄清了其形成、发展和
发生转折的过程，评析了毛泽东区域经济思想对于今天统筹区域发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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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１６）全面总结和概括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基本内容，澄清了人们对毛
泽东人口思想存在的误解。

（１７）研究了毛泽东关于国家统一的战略思想，概括了毛泽东在和平解
放西藏和处理香港、台湾问题方面的重要思想与策略，阐述了它们对于今天

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与借鉴。

（１８）对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历史考察，概括了毛
泽东妇女解放理论的主要内容，总结了毛泽东为中国妇女解放所做的重大

贡献。

（１９）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与实
践，概括了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进

行了辨析，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观察和应对复杂

的国际局势的启示。

（２０）结合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６０周年 《毛泽东

文艺论集》的出版，深入研究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针对当前存在的文

艺创作中历史唯物主义意识缺失的现象，进一步探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灵

魂及其现实意义。

（２１）对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从分头研究走向综合研究，
由寻找表面的相似点逐渐走向多角度、多层次的专题研究，由诠释毛泽东思

想与传统文化的相似性走向寻求这种相似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呈现出系统

化、全方位态势。

近些年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进展，但也还

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努力提高论文的学术价

值，避免研究课题重复；二是改进研究方法，注重多层面、多学科研究相互

结合，借鉴西方学者一些好的研究方式和论证方法，实现政治、学术、民间

三个层次的互动，推动毛泽东哲学、政治经济学、文艺思想、党建思想等学

科理论框架的构建；三是要注重文本的研究，充分利用和挖掘档案资料，提

出有独创性的见解，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一些重要领域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是

今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方向，对下列问题和课题尤其要引起重视。

（１）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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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要通

过研究，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为今天的理

论创新提供借鉴和指导。

（２）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相互关系。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它

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和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而

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深入研究这三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有助

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好地把握它们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全面充分地发挥它们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各

项事业的指导作用。这一课题既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点，也是邓小平理论

研究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重点。

（３）毛泽东思想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关系。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
下，我们党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十分宝贵的思想政

治财富和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法宝。结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深入

挖掘和研究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结合新的实际，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无

疑是今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４）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探索 “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毛泽东的探

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对这一探索进行总结和反思，１０多
年来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焦点，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研究正在

一步一步走向深入。如何看待毛泽东探索中的失误，是这一研究中的难点。

目前，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也集中在这一点上。利用翔

实的档案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今后研究的一个着力点。

（５）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理论。这一课题始终是毛
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重点。特别是对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其原因进

行探析，成为党的十五大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总体上看，对

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分歧大于共识，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６）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点。加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既要对其独创性理论进行研究，又要对它与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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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７）毛泽东执政思想。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执政实践与理论，既有成功的
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此加以总结，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指导

和借鉴意义。

（８）对国内外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的评介和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
信息交流工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经常性的任务。上次学科调查已经向广

大研究者明确提出这一任务。在评介与交流中，对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予以

批判，对一些片面的研究方法加以正确的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些

年来，这两项工作有所加强，但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述的繁荣程度相比，力

度还不够。

（二）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重点、热点和需要着重研

究的问题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伴随着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兴起并不断

深入的。１９９７年９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且把邓
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后，邓

小平理论研究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点：一是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专题研究，

并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我们党的新认识，探讨了一些新的课

题；二是研究、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在中央党校等 ５个研究基地的基础
上，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又决定增设广东、北京两个研究基地。广东、
黑龙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团中央先后开通了邓小平

网站，许多理论、历史刊物和大学学报都开辟了 “邓小平理论研究”专栏，

与 《邓小平理论研究》等专业刊物一起，构成了宣传邓小平理论的网络。三

是邓小平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一门独立学科，进入了教材，进入了课堂，成为

全国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四是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以理论工作者、党

的历史、文献研究人员、高等院校教研人员为骨干的研究队伍。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继 《邓小平文

选》之后，《邓小平思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
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相继出版，全国发表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学术论文数
以万计，各个领域的邓小平理论专题学习纲要和研究专著数以百计，此外，

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类教材、工具书和资料汇编，以及研究阐述邓小平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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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音像产品。几年来，全国召开了一系列理论研讨会。如 １９９９年由中宣
部等单位组织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全国研讨会；２００２年初在
南方谈话发表１０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科
院、广东省委宣传部等分别在北京、深圳召开研讨会；２００３年２月，中央文
献研究室与重庆市委在重庆联合召开全国邓小平研究述评研讨会等。特别是

在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中央批准于２００４年８月召开的全国邓小平生平
和思想研讨会，对邓小平理论、生平和思想研究进行了全面检阅和总结，展

示了邓小平理论的最新成果。

以党的十五大为新起点，邓小平理论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进展。

（１）充分研究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确立的时间、依据和意义，尤其重
点研究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伟大贡献。

（２）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史、人类文明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着重阐明了邓小平理论

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

（３）梳理和构筑了邓小平理论及其主要分支学科的科学体系，弄清了邓
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内在联系。

（４）充分研究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精髓，基本理清了邓小平理论以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为哲学基础，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

（５）全面研究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基本内
容、伟大意义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它的丰富和发展，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主要矛盾、发展战略、发展过程、发展特点以及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６）全面梳理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的过程和邓小平就
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所做的深刻阐述，总结了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的宝贵经验，明确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与强调与时俱进的辩证

关系。

（７）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进行了研究，概括了邓小
平经济理论的特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确立了邓小平经

济理论的历史地位。

（８）理清了邓小平 “三步走”发展战略形成的过程和主要内容，阐述

了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明确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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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遵循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９）对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梳理了邓小平关于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的主要思想观点，阐述了这些思想观点对解决 “三农”问题

的意义。

（１０）深入研究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时代背景和
基本内容，建构了比较完整的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框架。

（１１）对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内容、体系、核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研究，明确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２）结合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深入研究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内容、评价标准、特点和难点。

（１３）研究了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梳理了邓小
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弄清了民主与法制，以及民主法制与经济

建设、社会稳定、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关系。

（１４）深入研究了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在要不要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怎样建设精神文明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１５）加强了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思想的研究，深化了对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与促进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的认识。

（１６）研究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形成的过程，归纳了邓小平国际战略
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特色及其与毛泽东国际战略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１７）全面梳理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邓小平的外交
风格。

（１８）深入研究了邓小平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重点研究了邓小平军事
战略、军队改革和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思想，确立了邓小平军队和国防建

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和国防建设的

根本指针的信念。

（１９）全面总结了邓小平 “一国两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成功的实践经

验，阐述了 “一国两制”思想的伟大意义。

（２０）系统研究了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
地位、任务、对象、作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及它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的

发展。

（２１）加强了邓小平党建思想研究，明确了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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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党风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尽管在党的十五大新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完成了

邓小平理论及其重要分支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还

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研究成果重复的多，创新的少，泛泛而论的

多，精品少。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调，缺乏多样性，个人作品多，

集体作品少。

新的形势，新的发展阶段，为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

的研究方向和课题，需要引起密切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其中要特别注意下

面六个方面的问题：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用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

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的认识。

除了着重把握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外，今后还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上，加强对下面几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１）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科学
社会主义基础，其五句话抓住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

个基本问题，突出强调了发展生产力，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现实纲领和长远目标的统一。这个课题是理论界一

直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还有不少问题没有搞清楚，例

如：什么是剥削，在有 １３亿人口的中国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同富
裕的结合点在哪里，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什么不同，社会

主义本质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什么不同，邓小平提出的五句话与党

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句话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都需要我

们结合新的实践给予回答。

（２）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是我们党现阶段全部 “立论的根据”，是邓

小平理论的基石。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必须回答人们关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了社会主义

的成分、是否也包含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各种成分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理解

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 “事实上不够格”等问题。关于 “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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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如何理解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四个坚持。

（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科
学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自邓小平破题以来，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都

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但是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构完备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许多没有被认识

的 “必然王国”，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不断开拓，及时总结。

（４）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
科技思想的核心，它的研究状况直接反映着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因此，它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在这方面的研究投入大，成果多，存在的问题和分歧也多。例如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中的 “科学”的涵义究竟是什么？“第一生产力”与 “人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什么样的关系？谁代表第一生产力？对今天的工人阶

级、知识分子如何认识？对我国当前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如何认识？怎样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联系起来，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

地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５）关于维护社会稳定。邓小平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深刻，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

军队国防、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深入研究邓小平维护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发

展与应用，对于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６）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怎样理解邓小平的时代
观，他与列宁所说的时代观有什么不同。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提出的 “世界

发生大转折”、“二十四字”外交方针和关于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

“成十年成十年的看”。这些重要思想要深入研究。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重点、热点和

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

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是随着它的提出和发展逐步展开的。

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视察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３月，党的报刊开始宣传这一重要思想。５月，江泽民同志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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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江、上海考察党的建设工作，进一步阐述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重要意义。理论界和学术界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开始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

研究。２００１年７月和２００２年５月，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
年庆祝大会上和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全面系统

阐述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在此前后，江泽民 《论科学技术》、 《论 “三个代

表”》、《论党的建设》和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相继

出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２００２
年１１月，党的十六大决定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２００３年６月，党中
央做出兴起学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决定，胡锦涛同志发表 “七

一”讲话。同年９月至年底，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 １０期省部级领导干部学
习班。在开班典礼上，胡锦涛同志再次发表重要讲话。２００４年３月，全国人
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确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一系列重要举措，

有力地推动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全国一些院校和

科研机构还成立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学会成立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分会，简称全国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研究会。研究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研究课题也不断拓展，涉及领域越

来越广。

５年来，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点。

（１）深入研究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分析了世纪

之交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产生的影

响，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２）全面分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及其特征，肯

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探索，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３）着重探讨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明确了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是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同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内在统一的。

（４）深刻揭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认识到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树立了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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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

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思想。

（５）全面阐述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深刻认识到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６）探讨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进行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体系化工作。

（７）进行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同邓小平理

论的比较研究，既弄清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也弄清了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这两个核心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８）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进行

了系统研究，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基本问题和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

由于种种原因，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较

突出地表现为：一是研究领域的发展不平衡，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有

的领域研究得很不够；二是研究成果数量多，但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并不

多，相当一批论文缺乏特色和新意；三是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脱节现象比较

严重。今后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除了进一步研究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把认识

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外，还要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着重加强对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的研究。

（执笔人：徐永军）

三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一）学科研究的进展与取得的成就

“十五”期间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的进展与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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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个方面。

１以学会为依托，定期召开理论研讨会
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每次年会都有一百多

位代表参加并提交学术论文，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此外根据党和国家形势和任务的需要，

每年召开１～３次由３０～５０人参加的中小型讨论会，学习和研讨重大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

１９９７年９月学会在黄山市召开年会，以 “迈向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主题进行理论研讨；１９９８年 ８月在哈尔滨召开年会，以 “纪念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为主题进行理论研讨；１９９９年８月，在兰州
召开年会，研讨会的主题是 “中国社会主义五十年”；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在广
东顺德召开第五次代表会议暨年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社会主义与人类文

明”；２００１年５月，在浙江杭州召开年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就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研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在沈阳召开年会，主题是 “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２００３年 ９
月，在福州召开年会，研讨的主题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２００４年８月，在河北承德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暨年会，以 “邓小

平思想与生平”为主题进行研讨，纪念邓小平一百周年诞辰。每次年会上的

学术价值较高的优秀论文或编辑出版，或在学会会刊 《科学社会主义》杂志

发表。像 《２０～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论文集，集中回答了当
时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出版后受到社会一致好评，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学会领

导组织主要理论骨干共同撰写出版的，该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详细地总

结了中国共产党５０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既总结经验，又分析
不足，既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又不脱离中国实际，该书出版之后受到普遍好

评并获奖。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出面组织出版理论丛书，如在江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丛书共 １５本，每本书就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进行论述，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

学会还非常重视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健全，活动经常。２００４年学会召开
第６次代表大会，对学会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些老同志退下来，一批年
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进入了学会领导班子，大大增强了学会的活力。学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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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若干专业委员会，多数专业委员会都能正常开展学术活动。除了中国科

学社会主义学会外，现在各省、市、自治区 （除西藏外），都建立了省级科

学社会主义学会。省级学会在推动本地区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从 １９９７年以来，为学习、研究和宣传科学社
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２以学科刊物为载体，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近些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刊物 《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影响更加广

泛，质量不断提高。开辟有专家访谈栏目；当前党政领导关注的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栏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栏目；理论探讨栏目；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栏目；精神文明建设栏目；社会主义思想史栏目等。在宣传研究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培养学科人才和加强学科理论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学科的主要刊物除了 《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中央编译局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主办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市

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

义研究所主办的 《社会主义研究》、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其他一些综合性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主办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局主办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也开

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专栏。这些刊物共同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

要阵地，刊物登载的文章直接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水平，也引领

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方向。

３以研究生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科人才
在 “十五”期间，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以研究生教育为基础，在培养学科

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专业，共有硕士授予点 ３２个，博士授予点 ６个。这些学位点在高校、研
究院所、党校和部队院校都有分布，研究方向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外，还涉及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国外社会主义等方面。

从专业方向设置和教学内容来看，在注重基本理论基础上更接近于现实，研

究成果直接面向和应用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在全国每年评选百

篇优秀博士论文中，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论文先后有数篇入选。从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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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来看，“十五”期间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有将近千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

无论在教育战线、科研机构、宣传机构、党政机关，还是在企事业单位，都

发挥着骨干作用。

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近些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材编写工作也取得

了重要进展。１９９７年以来，全国共出版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近 ５０部，邓小平
理论概论教材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程若干部，比较系统地反映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基本满足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教

学和广大干部社会主义教育的需要。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
版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底出版
的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 ２００４年出版的 《科学社会主义教程》，在

全国研究生教育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付诸实施为契机，全国科学社会主义界的专家学者已经在全

国若干所高校进行了详细的学科调研，与此同时学科资料的整理、分类工作

也已经展开，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即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４以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重点，学科理论研究得到不断的深化
１９９７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部

分课题设置在继续注重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探

讨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７年来，共设置课题指南１５０个左右，平均每年
近２０个，每年立项３０项左右。围绕做好项目工作，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出了
一大批学术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理论著作。这些科研成果涉及对 ２０世纪
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及对 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结合新的
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新的阐述；对科学社会主义１５０年来发展历
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

题的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等等，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如下几个

方面。

（１）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

见解。科学社会主义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更要研

究在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

化，研究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阶级阶层的新变化，研究这些新变化对无产

阶级解放进程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影响。就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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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科学社会主义要研究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就社会主

义国家来说，科学社会主义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要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涉及国际国内各种重大问题。因此，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拓展学科的研究范

围、深化学科的研究内容，在打破门户之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提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学

科的生命力。

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依据，运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

“两块基石”之一剩余价值学说对社会主义分配方式进行研究。提出了要深

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要重视脑力劳动、管理劳

动等创造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善分配

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劳动、创造、管理、技术、资本等生产要

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三是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及其个别论断的研究。

在研究 “两个必然”的同时，对 “两个决不会”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两个

必然”强调我们要信念坚定，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两个决不会”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清醒地认识社

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道路的曲折性。坚持 “两个必然性”与

“两个决不会”的统一，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前提。

在研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同时，针对当代资本主义

的新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和

平过渡”与 “议会选举”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依据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在我国现阶段采用阶层分析方法分析我国

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根据我国阶级阶层变化的新情况，深入研究了巩固党

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新问题。在研究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阐明了发展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的新概念，提出了文化生产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命题，并进行了

认真的分析研究。针对马克思恩格斯 １５０多年前的一些论断，像计划经济、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按劳分配、跨越 “卡夫丁峡谷”等，科学社会主义界在

理论上都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分析，得出了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

（２）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再认识，取得了积极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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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于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界展开了充分的研

讨。在深入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论断的基础上，提出要扩展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理论视野，从社会价值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

值理念，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关于 “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未来社会的

基本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加以研究。

二是对于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界从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上，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在各国应该有不同的实现模式，不顾实际照抄

照搬别国的模式，实践证明行不通，把别国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也是有害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实践证明这是我国建

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我们不搞模式输出。近些年来，科学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在社会主

义发展阶段上深化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现代化建设的承上启下阶段的

研究；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除了研究改革之外，加强了科学技术对社

会发展作用的研究；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一方面深化了

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根本任务的研究，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多样性和层次性的研究，既重视生产力发展，又重视人的

需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上，加大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者”这个概念本身及其实际意义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

上，对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了深

入研究，这包括对 “两个先锋队”的研究，对党员标准的研究，对党的先进

性和保持党员先进性问题的研究，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研究等

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问题上加强了对时代特征、性质、潮

流以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研究等等。

（３）理论研究视野扩展，开拓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些新领域。
一是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时代发展联系起来，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新

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为，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

化、知识经济、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了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二是在执政党建设方面，认真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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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垮台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作为一个

大课题加以研究，认真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注重对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其一是把国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其

他当代社会思潮等，纳入理论研究视野，在翻译出版和观点评介方面做了许

多工作。其二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政策和发展

成就进行分析研究，例如，对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其三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

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并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评介。

四是对我国改革开放遇到的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例如对

“三农”问题、阶级阶层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村民自治问题、西部大开发

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民主选举制度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先进文化建设问

题等，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取得了一些有重要价

值的理论成果。

五是一些新的重大的理论研究课题已经提出，将会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

点。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今后还将是一个研究的重点；科学发展观、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将会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难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需要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很多，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和解决，可以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本学科的建设。

１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以及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包括下述一些

问题。

（１）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之后，
对这个问题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回答。然而，随

着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仍有待继续深化和研究。目前，有从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也

有从实践方面来认识的，在认识方面有强调社会的逻辑发展规律的，也有强

调社会价值的，对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就理论界来看，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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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时， “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

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理念”等名词都在使用。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科学社会主

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近年来讨论不多，但也有学者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提出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值得深入研究。

（２）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是 “早产儿”的论点已经不太多见，但是对能不能把

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看作是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争论颇多。对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胜利后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好，还是搞社会主义好，还

存在着争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

问题，还常常会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上去，以至于在一段时间，这个问题

变成热点。

（３）关于阶级、阶层问题。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
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２０多年
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产业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两阶级一阶

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而且各阶层之

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社会经济变迁已

经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这些重大的变化，使这一理论

的研究再度成为热点问题。这个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分析理论还能不能分析我国的现实社会结构，以及如何来分析我国当前新出

现的阶级阶层？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社会阶级阶层，运用什么理论分析

更为合适？

（４）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这一问题研究的结论是两
者能够结合，但是在结合中有些问题还是难点，集中在 “用社会主义的什么

与市场经济的什么进行结合”？结合点在什么地方？结合过程中会必然产生

哪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像这些问题现在都还

没有很好得到解决，下一步这些还将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５）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
持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

是政策的规定，也是理论研究的成果。现在研究的热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公

有制主体地位的现状到底怎样，怎样才能保证和巩固这个主体地位？在于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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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算坚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怎样解决收入分配中日益扩大的差距，维护

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

（６）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分开研究已经不是什么热点、难
点；研究中热和难的地方在于处理两者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

是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原则还是长期性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什么力量

来保障兼顾公平？这些问题在下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仍将是热点和

难点。

（７）关于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一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什么是先进文化、怎样建设先进文化？

怎样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转型期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展开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这些

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也已经展开，

但问题并没有最终得到解决，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完全搞清，这些都仍将是

继续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８）关于政治文明建设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等
问题，对政治文明的研究在政治文明的内涵、结构、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依法治国意义的认识也有新的提高。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在操作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前提已经确定，但对体制、机制改革

的机会、成本、步骤、突破点的研究，对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党的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政府的依法行政、司法公正问题的研究，都还比

较薄弱。这些问题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的重点、难点，也是社会普

遍关注的热点，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９）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问题。一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区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在具体的发展

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继承与发展关系，但是在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例

如，在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关系时还有许多地方说理不透；在研究与封建主

义关系时，糟粕与精华区分不太清楚以及怎样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措施也不

全面。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与发展过程的研究还没有一

个定论，目前存在着四种认识：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其

一；“始于毛，成于邓”这是其二； “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这是其

三；“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后”这是其四。在表述党的指导思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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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不同观点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有研究者建议，可以将党的指导思想中

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一并表述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有的提出表述为 “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提出直接表述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现在还是热点，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难点。

（１０）关于苏东剧变的问题。作为热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多
年，看来还会持续下去，现在和将来研究的难点集中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

面来论证苏东剧变的真正原因，一个具有 ７０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
么会一朝倾覆，它的教训是什么。另外，苏东剧变后这 １０多年来，这些国
家的发展状况和将来的发展趋势，都需要继续进行跟踪研究。

（１１）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主要包括党员的标准、党的性质、党所处
的历史方位、党的历史任务、党执政的规律、党执政的方式、党员的先进

性、党的执政能力、党内民主、反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进入新世纪新阶

段后的研究力度在加大，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党的有关重要文献中有所

表述，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仍会是今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的重点难点之一。

（１２）关于时代问题。一是时代本身问题，如何看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如何看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重大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

性在于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争取一个良好的社会

主义建设环境；二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在

“一球两制”下如何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不被和平演变，资本主义采

用何种途径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只要 “一球两制”的格局还存在，这些问

题都仍然有研究的必要。

（１３）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热点加以研究
现在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特征及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的关系，都将成为今后的研究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１４）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个问题，在世纪之交的１９９０直
到２００２年都是热点和重点，主要是在总结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展
望２１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对经验的总结在 ２００２年后，研究逐步减
弱；对前景的展望还在继续，这里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

景、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等问题。

（１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十五”期

３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间一方面是翻译外国有关理论著作和做一定的评析，另一方面是对国外现代

化理论进行综合整理，在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观点。对这个问题的研

究还直接涉及发展理论，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发展观的认识，在２００３
年后，集中在论证科学发展观。

（１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都在
继续，也一直是个难点。在中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

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成为热点。主要研究的问题集中在科学社会

主义学科的逻辑起点、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方面，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还

是老体系，新体系还没有构建起来，但在构建体系、寻找学科的逻辑起点

时，已经形成了几种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逻辑起点，一种是以人

的异化为逻辑起点，还有的认为，如果要讲逻辑起点，应是社会化大生产与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些讨论有待继续深化。

２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对全国６所高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情况的调查，我国社会主义理论

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对科学社会主义课程普遍不感兴趣；教育部 ３
次从高校招生目录中取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这是一个不好的导向，严重

影响专业后备力量的培养；现有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重理论轻实践，重宏观

结论轻理论论证过程；不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理论而是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

的，理论功能退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稳定，基本原理和观点与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关系分不清楚。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可以用 ５句话概括：关
注中国的多，关注国外的少；关注当代的多，关注过去的少；文本解释的

多，学术研究的少；低水平重复的多，创新性少；党校队伍多，高校、研

究机构队伍少。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难点

如下。

第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地位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是马克思

主义标志性的学科。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狭义的科学社会

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是，有些人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组成部分，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重要的学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和党的文献中已经包括，不需要专门设置科学社会主

义课程。现在高校普遍不招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本科生 （只有山东大学每年

招收４０名左右）。目前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有一定规模，但质量
处于下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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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建设工程，曾对全国６所高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情况调查进行过调
研，调研反映的问题是：高校讲授这方面课的老师非常努力，他们为了让

学生相信并学习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大学生不

满意、不感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属于政治宣传，不是科学。学生们反映，

多数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表述同党代会报告的语言差不多，而且每开一次

党代会就要修改一遍。学习时事政治也就行了，不需要学习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更不需要开设这门课。教师们也反映，尽管这门课很重要，但却很

难教好，如果开设这个专业，由于社会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将来学生毕业

也很难就业。

第三，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教材体系编写难度大。科学社会主义学科

建设本身需要进一步深化，我们应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特点和理论体

系，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界有一定的共识。但是，真正搞起来，难度很大，一

是要有突破自己，敢于创新勇气，二是有许多难题不好处理。这些难题主要

反映在如下方面。

（１）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看，
两者的关系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

展，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两者是共性与个性

的关系。但是，如果在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

当作一般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来论述，大家会认为是拔高了我们的经验；如果

不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经验，并在理论展开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分

量，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按历史线索来写，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讲起，讲到列宁和苏联的实践，再讲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至今

天的实践。这样可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足够的篇幅，但是也有两个问题

值得思考，一是难以集中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同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其他教材在体例上不一致。

关于这些矛盾，有学者研究提出了这样的思路：在讲清楚科学社会主义

的一般原理之后，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设置

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论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论述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这样，就可以在前一部分内容中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的丰富经验在教材中展现出来。

（２）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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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什么阶段。难点之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

盾是否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讲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

间的矛盾。难点之三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搞市场经济

和计划调节，都搞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等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

线怎么划分。难点之四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怎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通

过革命的道路还是通过民主的形式，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

难点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回答。目前，虽然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就建立学科

体系来说，还有很大差距。

（３）关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要在科学社会
主义学科体系中体现这些流派和思潮难度很大。首先是对它们能否冠以 “社

会主义”之名，它们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有分歧。但对这

种种流派和思潮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特别是以下几种流派和思潮要重点进行

研究：一是欧洲的 “新共产主义”，二是民主社会主义，三是 “第三条道

路”。对这些流派和思潮，一旦涉及历史研究，就会牵涉对第二国际与第三

国际的评价等问题，这需要深入研究。

（三）学科的发展趋势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这个学科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学科今后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有三个

方面。

１学科自身建设和问题研究方面
这一方面存在着三种可能，一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不变，问题研

究继续深入。在今后几年内，要想建立起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并且很有说

服力的新的学科体系，或者说编写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界、学生和党政领导干

部都基本认可的新教材体系，是很难的事情。尽管这个事情一定要做，研究

会不断深化，但最可能的情况还是维持原有的教材体系，不过对上述提到的

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一定会不断深化。

第二种情况是，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教材体系，把上面提到的那些热点、

难点问题加以归类，按照规范的学科要求，把属于学科体系内的东西纳入视

野深入研究；把上面没有提及但也属于学科体系内的东西同样纳入进来研

究，这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把上面提到但不属于自己学科范畴的东西归还

其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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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是，放弃重新建立学科体系的思路，将重点放在研究问

题上。

２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
在近一段时间内，能否恢复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本科生招生，这是一个

学科建设问题，但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教育政策和市场需求的问题。

（１）本科生教育，在质量上会有一定提高；在规模上可能只会保持目前
现状，即使发展规模也不会太大。这是由目前的招生科目设置和就业状况所

决定的。可建议教育部先选择几个院校在政治学系设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试

招少量本科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发展。

（２）研究生教育，质量会得到一定提高，但是由于就业形势问题，在校
研究生对本专业学习不太安心，这样也有可能出现质量下降；随着招生规模

的扩大，招生人数也会有小幅度的增加，但生源的质量仍然不能得到保证。

另外，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毕业生从事本专业教学研究的人数会进一步

减少。

（３）与上述两方面相联系，可能产生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路会
越走越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现

在中央又十分重视，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推动下，能够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如果在本专业人才就业方面机会能够增加，本学科也

能够进一步繁荣昌盛。

３学科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将会发生变化
一是思想解放的程度将会更高一些，逐步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可以跟着社会热点走，但一定要把热点问题纳入科学社会

主义学科的范畴内，用学术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能远离政

治，要贴近实践研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这种研究不是对党的文件的简

单重复和诠释，而要体现出研究的分量和理论的深度。

二是转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其他

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要在对新的实际材料进行分

析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会从单一的理论论证走向多样化，调

查研究、实证分析、量化研究等研究方法将会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更多地

采用。

四是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之间的交叉会更多，科学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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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科的综合性会更加明显，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实用性将更加突出。

科学社会主义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社会主

义理论研究的思路和思维方法必然会更加多样，研究领域也会不断拓展和深

入。这要求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要面向实践，根据实践创新理论，用创

新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把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形

成的历史性理论成果，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新的实践的经验。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等重要原理；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形式。

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社会主义思

想史上的社会和谐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

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区域范围内如何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证研究等。

（执笔人：牛先锋）

四　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一）“十五”期间本学科的进展和成果

“十五”期间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在学科研究和建设方面均取得了

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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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１）对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发展及其前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出版了一大批从总体上研究和总结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

专著和教科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光明著 《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

进》（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黄宗良、孔寒冰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黄宗良、林勋建主编 《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和 《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 （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周尚文著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２），杜康传、李景治主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李景治等著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辽宁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蒲国良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文选德著 《国际共运史简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肖枫著
《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和 《社会主义的转折与创新》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于洪君著 《丰碑与警示———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吴江著 《社会主义前途

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任玉秋著 《社会主

义启示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蔡庆芬著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赵明义主编 《当代社会主义》 （山东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程玉海、曹胜强著 《２０世纪的世界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张有军著 《人类新文明的演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

现实》 （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靳辉明主编 《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

实》（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和 《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前景》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李慎明主编 《低谷且听新潮声：２１世纪的世界社
会主义前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张中云主编 《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０），王伟光主编 《社会主义史》 （四卷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肖贵毓等著 《社会主义思想史》 （中央党校出版社，

２０００）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深层次研究和总结。
通过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重新思考国

际共运史上的一些所谓的 “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结论。其中较有代表

性的著作有李兴耕等编 《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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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黄宗良 《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

其变易》（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陈新明著 《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

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２），汪亭友著 《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因何坠地———苏联演

变的根源探究》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４），姜琦、张月明著 《悲剧悄悄来

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周尚文著
《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修订版），程又中著 《苏联模式的

兴衰》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李兴著 《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

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曹长盛等主编的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申战等著 《战后

东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比较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沈宗武
著 《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社会转轨的研究。
在继续深入分析、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同时，一部分学者开始

把研究重点转向苏东剧变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致力于该地区的

经济社会转轨研究及其与中国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较具代

表性的有金雁等著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金
雁著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上海三联书

店，２００４），徐向梅主编 《现代化之路———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改革比

较》（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冯绍雷等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俄罗斯
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和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对
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周尚文著 《借鉴与比较———中俄经济

转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杨烨著 《波、匈、捷经济转轨中的

政府职能》（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俞邃著 《俄罗斯萧墙内外》（江苏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及 《普京：能使俄罗斯振兴吗？》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王正泉主编 《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１９８９～１９９９》（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李静杰主编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政治卷）、 （经济卷）、

（军事卷）、（外交卷）、（人物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赵常庆主编 《十

年剧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姚海、刘长江著 《当

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 （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范建中等著
《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 （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４），李兴
著 《解说俄罗斯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３），王志连著 《波

匈捷经济转轨比较研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２０００），王立新著 《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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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南方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对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十五”期间，对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研

究也有新的进展，特别是关于中苏关系和中苏大论战的研究引人注目并有所

突破。主要成果有高放等著 《三个国际的历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张有军、张新萍、林建华著 《源头的追寻：从第一个共产党到第一国际》

（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程玉海、林建华著 《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

主党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０），张新萍著 《共产国际若干

问题探析》 （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田保国、姜爱凤著 《不该忘记的红

色历史：共产国际外围组织寻踪》 （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孙耀文著
《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孔
寒冰、许宝友著 《国际妇女节起源考》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蒋锐
《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张利华 《南斯拉夫自

治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孙来斌著 《列宁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左亚文等著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俞良早著 《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１），尹
彦著 《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 （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罗重一著 《共产

国际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孔寒冰著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４），杨
奎松、陈兼著 《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阿明布和 《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杨奎
松、蒋永敬著 《中山先生与俄国》 （台北中山基金会，２００１），蒲国良著
《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的中苏关系》 （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２０００）和 《中苏大论战的起源》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吴冷西著
《十年论战》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罗志刚著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对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
随着学科领域的拓展，国外社会主义，尤其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 （或称

社会民主主义）和以西方左翼学者为代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

和流派，日益成为本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十五”期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蒲国良主编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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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林著 《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裘援平等著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 “第三条道路”》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４），郎友兴
著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余文烈主
编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吕薇洲著
《市场社会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罗云力著 《西方国家的一种

新治理方式———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 （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３），
周穗明等著 《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西方左翼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批

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２），肖枫著 《古巴社会主义》 （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祝文驰著 《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２）等。
（６）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方位、多视角、前

瞻性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日益成为本学科重点关注的问题之

一。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靳辉明、谷源洋主编的 《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

社会主义 （上下卷）》 （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４），张世鹏著 《当代西欧工人阶

级》（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和 《２０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３），周敏凯著 《试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东华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李景治等著 《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高放、蒲国良主编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论》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胡连生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

题》（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黄宗良、孔寒冰著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

历史、理论与评价》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吕有志等编 《并存与斗

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严书翰等著 《经

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严
书翰、胡振良主编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４），边鹏
飞等著 《反思与求索———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张骥著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进程》（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王永贵著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对外国政党特别是外国执政党的研究。
“十五”期间，与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相联系，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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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加大了对外国政党特别是外国执政党的研究力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

究成果，其中主要有：林勋健主编 《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 （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２００１），俞邃著 《外国政党概要》（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吴
兴唐著 《政党外交和国际关系》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４），刘东国著 《绿

党政治》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中联部研究室编 《外国政党建

设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和 《兴衰之路———外国不同类

型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４），中联部编 《各国共

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和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 （当

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社会主义研究资深学者的文集。
“十五”期间，本学科取得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研

究资深学者的文集。例如，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了高放的３本新文
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和 《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

革》；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了 ４位苏联史专家的文集：郑异凡著
《史海探索》、叶书宗著 《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柳植著 《世纪性的实

践》、徐天新著 《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此外还有张汉清著

《探索———张汉清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郑异凡著 《不惑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俞邃著 《俞邃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５），
周作翰著 《求真思录》（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等。

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
对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取得了不少新进展。

（１）关于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
学者们普遍认为，２０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在十几个国家

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重大成就必须给予充分肯定。虽然苏东剧变

使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运再次进入了低潮，但这只是

僵化的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低潮是国际共

运史上难以避免的现象，符合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总

的低潮形势下，社会主义仍有局部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就

是一个突出的亮点。从长远看，苏东剧变将推动人们抛弃过时的模式，总结

经验，解放思想，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２）关于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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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苏共党及其政治路

线出了问题。有的认为是执政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式的、错误的

态度，长期执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

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另一种认为苏共党和主

要领导人严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执行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即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应当从苏东剧

变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①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大力弘
扬与时俱进的精神；②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科学
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③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⑤必须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３）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国家转型的理想目标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 “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过

渡，从受禁锢的、功能不健全的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以实现经济繁荣、政

治民主、社会公正和国家富强。但是，由于缺乏周密的制度安排，缺少充分

尊重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再加上采取激进的 “跃进”方式，俄罗斯和多

数东欧国家１０多年的社会转型不仅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反而引发了一系列
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甚至使转型目标受到扭曲；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

过程虽然相对顺利一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也未能全面实现预期

目标。

（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 “第三条道路”。

学者们指出，２０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受到全球化发展
和社会结构变化的严峻挑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陷入了困境。“第

三条道路”就是对这种危机的反应，代表了社会民主党转型的新方向。它在

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的前提下，试图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及其政
治运作模式，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在寻求一

种新资本主义模式。“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有助于塑造社会民主党在欧洲

思想理论领域和政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证明，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

主张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新世纪仍将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我们继续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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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过一系列自我调整和变革，在生产

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

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点。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表明，资本主义尚有

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资本主义新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

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有学者指出，日

益增强的资本社会化趋势体现了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变的规律，是资本

主义的自我扬弃，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社会因素虽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

本改变，但毕竟为新社会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新变

化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证明，而是资本主义具有向更高级的新社

会转变的历史过渡性质的证明。

（６）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将在较长的历

史时期内并存共处，我们必须在斗争、合作、竞争三个方面把握好二者关

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

一些新形式、新特点。因此，应放弃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格格不

入、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主动在与资本主义的交往与联系中壮大和发展自

己。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闭关自守搞封闭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

的。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取代者，也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因此要善于

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

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自己得到更快的发展，从而

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７）关于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的前景。
学者们认为，当前社会主义既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又面临难得的机遇。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高潮，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

的新胜利。”苏东剧变的教训是惨痛的，但它同时也促使人们解放思想，总

结经验，成为对社会主义认识产生新飞跃的一个契机。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的前
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能够正确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

清醒认识时代特征，抓住机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改革开放走

出一条新路。２１世纪各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必将是多种多
样的，具有显著的本国特色，而不可能采取一种统一的模式。当然，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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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和趋势。有些经验各国可以相

互借鉴，但决不可照搬。在 ２１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仍将
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针，与时俱进，

取得稳步、健康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

路上取得新的伟大成就，那么到 ２１世纪下半期，在两制竞争中将会出现有
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变化。

３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本学科的发展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巩固了既有的阵

地，并在某些领域开辟了一些新的阵地。

从教学和研究机构看，我们保持并新建了一批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

教学和研究机构。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在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

协调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以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政党研究中心；中央党校设有国际

工人运动教研室和社会主义史教研室；中联部继续以研究室为基础运作当代

世界研究中心；全国总工会保留了国际部研究室和工人运动研究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列所设有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室，世界史所设有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所，并设立了社会党研究中心、政党研究基地等机构；武汉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湖北省委党校等高校和党校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天津

师范大学设有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

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被列为国家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前者２００４年进一
步升级为创新平台；聊城大学以世界共运研究所为基础，建立了山东省世界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

从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情况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

从前是两个独立的专业学科点和学位点，１９９７年国家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后，
合并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以此为契机，本学科的学位

点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３个博士点、１６个硕士点增加
到现在的１２个博士点、几十个硕士点。

从学术期刊看，本学科的大多数期刊在 “十五”期间巩固了自己的阵

地，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名列前茅。其中主要有中央

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合办的 《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双月刊）；山东大学的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季刊）；华中师

４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范大学的 《社会主义研究》 （双月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２００５年第１期起更名为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由原来

的季刊改为双月刊）；中联部的 《当代世界》（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

中亚所的 《东欧中亚研究》（双月刊）；华东师范大学的 《俄罗斯研究》（季

刊）和 《动态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 《国外社

会主义研究动态》；全国总工会的 《国际工运研究》等。

从学术团体看，本学科在全国范围有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和中

国科社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这两个团体组织健全，活动卓有成

效。它们每年各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会年会暨专题学术研讨会，组织全国性

的优秀论文评选，并不定期地组织一些小型研讨会和报告会，出版学术论文

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也有自己的地区性学会组织和学术团体，尽管名

称不尽一致，但都起到了团结本地区的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工作

者，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促进本学科发展繁荣的作用。

（二）学科研究和建设中的难点与主要问题

１本学科研究的难点问题
在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难点问题，其中有些

问题所引起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相当激烈，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讨，通过

深化认识取得共识。

例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判断理论、纲领、政策，乃至政党、国家是否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不清楚

这个问题，许多问题就没办法解释。目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

说，而难点在于，怎样才能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从理论和现实

两个方面做出更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使理论与现实真正统一起来。

近年来围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和解体，国内外发表

了大量论著，其中有许多重大争论，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苏

共和苏联的历史，包括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原罪、苏联是否是社

会主义国家、应怎样看待斯大林和 “斯大林模式”；二是如何评价苏联的社

会主义建设成就；三是如何分析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等。

在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方面，也

存在不少意见分歧。例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是否已让位于

“和平过渡”；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调整及其 “新共产

５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主义”理论应如何评价；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 “第三条道路”应如何评

价；发达国家共产党、社会党、西方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

主义、新社会运动等左翼党派、思潮的哪些观点和做法我们可以认同、借

鉴、吸收；应如何看待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

此外还有时代划分、中苏大论战、世界格局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２１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以及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遇到
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等等，都有许多理论上的难点需要破解，有待于我

们继续深入研究。

２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遭受重大挫折，长期处于低潮的

形势，对本学科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专

业的社会评价日益降低，学科建设举步维艰，学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

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１） “科学社会主义”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

后，无论是课程设置、考试内容还是研究生招生方向的确定，都是以 “科学

社会主义”为主，“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２）各高校、党校基本不再开设 “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专业课

程，不再招收本科生，研究生课程也日趋减少，致使本学科的教研人员纷纷

改行。专业缺乏吸引力，造成本学科教研人员的整体素质下降，年龄结构偏

大，后继乏人。

（３）学科缺少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理论体系，存在着过于时政化的
倾向。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不清，理论研究与政策宣传界限不清，导致

人们思想不够解放，对理论上、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往往缺乏深入探索的勇气

和理论创新精神。

（４）学科内容老化、研究方法和手段滞后，一些传统的理论原理与社会
主义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和现行政策严重脱节，难以自圆其说。学科发展亟待

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精髓，又打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

桎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任务。

（５）研究工作缺乏跨地区、跨单位的分工合作。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部
门与高校和理论研究单位的研究虽然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但缺乏必要的交

流与合作。由于缺少科学的组织和协调，研究工作往往低水平重复。

（６）国家对本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安排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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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的研究课题立项难，研究成果出版难。

（７）由于本专业不再培养本科生，致使研究生生源紧张且素质不高。研
究生对从事本专业研究缺乏兴趣和知识积累，作学位论文选择的研究方向大

都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本专业范围。

（８）本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这既有专业本身的问题，也有政
策导向的问题，例如近几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计划目录就未将本专业列入。

总之，我国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目前的状况与我们作为社

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学科建设在学科内容、教研队伍、课程设

置、课题立项、经费投入、力量整合以及博士点和硕士点建设等方面都

有待加强。

（三）本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

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因为挫折促使人们对历史经验

教训进行总结、反思，低潮往往孕育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进入新

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低潮中仍有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资本主义

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对 “新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仍在继续；

以西方左翼学者为代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流派方兴未艾；

新社会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崛起引人注目。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

创新为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和课题，展示了

学科发展的新契机。

本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可以预测如下：

（１）由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到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可以预见，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本学科今后一

定会摆脱困境，逐步兴旺起来。

（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领域日
趋狭窄，本学科的重点将日益转向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转向当代世界社会

主义。有学者建议，今后本学科的名称应去掉 “国际共运”，改为 “世界社

会主义”。

（３）本学科与相关学科融合的趋势日渐加强。将进一步把研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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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世界社会主义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参考借鉴国外社会主义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把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结合起

来，从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基本矛盾及其新变化、新问题入手，

搞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探索社会主义在新条件下的实现

形式和发展前景。

（４）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跟踪研究和政策性、对策
性调研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党和国家领导层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服务，将成为本学科今后发展的方向。本学科将

进一步把研究历史问题与研究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学术性研究与应用性研

究结合起来。随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转变，本学科将能够在较高层次上

发挥 “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有针对性地为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决策

提供参考资料和咨询意见。

（四）本学科要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

进入新世纪，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

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仍是

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把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与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结合起来，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

主题。

近期应重点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１）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２）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３）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４）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条件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发展

趋势。

（５）国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研究。
（６）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研究。
以上所列的重点问题都是大课题，每一个大课题下都包含着许多分课

题。例如，总结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
和教训，不仅要继续深入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而且要对 ２０世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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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如列宁的 “帝

国主义论”、俄国十月革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

中苏论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等等。再如，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既包括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前的经

验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也包括对越、朝、古、老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和判断。又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

左翼力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仅要分别研究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左

翼力量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理论纲领和政策策略，分析它们的组织结

构、阶级基础和选民基础及其在国际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

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及其结构变化，了解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

新途径、新手段和新社会力量，并据此去分析判断 “新共产主义”、 “第三

条道路”等新理论，此外还要研究共产党、社会党这两类左翼政党之间的互

动关系及其变化趋势。

除上述重点问题外，还有一些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正逐渐成为研

究的热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科学发展观、公
平与效率、和谐社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政治文明、“三农问题”、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

（２）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研究，包括这些国家之间的
比较研究及其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３）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包括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市场经济与市民社
会、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战后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调整，社会结构变化

和工人阶级状况，工会运动的发展与维护工人权益、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

度改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等。

（４）国外政党特别是国外执政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研究，包括各国的政党
制度、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及其兴衰存亡的原因和教

训等。

（５）国外社会思潮研究，除各种左翼思潮外，还包括保守主义、新自由
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民众主义等。

（执笔人：王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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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

（一）研究概况

近几年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若干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有关学术团体和教研机构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
共中央编译局等单位联合发起和召开的 “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国际学术讨
论会，来自国内外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就 ２０世纪世界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讨论，对 ２１世纪世界社会
主义前景进行了展望和预测。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我

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

硕的成果和显著的理论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著作有 ７０多种，
重要论文３００多篇。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杨春贵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与

时俱进１００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３），以生动的体例，用辩证分析
的方法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李崇富、姜辉等主编的 《马

克思主义１５０年》（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２），坚持两个 “坚定不移、不能含糊”

的态度、精神和方法，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产生１５０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发
展的历史进程，总结它在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功能，思考它在新世纪的

历史命运，以及它对世界历史演进的重大影响；郝敬之的 《整体马克思》

（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从马克思的生平和原著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和发展过程

当作整体来理解，反对将其割裂；张战生、吴波主编的 《与时俱进———２０
世纪以来若干马克思主义重大问题探析》则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 ２０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提出
的若干重大问题，诸如苏联兴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阶级阶层、全球

化与社会主义命运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力图做出中肯的、有思想深度

的探析。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靳辉明主编的 《社会主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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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理论与现实》（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这本著作在力求准确地阐明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研究和阐发 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的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总结其成败得失，探讨其深层次原因和

经验教训，展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书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革命、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

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

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的国家 “九五”规划重点图书，获得

中宣部第九届 “五个一工程奖”；许征帆、李润海主编的 《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论》（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和国家
“九五”重点图书，该书讨论了社会主义起步与征途的艰辛抉择，围绕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

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社会主义再度辉煌之时进行了预测；李会滨主编的

《社会主义：２０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是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该书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

景式的回顾和战略高度的展望；而肖枫著的 《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 （当

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则抓住了 “转折与创新”这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

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践从其

全过程和阶段性的特征，做出趋势性、规律性的描述，具有博大的视野和浓

厚的时代气息；徐崇温著的 《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河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则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回顾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胜利进军和遭遇的挫折，总结经验教训，并瞻望社会主义在 ２１世纪
的发展前景，以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借鉴；另外，还有宋士

昌主编的 《科学社会主义通论》 （四卷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比较全面
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发展史，是近年来这个研究领域的

一部力作。

（二）研究进展

近几年，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历程进行了详

细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加强了对马克思主

义、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的规律性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主

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

究方法上也有丰富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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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
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的认识上，存在以下几种见解。

（１）两阶段说。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一般都以１９１７

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划分为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再从它由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两大历史时期或两大

阶段。

（２）三阶段说。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条件的变化，两阶段的分期法已经不能说明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变化。目前多数学者都主张三阶段的划分法，但具体的

分法也有区别。

有学者认为，从１９世纪中叶至今，科学社会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
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大约 ５０年。第一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恩格斯逝
世，这期间科学社会主义从产生到丰富和发展，并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公认的

指导思想。第二阶段是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
了实践，由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第三阶段是２０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末，
中国等十几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但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

中，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在建设和改革中探索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其中有失败也有成功，由此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

步入低潮。但由于中国、越南等国改革与革新的成功进展又使社会主义向着

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仍将会在２１世纪迎来新的复兴和发展。
也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共运三个 “七十年”的说法，认为从 《共产党宣

言》发表到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第一个 “七十年”，即从理论到实践的

７０年。从那时起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是第二个 “七十年”，即社会主义由一

国到多国的 “外延扩大”的７０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第三个 “七十年”，是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输入

“内涵完善”的阶段。

还有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出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

分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马克思恩格斯吸收和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精神遗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

成了科学；第二个阶段是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创立了列宁主义，

５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并指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毛泽东思想

的出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学说的产生，认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两个里程碑。

也有学者用 “三个飞跃”来表述以上的三个阶段。

（３）四阶段说。
有学者以社会主义发展出现的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为标准，划分了四个

阶段：第一次高潮是１８４７～１８７１年，第一次低潮是１８７２～１９０４年，第二次
高潮是１９０５～１９５９年 （古巴革命胜利），第二次低潮是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
来，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低潮中孕育着高潮。还有学者

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以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和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四个阶段来划分和概述社会主义发展

史，认为这四个阶段恰似直线与曲线的交叉发展，使社会主义呈抛物线前进

与螺旋式上升。另有学者则按照 １９、２０两个世纪上下叶的时间顺序，将科
学社会主义发展划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欧兴起 （１９世纪上半叶）；德国成
为运动中心 （１９世纪下半叶）；运动中心东移俄国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
成为运动中心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四个阶段。

无论是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乃至其他分法，对于科学社会主

义发展历史分期的看法，势必涉及对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历史阶

段等问题的认识，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研究
１９９８年恰值 《共产党宣言》发表 １５０年，理论界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

章，并掀起了纪念 《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
的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作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主要

包括以下几点。

（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１５０年发展的过程和实践表明，不断探索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

发展的根本道路和根本规律。

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

律、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适用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具有最广泛、最普遍的适用性。各国的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只有

使马克思主义根植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之中，形成具有民族气派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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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作用；同样，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与本国特殊实际相结合，才能推动和保证各国社

会主义运动切合本国实际的不断向前发展。这是１５０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发展所走过的正确道路所揭示的一个根本规律。

（２）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１５０年发展的过程和实践表明，在不同的时
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其发展有不同的主题和侧重点。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更

加明晰地揭示出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主题和侧重点变换的规律。

赵曜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形势和任务

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革命的方面或是建设的方面将被提到首要地位。

例如 《马克思主义１５０年》从理论上再现马克思主义在１５０多年间的发展历
程和逻辑，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

重点、主题和功能的演进与转换，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１５０年中，科学
社会主义的研究重心已经历从一般原理的阐明到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转变；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作为重点研

究对象的转变；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由重点抓革命到重点抓建设的转变，等

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也存在类似的研究主题和指导功能上的

转变。

再如，《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一书，以科学社会主义创立１５０多年
来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过程为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战略

和策略思想上，探究和阐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

由过去强调 “国际联合”，转向各国党 “独立自主”，由过去强调必须遵循

“共同规律”，从而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发展道

路，由过去强调国际援助，“支援世界革命”，转向立足国内各自把本国的事

情办好，以此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加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吸引

力。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实行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过去

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全世界开放；由过去强调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

性，转向同时还要重视不能回避和制约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等等。

还有学者从哲学上对这种规律性进行了论证，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 “社

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统一”的理论品格，必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不断地重建其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一是 “马克思主义”层面上的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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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统一，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地具体地结

合起来；二是 “科学社会主义”层次上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即根据当前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坚持、发展、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既

有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有利于提供

学者的理论研究与官方的政策实践的结合点。

（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１５０年发展的过程和实践表明，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在经过低潮之后必然出现伟大复兴。

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都认同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个基

本事实，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经由 “高潮—低潮—新

的高潮”的曲折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社会主义是在曲

折中前进的，低潮中孕育着高潮。有学者认为：“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它们的基础薄弱、起点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却要面对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包围，其发展过程必然会是 ‘开头容易，继续

困难’（列宁），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的特点。” “在这个艰难的征

程中，失误和挫折是难免的，甚至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

现象。”

还有学者以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各具本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四个阶段来划分和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认为这四个阶

段恰似直线与曲线的交叉发展，使社会主义呈抛物线前进与螺旋式上升。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是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要战胜资本主义更不

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斗争—失败—再斗争，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必经历程；高

潮—低潮—更高潮，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趋势。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得势

和社会主义失利都是暂时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一些严重威胁人

类命运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因此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还有学者从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结局的角度分析了 “两个

必然”命题的正确性。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结局是资产阶级的灭

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是资本主义由强到弱，

由胜利走向衰败；社会主义由弱到强，中经曲折，走向全面胜利的过程；不

少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虽有许多新发展，但依然无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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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决其经济危机、精神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三重危机；而社会主义在正

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加快改革进程，积极参与全球合作与发展，显

示出光明的前景。这证明马克思的 “两个必然”理论没有过时，仍具有现实

的真理性。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期望的最终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

义的全球化，而是全球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只有狭义地域性

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无产阶级只有作为世界

历史性的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

存在”。

３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提出和研究进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发

展的。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明确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的论断，表明了理论创新的自觉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贡献。近

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研究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

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 ２００１年到现在，仅中国期刊网上，标题中
含有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文章就有１３３篇。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着重点逐渐转向强调创新。

（１）关于与时俱进的内涵。虽然理论界没有统一的表述，但大多数学者
的观点基本一致，普遍认为：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概

括。所谓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依时间、

空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创新。有的学者将其表述为：所谓马克思主

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都依时

间、空间、条件为转移。当着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反映特定

时代的结论，也应当随之而改变；当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具有

民族差别、国家差别的各个不同场合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些原理具体化，使

之适应于民族和国家差别，而不能借口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消除

多样性；而当马克思主义某个论断所反映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必

须用反映新的条件的新的结论，来取代反映以前的条件和过时的结论；另有

学者将其表述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指马克思主

义必然并且也总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并按照实践发展要求而不断地得到丰

富和发展，是指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应勇于和善于根据本国、本

民族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

题，从而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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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质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建设性，批判性和实践性，

但表述略有不同。

（３）关于与时俱进的表现。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角度说明与
时俱进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就时间方面来说，有两种情形。一种情

形说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是反映特定时代的特定情况

的，因此，人们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和发展它们。在这方面，马克思

主义与时俱进的典型实例，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不同时代所提出的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理论见解。马克思主义在时间方面与时俱进的另一种

情形，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展开和认识的深化，而改变原来不完全

乃至不正确的认识。第二，就空间方面来说，与时俱进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应用要从当地的客观实际出发，要与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

三，就条件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表现为它的某些理论的实用

性、有效性，要依条件为转移；有学者从理论成果的角度说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的表现；

有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表现。

（４）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方法和途径。学者们普遍
认为采取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就是要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

业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个别过

时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站

在时代前列。有学者认为坚持与时俱进必须要做到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

中所强调的 “三个解放”。有学者从目的论角度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品质就是要不断深化对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

有些学者从 “破”的方面阐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方

法和途径。如有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就必须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反对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 “左”和右

的错误倾向；也有学者认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与 “回到马克思”、 “走出马克思”的原则界限，既要反对回到马

克思的只言片语和条条框框中去，又要反对借口时代的变化根本背弃马克思

主义、丢掉 “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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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争鸣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方

法上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并有一定的进展。

有的学者将价值观的概念工具引入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认为邓小

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引入了价值观的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

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贡献。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从

大体上经历了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 “分离—统一—分离—走向新统一”等几

个不同的阶段。

另有一种探索，是主张借鉴西方解释学方法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文

本与当前历史条件的关系。有的学者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两种不

同的解释学立场做了分析，其中一种主张 “走进马克思”或 “回到马克思”

的 “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另一种主张 “走近马克思”或 “接近马克思”

的 “相对主义”解释学立场。他认为理论界应当主张辩证的客观性立场，反

对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也应当注意借鉴解释学中的相对性

的某些见解，做到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同时也反对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的绝对主义。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

在五种解读马克思的基本方式：解释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重

构马克思、解构马克思。他认为这五种解读方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一种

方式是完全回到马克思，其他四种方式也都包含 “回到”马克思的含义，即

发现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发展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

重构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某种思想系统，解构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片段

或 “幽灵”。但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意味着有可能离开马克思学说的客观

性，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意味着可以离开马克思的文本，回到马克思的

思想系统意味着可以离开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而回到马克思的幽灵则意味

着可以抛弃与马克思的渊源关系，可以完全离开马克思。因此回到马克思就

是客观地解释马克思，就是回到整体马克思，反对断裂论的方法。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不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活动比较活

跃，进展明显；就是西方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和影响，也在得到

恢复和扩大。然而，我们更应该清醒看到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科

学思想发展所面对的严峻形势，看到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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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虽然

取得了一批成果，但其中精品力作不多，特别是能够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

体上，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实质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这主要

表现在对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认识和总结不够深入和缺乏思想高
度，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的教训缺乏清醒认识，对推动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走出低潮，迎接高潮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战略设计。

一是兄弟党之间 “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

追求真理的原则，未能做到明确地区分的问题。鉴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际共
运 “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严重教训，提出和遵循工人阶级兄弟党

之间实行 “独立自主”和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是完全正确和必

要的。但是，这不应妨碍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之间，为坚持运用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而进行必要交流和讨论。党际之间互

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治原则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认识论原则，应该具有明确

的界限和区别。否则，当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一些

国家泛滥的时候，就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和澄清。如果当年没有普列汉诺夫和

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就很难有１９０５、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政党，如何做到既不

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又能加强协作，在总结经验和科学研究中按照真理发

展规律办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具体的国家

和民族的特殊性正确地实现结合问题。中外社会主义实践都一再证明，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些无疑

都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与此同时，还必须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本国实际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实现具体的和历史的统

一，不能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也不能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在当今各国马

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既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绝

对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也存在借口本国和时代的特殊性而修正和抛弃马克思

主义原理的倾向。目前，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否定工人

阶级的历史使命，否定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领导作用、否定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乃至否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等主张，并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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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有的论证、讨论和批评。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国内理论界。国内有少数

学者提出和散布 “告别革命”等错误主张，就是明证。

三是如何更好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开放性与其原则性相统

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必然坚持对实践

开放，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思想文化开放，努力从中吸取思想营养，或批判性

吸收借鉴其中有益的、合理的思想成分。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是有立场、

有原则的，那就是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在当前，我们特别强调要尊重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注重弘扬优

秀的传统文化。但是，绝不能因此模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只有准确把握这种原则界限，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执笔人：李崇富、钟　君、孙应帅、张　剑）

六　国外马克思主义

（一）“十五”以来的进展、成就和主要成果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
成就和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１讨论和分析了苏东剧变解体以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波
又一波的 “马克思热”

正当西方资产阶级热衷于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去论证什么 “马克思主

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无可替代”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在西方
左翼学者中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 “马克思热”。仅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

英国伦敦，就轮番举行了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乃至数千人参加的大型马

克思大会；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先由剑桥大学评选马克思为 “千年第一思想

家”，接着英国广播公司经过国际互联网上的反复评选，又把马克思推为千

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发表 《马克思的幽

灵》一书，发出 “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的呐喊；一些左翼杂志发表了大

量研究马克思的论文。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的这股 “马克思热”进行了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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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和著作，报道和讨论了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

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报道和讨论了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德里达、

哈贝马斯、詹姆逊、吉登斯走近马克思的事迹和启示；有的学者发表文章分

析西方学术界出现 “马克思热”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

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包含着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

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其次是因为在苏东剧变后，西方左翼学者抛掉了

一讲马克思主义就得为苏联的理论和政策作辩护的沉重包袱，把马克思主义

还原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尖锐武器的本来面目；也有的学者发表文章呼

吁正确认识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的 “马克思热”。指出这种马克思热，在当前

还只是一种学术层面、理论层面上的事情，而并不是一件政治层面、政党层

面上的事情，不宜对它做出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同时，要看到在经济全球

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

意义心存疑虑，如英国 《新左派评论》主编培里·安德森为该杂志 ２００１年
第一期撰写的 《更新》一文中，就宣称 “在这个基因工程迅速发展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所确信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就不那么时兴了，人类社会进行变革

的动力将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新陈代谢”，“一种新秩序只能从旧秩序的

不断进化中产生出来”；还要看到，有些学者在谈论马克思、为马克思主义

辩护时，他们还是站在其原先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这么做的。例

如，德里达在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被他解

构性地阅读所重写过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在讲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的马克

思主义时，是指的一种经过他改铸和重建过的马克思主义———一种不是以物

质生产、而是以社会交往为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吉登斯声称要致力于再

现社会主义经济规划的意义时，又说 “社会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另类

选择”。

除此之外，在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的 “马克思热”中，还存在两个明显的

倾向性问题：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和非政党

化，声称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要受党派利益支配，就必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

用主义态度，必然使之成为政治装饰品，并由此引出结论说，将来真正继承

马克思主义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是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另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认为马克思毕生从事了多种多

样的活动，遗留下来的遗产也包含有不同传统、思想体系的人类知识，因而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对立的矛盾的内在异质性，而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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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和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因而就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马克思

主义。

２对国外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看法
做了较为及时的跟踪研究

近１０余年来对国外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立场和理论观点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一些研究报告和论文质量较高，

推出了一些理论性和系统性较强的著作。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

论观点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两次中越理论研讨会论文集；靳辉明教授等人

主编的 “２１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丛书”中的 《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

景》（周新城主编）；中国社科院撰写的报告 《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

实践》；赴越南、古巴、朝鲜等国的一些学术访问报告以及一些专题论文，

等等。国内翻译出版了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持编写的 《关于当代马列主义

的若干问题》。

这些成果介绍和评价了上述国家的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探索本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道路方面的成绩、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发展前景。例

如，在翻译出版的 《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越共结合时代和实

践的发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剩余价值的学

说、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相关研究者对越

共关于马列主义的这些理论探讨做出了积极肯定，评价了越共在 “以马列主

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许多成果研究了越共的 “革新”（改革）理论和实

践。一些成果主要研究了越南 “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共认为这是

“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所采取的总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定向的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目的、发展方向、所有制、管理和分配方面

存在着本质区别。还有一些成果研究分析了越南 “使用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

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做法。一些成果介绍和研

究了古巴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为指导”，在坚

强地顶住美国的封锁、制裁和压力的条件下，探索具有古巴特点的社会主义

道路的过程。在经济上从 “绝不搞市场经济”到承认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具有相应的地位与作用和利用市场经济。一些研究还介绍评析了朝鲜劳动党

实行的 “主体社会主义”，分析了其指导思想 “主体思想”和 “主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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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的研究还分析了朝鲜在各方面巨大困难的压力

下逐渐寻求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

二是对发达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理论

的研究。这方面相对集中的研究成果包括靳辉明教授等人撰写的报告 《当代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发达国家共产党理论政策的调整》；中联部关于美国、

日本和西欧地区共产党状况和理论政策调整的一些报告；姜辉的理论性评析

著作 《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其他一些党派跟踪研究报告或论文

等等。

关于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看法的相关

著述，对两种类型的调整变革进行了评析：一种类型仍然强调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为指导思想。诸如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也包括新英国共产党

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它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唯一指

导思想，但要结合时代和本国实际向前发展，反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另

一种类型是主张 “超越”传统理论的共产党，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
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它们一般只提马克思主义

或马克思的理论，不认同列宁主义。它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精华具有

时代价值，特别是强调马克思的人文思想。这些党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

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思想来源之一。在对西欧共产党意识形态变化调整的主

要内容研究上，围绕上述两大类型的区分，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如下问题：

其一，关于指导思想的认识，是一元还是多元。主要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

和党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其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制度建构还是价值

追求。一种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仍然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具有明确特征的

制度，另一种则强调民主、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等价值因素，认为社会主

义就是这些价值的实现过程；其三，关于共产党性质与作用的认识，是阶级

的党还是全民的党。一种坚持共产党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

队，另一种则不再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而认为党应成为自由开放的组

织，代表一切进步力量，并和全体公民 “共同思考和探索”。党的作用不是

先锋队，而是对社会进步的 “有用性”。其四，关于社会变革主体的认识，

一种仍然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性主体论，另一种则倡导广泛多元主体说。其

五，在变革方式和途径的认识上，是议会选举还是群众斗争。一般来说，通

过议会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已成为西欧共产党的共识，但对议会外群众斗

争的开展强调程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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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成果专门研究了美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困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探索具有美

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观——— 《权利法案》社会主

义。美共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活动等。在对

日共理论变化和实际活动的跟踪研究中，主要探讨了日共在苏东剧变后受到

冲击的情况下及时进行理论政策调整，结合日本国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

向，设想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通过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走向社

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路线。一些研究也关注到日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理论认识的新动向，如党章中不再使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 “无产阶级专

政”等，而代之以 “科学社会主义”和 “工人阶级政权”；不再强调通过社

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建立 “真正平等和自由的共

同社会”；不再坚持党是 “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而宣称不仅仅是工人

阶级的政党，也是日本国民的党等。一些研究指出，这在表述上更加实际，

但没有改变党的性质。

另外，还有一些跟踪报告和动态信息介绍和研究了俄罗斯共产党、亚非

拉等地区非执政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看法。

３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展开了研究和论述

在这方面的一项进展，是鉴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西方马克
思主义”思潮被系统引入我国学术界以后，当时的评介大都以流派和代表人

物为主，由此产生的一种负面影响，是有些人在不了解这种理论思潮全貌的

情况下，不是从这一思潮的基本理论上，而是从其一些代表的思想渊源、党

派归属、思想动机上去判断这一思潮的性质，由此不仅引发出对这一思潮本

身种种不符合实际的理解，而且影响到对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辨认，乃

至引发出指导思想的多元论，从而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里不能获得应有的进展。

针对这种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在概括这一理论的基

本情况以后，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历史

理论等六个主题分类详细列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层层展开它同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的区别和联系。这就不仅可以使人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性质和走向，而且还可以在各个具体主题上比较和识别西方马克思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我们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哪些方面又是同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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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理论相悖，因而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哪些

问题上提供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有助于

我们使社会主义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思想资料，从而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

的；在哪些问题上又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片面乃至错误的理

解，我们必须予以屏弃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该书获中央宣传部第 ８届 “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

奖。与此同时，为了加深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我国学术界还

发表了一批论著，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新反思紧密结合起来。

４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话语的划界问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终结以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在

西方呈现出急剧的多元化趋向，提供一种划界鉴定的标准，成为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学术界有人认为，可以根据马克思学说的核

心即生产方式的分析模式的立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选择这两条标准，将

新的理论格局划界为三个基本阵营。

德鲁兹、鲍德里亚和晚期德里达为代表的 “后马克思思潮”或 “后马

克思批判思潮”。这一思潮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却又自称承袭了马

克思主义的某种批判遗产。其主要理论特征是，他们本身是巴特、拉康、福

柯所开创的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右派利奥塔等人的政治

立场。他们从一个侧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某种非社会主义的激烈批判，

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

借后现代主义思潮重新建构的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虽依旧

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选择，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模式的科

学性和基础性，如其中的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的最重要原则：前者反对那

种认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指责这是人类主体强制性奴

役自然的非生态态度；后者批评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观点是父权制的，认为马

克思在关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只是指称了交换市场中实现的劳动而无视

妇女家务劳动同样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接近和延续的，以詹姆逊、

伊格尔顿和德里克为代表的 “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仍坚持马克

思主义哲学最根本原则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框架是后工业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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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超越的，他们还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最新发展中质的改变，因而把当代资

本主义策略地称为 “晚期资本主义”。

但也有人认为，除以上三个阵营之外，还存在一种 “后马克思主义”思

潮，这一思潮作为一种政治冲动贯穿于自第二国际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

发展史中，并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 《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出版

而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的重要主题。这种思潮意欲建
立一种非还原主义、反本质主义逻辑的反统治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

多元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这一思潮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模式以

及与此相关联的历史哲学理论，其中又有两种并行和对立的知识形态：一种

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另一种则

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要求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明马克思

主义。

以上讨论说明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话语的划界问题，还是一

个处在讨论中的问题，尚未完全定型。有的名、实是否相符，有的相互之间

是否交叉重叠，是否还有未被概括进去的重要思潮，还有待观察和讨论才能

最后确定。

５对国外左翼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及其构建的社
会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除了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外，对国外其他左翼人士

（其立场和观点一般独立于政党派别之外，倾向于一种学术性和理论性的探

讨）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介绍和研究，也是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近些年来跟踪分析的范围和关注的问题很广

泛，翻译和介绍左翼人士的著述、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也很多。从研究主

题上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作用的认识和思考。相关研

究成果介绍了国外左翼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不同看法。比如许多左

翼人士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有效性，包括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等，并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进行新

的阐释和论证，诸如 “马克思和现实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和马

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马克思的理论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马克思与

２０世纪的历史”等重要主题。还有一些左翼虽然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
具有科学价值和认识方法论的重要性，但否定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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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理论的运用和发展，认为它们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遭到歪曲，因而要

“回归马克思”，挖掘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真正价值和现代意义。如 《马克

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报复》、《共产

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等。还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苏东剧变后国外一些左翼对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趣转向，从关注政治现实转向注重哲学抽象，从关注理论

与实践的批判转向价值的抽象论证和文本分析。

第二，左翼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模式的预想和设计。近

１０余年来，国内对国外左翼在苏东剧变后多样化的流派建构和模式设计进行
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介绍和评析。通过研究，大体上掌握了国外左翼关于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动向和探讨的主要问题，在诸如市场与社会

主义的关系、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民主与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与生态问题、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与

区别等问题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探讨和分析。一些研究也关注这些模

式设计中的积极成果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参考价值

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

第三，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新挖掘和阐发。对资

本主义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批判，一直是国外左翼的理论力量所在。

近１０余年来，国内译介了许多左翼人士的著作和文章，集中关注一些左翼
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方法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特

征和实质。例如，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仍然没有摆脱它的固有矛盾的制约，

只是处于长波周期阶段的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在更大的规模和

程度上发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矛盾越来越表现为国际性，

从国内劳资矛盾转向跨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同全世界雇佣劳动者的对立；资本

剥削形式逐渐转变为以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为主导；伴随着资本统治的全球

化，出现的是 “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矛盾的国际化，资本主义对生态、

环境等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度破坏等，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局限性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等等。

６推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材建设和组织建设，推动了这方面的
人才培养

在这方面，教育部所属一些高等院校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取得了明显的

成绩：２０００年，教育部批准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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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科的教育部研究基地 （迄今还是唯一的）；２００２年，复旦大学出版 《国

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编版教材，推动全国范围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

学；２００３年，教育部批准了复旦大学设立西方马克思主义专业独立的博士
点；２００４年，复旦大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９８５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并中标承担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态势与

基本理论研究”的国家重大攻关项目。目前，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也正聚集

力量、积极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难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

环节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在于：我

国学术界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统一起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又坚持和推进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还没有形成共识。

（１）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
本理论的比较研究，是本学科领域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目前研究的薄弱

环节之一。例如越共主持编写的 《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很有理

论性和启示性，在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但国内研

究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越南关于 “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和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也值得深入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刻

把握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实践相结合的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本国的理论创

新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对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研究，应结合２１世纪初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形势，结合其历史发展和理论沿革的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性分析和系

统性、整体性的研究，不能停留在零散的信息资料译介和就事论事的研究方

式上。比如法共的 “新共产主义”理论和 “超越资本主义”理论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提出以来，有哪些变化和发展？比如２００３年法共３２大后，对于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同社会党的关系等，就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

变化反映了怎样的趋势？ “新共产主义”与 １９７０年代的 “欧洲共产主义”

理论有哪些连续性和差异？西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变革同现在的社会民主主

义政党的纲领政策有哪些区别等等。通过对西方共产党理论和政策变化进行

整体的理论性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具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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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３）对于国外左翼的研究过于分散，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很庞杂，不利
于整体优势的发挥。应适当集中一些能充分运用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扎实、对国外左翼研究有一定基础的研究人员，就若干个同马克思主

义理论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组成课题组进行深入的研究。

（４）对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思潮也是我

国学术界近２０年来争论不休的难点问题。有些人把 “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同于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道路的确就是我们理

论工作者今天正在进行改革之路”，他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 “西方马

克思主义”思潮，斥之为一种 “唯我独革”、 “唯我独马”的做法；反之，

反对把 “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去

分析、鉴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以此来确定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性质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种分歧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曾爆发为一
场历时多年、扩展到 《人民日报》等１０多家报刊乃至海峡对岸的讨论和论
战，在经过多年沉寂之后，这种讨论和论战近年来又重新活跃起来。

（三）学科的发展趋势和需要研究的主要领域和范围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当代化研究，由于所研究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

合，因而，原本属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把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

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在这

些研究领域之间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隔离、相互脱节的现象。随着我

们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逐步展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种种问题，正渐渐地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当代化研究的视野。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

总的来说，必将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密切结合，同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紧密结合。具体地说

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范围有三个方面。

一是要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作指导，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基本经验作为重要参照，来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同时，又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的问题更加自觉地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之中；特别要用马克思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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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鉴别２０世纪初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容和方法，吸取其中
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借鉴其中的一切有益的思想成分，同时摒弃其中的思

想杂质，以丰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二是要牢牢把握 ２０世纪最后 ３０年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动
向，抓住其中突出的思潮流派如后现代主义，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三是拓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域，除继续重点关注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外，还要将非西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

流派纳入视野，选择其中一些重要思潮流派展开研究。

（四）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很多，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中的当代性，当代非西

方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但就整体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前迫

切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有：

（１）国外左翼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问题的理论研究。
这是一个理论性和现实性都很强、也很有价值的题目。前几年关于国外市场

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能拘囿于市场社会

主义思潮。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外许多左翼人士有着更为广泛、角度和方

法更为多样的理论探索，主要代表人物也不能局限于经常提及的那几位，要

发现和研究更多学者的理论观点。研究要更多地结合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对 “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两个方面而不是

一个方面，以及二者结合的途径、形式等，做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

（２）从 “欧洲共产主义”到 “新共产主义”研究。西欧共产党的理论

变革和２１世纪初的发展前景。这也是应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课题，原因
在上面已经做了论述。这样的课题对于把握 ２１世纪初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
主要发展趋势具有重要价值。

（３）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与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当
代的意义和发展等，也是应重点研究的课题。

（４）“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
主义在逻辑上终结以后，西方思潮迅速向多元化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新的思

潮流派，其中有一股席卷许多学科领域的重大思潮便是 “后现代主义”。这

股思潮以超越现代性为核心，质疑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哲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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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反体系、反心物两元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人类中心论和主

体主义、反一元论和决定论，在政治上反资本主义，总体上属于左翼激进主

义，但又带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色彩。后现代主

义同马克思主义有多方面的联系。在它所覆盖的流派的代表人物中间，有的

指望后现代主义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灵感；有的在一些问题

上批评马克思主义，而在面对右派的进攻时，又挺身而出为马克思主义辩

护；有的则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 “失效”、 “过时”、叫嚷 “修正”和 “抛

弃”马克思主义。由于数十年来，我们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和总体把握，因而

出现了许多误解，有些人甚至把后现代主义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当作

什么 “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宣传。总之，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世

界的一股重要思潮，深入研究、彻底弄清它的复杂内容，不仅对于了解当代

西方世界的思想状况，而且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也有重

要意义。

（执笔人：徐崇温、姜　辉）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冷　溶、靳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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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十五”期间党史研究工作的状况和
“十一五”学科发展趋势

一　“十五”期间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取得的进展

（一）党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做出多次指示，使

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

１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中共党史研究的 “资政育人”作用，提出了重

要而明确的指示精神，使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更加具

体化

２００１年６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做重要讲话，明
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要发挥好 “资政育人”的作用，必须做到 “三个

结合”：一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

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

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

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

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

执政水平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会上，曾庆红同志也明确指出：要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

党史工作，认真研究、总结和宣传好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历史

经验，用以指导和推动党的建设，进一步明确党史工作以 “资政育人”为根

本任务的新思路，把党史研究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重点转到以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为重点上来，把潜心研究历史与密切关注现实结合

起来，既重视研究，又注重宣传，既注重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注重理论概

括和分析，努力把党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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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隆重纪念建党８０周年、纪念毛泽东同志 １１０周年诞辰、纪念邓
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等大型纪念活动，党中央对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进行
系统总结，从大方向上对中共党史研究给予了正确的引导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纪念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８０年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了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这为中共党史研究拓宽视野，更加深入地研究

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

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纪念毛泽东同志１１０周年诞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和２００４年
８月纪念邓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全国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李长春同志
两次到会发表重要讲话。他对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在学习、研究、宣传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今后如何

进一步加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

和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 “六个进一步深化认

识”上：进一步深化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认识；进一步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

一步深化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认识。

３党中央十分强调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要求重温毛泽东关于 “两个务

必”的告诫，提倡和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井冈山、延安、浦东３个干部学院，大力发展
红色旅游工程，对中共党史研究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全党大局服务进一

步指明了努力方向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６日，胡锦涛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关于
“两个务必”的告诫，指出： “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

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

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

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为了造就既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敢于开拓、勇于创新，又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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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各级领导干部，党中央领导创

办井冈山、延安、浦东三个干部学院，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大力发展

红色旅游作为 “一号工程”，并一再强调要在新世纪、新阶段大力弘扬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这既为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又为中共党史研究充分发挥在干部培训、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开辟了更为

宽广的领域。

４中央领导同志强调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对于增强党史工作
者的政治意识、科学地认识和宣传党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多次提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问题，特别是对

污蔑党的历史，恶意中伤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给

予高度重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集中贬损、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

泽东。胡锦涛同志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有针对性地明确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

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

入中华民族的史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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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打着重评历史的幌子，全盘否定社

会主义改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１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高度评价社会主义改造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

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

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些论述，对于中

共党史研究始终坚持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指导，始

终坚持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充分发挥好 “资政育人”的作用，有着至关重

要的意义。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更加拓宽，研究更趋于科学化

１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
工作全面展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了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中
共党史研究曾经以主要精力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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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对于廓清被冤假错案蒙上的历史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

作用。

中共中央在１９８１年６月郑重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后，中共党史研究开
始逐渐把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比较系统地总结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历程及其历史经

验。这对于全面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深入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继续
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时，开始注意开展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研究。随着纪念新中国成立 ５０周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建党８０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等重要纪念
活动的开展，对新时期的研究越来越活跃，产生了一大批成果。这对于深入

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全面认识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起了很好的启示和教育作用。与此同时，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和１１０周年的活动中，两次兴起群众性的 “毛

泽东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为中共党史研究

继续着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中共党史学界开展了对于中共十三届

四中全会以后历史的集中研究，产生了一批初创性的成果。尽管对这一时期

历史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对于学习、研究、宣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

入理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

联系，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２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有了明显的加强，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最为显著的是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改革

开放推进了历史档案的公布和开放。随着民主革命时期档案的大量公布，一

些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前半期还不具备深入研究条件的领域，相继
开始了专门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在此基础上，产生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多卷本通史。一些原先比较薄弱的领域，如抗日战

争史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各专题史、专门史的研究，也是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较为活跃的领

域。如对党的自身建设史、经济建设史、统一战线史、民族宗教工作史、

华侨工作史、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史等的研究，都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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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３中共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促使研究工作者的视野进一步拓宽
党史工作者不仅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而

且开始更多地注意联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联系各个政治派别的态度，

对党领导的其他领域的工作进行历史考察，使得研究更加丰满，更加有说

服力。

一些党史工作者还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注意对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做

比较深入的考察，总结有关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三农”问题、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和提高执政能力等

问题的研究，都产生了一些带有开创性的成果。

各地党史研究工作者，还充分利用自身的区域研究优势，在发掘整理资

料、加强有特色的地方党史研究、出版有关成果等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

成绩。

４开始对中共党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并注意了解国外研究
动态，展开必要的评述

早在１９４２年３月，毛泽东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提出了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起，这一问题越来越
引起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１９９９年９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胡乔木

谈中共党史》一书，收入胡乔木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中共党史

研究的重大问题和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有关谈话和论著，其中特别是

关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１０多次谈话，以及就修改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所做的多次谈话，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学的丰富思想养料，

集中反映了胡乔木对推进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

贡献。

“十五”期间，一些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注意加强对中共党史学

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注意开展对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注意加强和改

进学术研究规范。一些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理论性、科学性和规范性有了明

显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工作者逐步加强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的

跟踪研究和分析，在翻译代表作、评介有关图书、评述有关论点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近年来，在这方面也产生了若干重要的成果，如金春明主编的

《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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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中共党史研究论著，为提高中共党史

研究的科学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１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专门机构
卓有成效的研究，在 “十五”期间推出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帮助人们深化了

对两个历史决议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了党史、国史研究工作的发展

继胡绳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问世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

相继推出了 《中国共产党简史》和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１卷。
《中国共产党简史》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审定的。这部著作概要地记

述了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２１年到跨越新世纪前后８０年艰苦奋斗和艰辛探索的光
辉历程，总结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是一部面向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及性

党史读物。

２００２年９月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在 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部著作记述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

党成立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以及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展现出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充实了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

阐述，并增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有关内容。

在１９９６年推出 《毛泽东传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在
２００３年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之际，出版了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 《毛

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这部著作以翔实的史料、客观公正的分析，比较全
面、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探索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历史贡献，以及在探索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历

程。同时，也不讳言他的失误，并对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和他做出决策的

思考过程、失误原因，做出了客观的叙述。这部传记不只写历史，而是以相

当大的篇幅来写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决策

的过程，深入了解和研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发展和变化过程，都

具有重要意义。邓力群主编的 《伟人毛泽东丛书》共２４卷，则汇集了改革
开放以来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已于２００３年正
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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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０４年邓小平同志诞辰 １００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推出了
冷溶、汪作玲主编的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这部年谱除记述
《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中的重要思想以外，公布了许多有重要内容的讲

话、谈话、文章、批示等，并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以后
对改革和发展等问题所做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和形成、发展的过程。从年谱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邓小平同志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不

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并不断丰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重要理论

观点的来龙去脉。

２“十五”期间，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十分活跃，产生了一大批有分量的
专著

在领袖人物传记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继 《毛泽东传》（建国前部分）、

《毛泽东年谱》（建国前部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

《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邓小平思想年谱》等出版后，“十五”期间

除出版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下卷和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７）》以外，还推出了 《朱德传》２０００年修订版，《任弼时年谱》和 《任

弼时传》的２００４年修订版，还出版了三卷本 《陈云年谱》 （朱佳木主编）

和 《李富春传》（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此外，“十五”期间，还出版了程

中原著 《张闻天传》、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张闻天年谱》

（张培森主编）、徐则浩编著 《王稼祥年谱》、彭真传编写组编 《彭真年谱

（１９０２～１９９７）》上卷。
在将帅传记方面，“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系列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

版了 《叶剑英传》、《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陈毅传》、《罗

荣桓传》、《徐向前传》、 《聂荣臻传》、 《罗瑞卿传》、 《王震传》等之后，

２００３年２月又推出了 《陈赓传》。与此同时，《彭德怀年谱》、《贺龙年谱》、

《陈毅年谱》、《聂荣臻年谱》等也相继问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英杰辈出，群星璀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

１９８０年开始陆续出版 “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系列丛书。这部丛书在 １９９１
年出齐了前５０卷，收入党史人物６３１位以后，计划继续编撰５０卷，迄今已
出版了３６卷。２００１年５月，在这套百卷本丛书已出版的８０余卷的基础上，
编选了１０卷本 《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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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十五”期间，发表了大量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有的论文具有较高
的质量

围绕建国５０周年、建党８０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任弼时诞
辰１００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等重大纪念日，陆续召开了全国和地
方及部门的学术研讨会，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撰写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使这些纪念日成为检阅中共党史学术水平、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契机。这些

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几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里，包括中宣部理论局编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选》、《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学界的一些经常性的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如中国

中共党史学会的学术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学术年会，以及长期

坚持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讨会等，都成为检阅学术成果、凝聚研究

队伍的重要渠道。

（四）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共党史文献资料，为中共党史研究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１中共党史基本文献
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曾经由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１８卷本的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系统地公布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档案；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２０卷本的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系统地

公布了从新中国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献；还紧紧跟踪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决策和决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编辑出版了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由此形成了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日起的历史文献直到当代文献这样一个完整的中共党史基本文献体系。

“十五”期间，这个基本文献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继续

编辑出版了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并出版了容纳上述内容的可供检索的光盘版文献集。

２党和国家领导人选集、文集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著作编辑方面，

“十五”期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 《毛泽东诗词集》 （修订本）、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文艺论集》、《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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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朱德诗词集》。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的著作编辑方面，“十五”期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 《邓

小平论旅游》、《邓小平论侨务》、《邓小平军事文集》，以及即将出版的 《陈

云文集》。在江泽民同志的专题著作编辑方面， “十五”期间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辑出版了 《论科学技术》、《论 “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江

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还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 （专题摘编）》。在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及领导人综合性专题著作集方面，“十五”期间由中央文

献研究室同有关部门合作编辑出版了 《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林业与生态

建设》、《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

献选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

编》、《民族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文献选编
（１９７９～２００２）》、《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 （１９７８～２００４）》。

３专题文献汇编
“十五”期间出版的有重要价值的党史文献资料集有 《共产国际、苏

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已出版 １２卷），《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已出版 １３卷），《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７～
１９９７）》（共 １９卷）等。《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１２卷，也有一定的
史料价值。

４回忆录、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口述史资料，越来越被中共

党史研究者们所重视。一些部门和个人开始主动承担这项工作，有计划地征

集、整理口述历史资料。继薄一波著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

木口述、传记组整理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以及吴冷西的 《忆毛主席》、

《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等之后，“十五”期间又陆续
出版了薄一波著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战争岁月”、《杨尚昆日记》、

《杨尚昆回忆录》、《张震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

工作的一些经历》等一大批比较有价值的口述史资料。中共七大召开 ５５周
年之际，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还编辑出版了 《忆七大———七大代表亲

历记》一书，收入了参加过中共七大的１００位代表的口述史资料。《党的文
献》、《中共党史资料》、《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也征集发表了一

些有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成为公布口述史资料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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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工具书
“十五”期间，中共党史研究工具书的编纂，在多年研究成果不断积累

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成果有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１９２１～２００３）》，邓力群主编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１９４９
年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本）等。

（五）对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宣传普及工作有所进展，进一步

发挥了中共党史研究 “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１普及性读物
中共党史方面的普及性读物的编写和发行，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十五”

期间，围绕着重大纪念活动，这方面的宣传普及工作有所加强。在建国 ５０
周年和建党８０周年之际，中央档案馆先后编辑出版了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

档案》（两卷本）和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两卷本），通过展示档

案原貌这种为公众欢迎的方式，直观形象地反映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程。《中华魂》、《党史文汇》、《党史博览》等

普及性刊物，在运用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普及宣传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影视作品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共党史工作者同影视工作者携手合作，通过影

视作品和电视文献片来发挥中共党史研究 “资政育人”的作用，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效益。“十五”期间，这种优势继续得到了发挥。配合重大纪念活动

和党的中心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合

作，先后摄制了电视文献专题片 《新中国》、《使命》、《走进新时代》；中央

文献研究室同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合作，制作了电视文

献专题片 《独领风骚》、《百年小平》，电影纪录片 《走近毛泽东》、《小平您

好》，并参与指导创作了电视连续剧 《开国领袖毛泽东》、 《长征》、 《延安

颂》。

３大型展览
进入新世纪，抓住重大纪念活动的契机，自觉运用中共党史研究的最

新成果，通过图片展览来发挥其在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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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８０周年之际，举办了 《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

周年图片展》；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６０周年之际，举办了 《毛泽东与文

艺》大型专题展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１０周年之际，举办了 《领袖

家风》大型专题展览等一系列展览；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１００周年之
际，举办了 《世纪伟人邓小平》大型展览等。河北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委

宣传部、西柏坡纪念馆等单位还配合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举

办了 《牢记 “两个务必”，永葆政治本色———西柏坡精神巡回展览》和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两个大型专题展览。这些展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亲临参观；并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产生了意想不到

的积极效应，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更好地发挥 “资政育人”作用提供了

多方面的重要启示。

二　“十五”期间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
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中共党史研究尽管取得全面进展，但仍存在一些薄弱

环节

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综合研究成果，除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胡绳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以外，还缺乏公认的权威著作。加强社会

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研究，仍然是当务之急。

第二，若干中共党史专门史的研究还很薄弱。如国统区人民斗争史、抗

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斗争史、党的文化工作史、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史、党

的民族工作史、宗教工作史、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史等等。不少专门史领域

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待于进一步开垦。

第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经历的曲折，以科学的态度进行阐明的著作

还很少见，也存在较大意见分歧。这方面的若干历史问题，往往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肆意歪曲并着重做文章的地方。如民主革命时期

的富田事变、延安整风运动中的 “抢救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反右派

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中苏论战、 “文化

大革命”等等。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并科学地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对于这

些问题，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在认真调查研究、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写出史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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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论证科学、分析深入的论著。

第四，对现实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中共党史研究课题，还有待于抓紧开展

研究。如应当如何对待发展问题，如何正确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

验的问题，如何总结党的执政历史、阐明党的执政规律和基本经验的问题，

如何总结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问题等等。

第五，中共党史学学科基础建设，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建

设，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薄弱环节。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中共党史

研究的组织方式，改变过去发生过的那种低水平重复、单兵作业的方式，在

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和跨单位协作。

（二）中共党史研究无论是在宏观研究方面，还是在微观研究

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弱点。突出地表现在成果的数量很多，但真

正有分量的潜心之作、传世之作甚少，今后要在提高质量上多加

引导

造成党史研究方面高质量论著比较缺乏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

第一，学科素养不足。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学习和研究不够，对国内外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因而缺少宏大的世界

眼光，缺少横向的宽广视野和纵向的历史视野。不弥补这些方面的缺失，要

产生真正具有深刻分析论证、独到学术见解、独特研究角度的原创性学术著

作，是困难的。

第二，在搜集、研究史料方面下工夫不够。系统地掌握、分析历史资料

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历史档案的大量公布，中共党史研究的

条件已大为改善。现在的突出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对第

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不够，对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利用不够，主要

的工作往往停留在对领导人论述的摘编、串联上，停留在对社会上流行的各

种说法的轻信、转述上，停留在对各种学术文章和著作的简单摘引、复述

上。这类成果，既缺乏原创性的论述，又不能提供翔实的或新发掘的第一手

资料，很难说有什么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更难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三，学术风气有待于进一步端正。由于社会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

以及部分学者自身的种种原因，目前的学术风气比较浮躁，急于求成、取巧

求成的心态较为普遍。这种学术风气的产生有较为复杂的成因，既有学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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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问题，也有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问题，但说到底还是学者自身的学风问

题。应当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建设，把它作为关

系到国家创新能力和思想理论建设的长远任务来抓，并树立和表彰这方面的

好的典型。要进一步提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反对各种形色的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包括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在这方面，

也要更多地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应尽快建立哲学社会科学

各个学科的学术评估机制和评估体系，从选题立项和客观评估两方面加大对

学者的约束力。

（三）中共党史研究工作面临境外敌对势力的严峻挑战，中共

党史研究工作者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还要下大的力气

境外敌对势力歪曲、攻击中共党史，竭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网络

成为他们的很重要的阵地，他们还通过各种小报小刊向境内渗透。对于这种

思潮，国内也有人予以响应。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当前我

们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的杂音、噪音林林总总，主要表现在：①提出否定革命、
“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②
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断裂，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离

开 “以英美为师”的 “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歧途，断言改革开放以来

的实践是对这一 “文明主流”的回归。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

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是封

建主义。③把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否定以革命手段变革旧中国社会
制度的必要性、进步性，主张用所谓的 “现代化史观”取代所谓的 “革命

史观”。④不讲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诬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非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⑤集中攻击党的领袖人物，特
别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以此来丑化中国共产党，从根

本上动摇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

地位。

中共党史学界在回击这些对党、对党的历史和对党的领袖的攻击方面做

了一些工作。例如出版了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林克、吴旭君、徐涛合著的

《历史的真实》，批驳了国外出版物对毛泽东同志的污蔑和诽谤等。但这项工

作还做得很不充分，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还很不足，有关论著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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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力度弱，传播面窄，也没有形成合力。许多党史工作者还没有明确地认

识到，应把系统地澄清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思想混乱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

项重要任务。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绝对不能小视。中共党史研究要在这方面有

所作为，就必须：一是提高认识，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重视起来；二是

加强跟踪研究，掌握动向和规律；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做好清除

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工作，并加强正面宣传的力度和规模，既要加强有针对

性、有重点的批驳，又要重在争取群众、重在澄清事实、重在长远建设。

三　对 “十一五”期间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趋势的

分析和对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的建议

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总体部署；本着巩固已有成绩，在解决存在的问题上下

工夫的原则；学科组对 “十一五”期间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学科建设

与发展规划，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和学科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高度，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党史研究、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好地发

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功能和作用，以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强调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并不是要求按照现实的需要来裁剪历史，更

不允许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而是要努力做到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

史经验，提供历史借鉴。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根基在于党史研究的科学

性。我们要把推进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同加强党史学科建设统一起来。

（二）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推进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善于总结和学习经验，是我们党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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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只有

善于科学地总结经验、注意认真地学习经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

设事业坚持好、发展好。

要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 ８０多年奋斗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科学地、全面
地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要着重研究和总结党的成功经验，旗帜鲜

明地、理直气壮地宣讲党的业绩、成就；同时也要正视党的历史上经历的曲

折与失误，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引为鉴戒。

总结历史经验要注意：第一，要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正

确地区分党的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成绩和缺点错误。绝不能

以偏概全，颠倒历史的真相。第二，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

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错误，

要结合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不可以苛责于前人。不能以今天的认识作为评

价标准，把那些探索的先驱者说得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辩证分析的方法。要科学地认识党的各个

阶段的历史，不能轻率地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只有对党

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才不至于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正确

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对错误本

身做出科学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第四，必须注意研究党认

识错误、纠正错误的历史进程。不应当只是静止地、孤立地去暴露错误的

方面，而是应当在正视错误的同时阐述党认识错误、总结经验、纠正错

误，从而把党的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

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

在涉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旗帜鲜明地分清原则是非，

反对否定党和人民奋斗历史，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执政地位

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于这种思潮，决不能采取含糊敷衍的态度。我们要

坚决划清同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必须明确，我们揭示党的历史上某些错误

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丑化党的形象、否定党的历史，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

教训，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对党的历史上一些经常遭到攻击的事件，要集

中力量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正确地总结有关

的历史经验，以澄清思想混乱，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正确地认识党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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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党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促进二者的统一

要进一步运用毛泽东提倡的研究党的历史的 “古今中外法”，开展多层

次、多维度的立体研究。进行党史研究，要注意将党的历史同近现代世界与

中国时局变幻结合起来，将党的领导集体的决策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

来，将党的历史发展与党的思想理论的研究、建设、创新结合起来，不断拓

展研究领域。

加强对党史的宏观研究，就是要对党的全部历史有整体的把握，注重研

究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第一，党的发展史就是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就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带领人民开创党的事业新局面的历史。要加强研究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

进的历史进程及其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和基本规律。第二，进一步研究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时

期，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时国际形势的

发展变化、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

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总结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基本

路线、基本纲领的历史经验。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已经达半

个多世纪，要着重研究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执政经验研究，要把总

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党史的宏观研究

要有厚重的历史感，避免空泛的议论，以增强论证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加强党史的微观研究，就是要提倡研究的细密化，注意充分利用已有的

文献和档案资料，深入挖掘和梳理新的历史资料；提倡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

究结合起来，提倡开展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可以抓住一些有全局性或阶段

性影响的事件、有典型意义的地方性事件，做深入的实证研究。人物研究也

可以在注重研究领袖人物的同时，就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干部、党

员和人民群众中的典型人物 （包括个人或群体）展开研究，以丰富党的历史

画卷，为党史的宏观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以深化对基本规律、基本经验的

认识。在微观研究中，提倡具体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例如，口述史学方法、

数量分析和比较史学的方法等等。

宏观研究在党史研究中起着指导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微观研究是必

不可少的基础研究，没有微观研究的积累，宏观研究就难以深入。要努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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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党史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统一，以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 “资政育人”的

功能。

（四）围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开展历史考察和研究

当前，可以着重研究党在执政理论、发展观、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等方面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研究党在 “三农”问题，坚持公有制经济的

主体地位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西部开发建设，反腐倡廉，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应对国外敌对势力颠覆、渗透等方面的历史

经验。

（五）继续加强重要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

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是搞好党史研究的基础性的工

作。 “十一五”期间，应将重要党史资料的编纂列入规划项目，着手编写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资料长编，为党史工作者提供客观、全面、系统的历史材
料。有些材料如果一时不宜公开，档案部门也应该允许研究工作者经过一定

的审批程序前往查阅。在已有编辑、出版的各种党史资料的基础上，由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着手进行中共党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

（六）大力开展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研究，加强同国外学者

的联系与合作

近年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有长足的进展，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共党史的

若干方面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研究；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借

鉴。同时，由于受到世界观的局限和掌握的资料不充分，他们所论述的一些

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和不妥当的，但是这些观点对国内的部分学者和读者有

相当的影响。应进一步开展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析，将翻

译、评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论著的重要项目纳入规划。应创造条件，出版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丛书》或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文摘》。

（七）大力加强党史研究工作者队伍的建设

针对部分高校、党校忽视或削弱党史教学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高校

开设 《中国近现代历史纲要》，作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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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十一五”期间，我们要抓住机遇，大

力加强党史研究工作者队伍建设。要加强老中青三结合，有计划地扶植中

青年学术骨干。在规划项目的评审中，要注意加强对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学

者的扶持。

提倡党史研究工作者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提高整

体素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防止和反对研究工作的急功近利的倾向，

鼓励厚积薄发，通过全面、翔实的史料积累和深入、艰苦的学理研究，提出

独到见解，形成创新成果。

四　对 “十一五”期间中共党史学科

选题的具体建议

根据以上对 “十五”期间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分析，对

“十一五”期间党史学科规划项目提出如下选题建议。

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与中共党史研究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观、方法论的论述；研究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论述，为党史

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基本规律
可做综合研究，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也可分时期、分

人物做专题研究，论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贡献。

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５５年来的主要经验研究
可系统研究，也可分时期研究。可就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

和执政基础等问题做全面的历史考察并进行综合研究，也可就其中一个或

几个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局部执政

的经验，也可做综合的或分时期、分专题的研究。要注重对中国共产党执

政理论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进行历史考察。对这些方面，可系统研究，也

可分时期、分专题研究。要通过对相关文献和事例的研究，考察党在全国

执政５５年间完善执政理论、提高执政能力的历史进程，探寻其中的规
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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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
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现代化的关联，现代化道路和目标的

选择，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考察党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历程，总

结历史经验，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历史借鉴。

５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考察
可做综合研究，也可分时期、分专题研究。阐释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的认识历程，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研究各个不同时期党分析、把

握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变化，统筹协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历史借鉴。

６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确立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改革的历史考察

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

党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历史进程；论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

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７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考察
可做系统研究，也可分时期、分专题研究。研究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和

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及其经验；也可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上关于知

识分子政策、文化工作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有关问题。

８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的历史考察
研究党在不同时期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制定正确的国际战

略和对外工作方针的历史经验。可以做综合研究，也可分时期、分专题研究。

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
可综合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历史经验；也可就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某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进行再研究。

１０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 “文化大革命”

时期党史的研究

可按历史阶段或分专题研究。例如，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联；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及其经验。

１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
可分阶段或分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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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进程、重大成就及其基本经验。

１２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决策与事件以及重要会议与重要文献的研究
党史上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原因、进程及影响；党的重要会议的历史贡献

和历史地位；党的重要文献整理、汇编、研究。

１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
党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业绩或思想历程；可将重大决策与事件同重要人

物结合起来研究，也可做人物的个体或群体研究；既要继续研究领袖人物的

生平、思想，也要注意研究党的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贡献，注意研究普通干

部、群众的作为，研究理论工作者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进程中的作用和

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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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二部分　“十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状态及
今后发展趋势

一　“十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的
主要成果和特点

党建理论研究同党的自身建设一样，是同党面临的形势、任务，以及对

党建理论和工作实践提出的新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党中央对党的建

设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十五”期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以及科技进步的趋势继续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各方面改革继续深入。国

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党所处的环境和党员干部队伍状况发生的新

变化，使党领导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建设实践和

理论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在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规律的同时，始终以改革的精神研究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不断探索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党建

学科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践中，以江泽

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

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

验，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

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新

成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

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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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党的十六大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

俱进，为党建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打开了新理论视野。十

六大以来，全党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推动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更加扎实有效地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纳入

求真务实的科学轨道，率先提出并精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执政理念，

实施了包括执政党建设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

点，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出全面部署；要求注重发扬党内民主，坚持

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强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集中全党全国

智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牢

记 “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引导全党牢

记 “两个务必”，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党

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结、借鉴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

正气为主要内容的 “三讲”教育活动创造的成功经验，在全党开展以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践证

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的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举措，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又有力地带动了党建

学科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十五”期间，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全党和

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使党建学科研究处于一个重

要的发展期。５年来，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党建

学科研究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结合党的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着眼于对执政党建设的特点和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围绕在长期执

政条件下 “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个基本问题，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浓厚、良好的研究氛围，研究活动空

前活跃，研究课题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以前所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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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许多研究成果成为中央和地方党委决策的重要参考。既为党的事业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又与党的事业共同前进。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年，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学科的申报项目达 １３９８项，其中党建专业
立项８１项。仅全国党建研究会举办的较大型主题研讨就有１１次，参加研讨
人员达１０００余人次。据对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

数据库》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前三季度 《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数据库》“中国共产

党”专题检索，关于党的建设的各类文章达２７９４０篇 （条）；据网上查询国

家图书馆收藏书目，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出版的党建图书达２０００多种。在全
国党建研究会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评选活动中，共有 ４７家出版
社推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１５１种党建图书参评，评选出优秀党建读物 ２３
种。“十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的成果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化，为党建学科研

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

随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党建学科研究科学把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

承而又与时俱进，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对执政党的特点和所处的历史方位、 “两个先锋队”的表述、

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 “两大历

史性课题”等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家社

科 “十五”规划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为主要研究课题，２００ｌ～２００４
年，党建学科中申报关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项目达 ７６项，立项
的有８项，在党建学科立项中占较大比重。如 ２００１年立项的 《江泽民 “三

个代表”思想研究》、《“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党的先进性问题研究》、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

个代表”与党的建设》、《“三个代表”与共产党员先进性研究》等。此外，

报纸杂志上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文著作。据

对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前三季度 《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数据库》 “中国共产党”专题检索，关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各类文章达６９１４篇 （条）。除中央有关部门编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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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建理论

学习纲要》外，还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著，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央组织部组织

编写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俗读本》、中央党校编写的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教育部组编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广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系列丛书、《江泽民党建思想研

究》等。这些成果，既深化了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又深化了

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

支持。

（二）突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导下，党建学科研究突出执政党建设问题，围绕解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

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结合贯彻

落实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同志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六大精神、２００３年
胡锦涛同志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

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等重大活动，不断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国家社科基金党建研究项目

来看，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申报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研究的项目达
１６０余项，共立项２３项，占明显优势。如２００１年的 《迎接挑战———经济全

球化环境中执政党建设》等；２００２年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党

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体制改革模式的合理

选择》、《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及对策研究》、《党风建设

的历史经验及改进的对策》等；２００３年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及其防范

研究》、《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研究》、《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的

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问题研究》等；２００４年的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学研

究》、《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执政规律》、《党内民主与执政安全研究》、《加

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现代化

研究》等。这几年，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的探讨，

又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新鲜经验的思考。在对执政党特征和执政党建设基

本经验的研究，对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意义、内涵和实质的研究，

对党的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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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有了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较高。据对中国人民

大学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前三季度
《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数据库》 “中国共产党”专题检索，关于执政党建设的

各类文章达２３４０多篇 （条）。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央党校主编的 《执政

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

规律研究》和 《地方党委执政能力建设调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

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 《２０世纪共产党执政的
经验教训》、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等。

（三）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研究，积极探索和回答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体现中国社

会进步的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是我们党能在理论创新上不断取得新

成就的一条根本经验。几年来，中央多次组织力量对党的建设重大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研究。２００１年上半年，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意见，中央有关部门
组织６个课题组，就党的工作机制问题、入党条件问题、党内民主问题等进
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２００１年 “七一”之后，中央有关部门又组织了１４个
课题组，重点就党的建设和中国基本国情、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

化、收入分配等课题开展了历时半年的调研。十六大报告起草组成立后，又

组织了８个调研小组，分赴１６个省区市进行调查研究。２００３年，为贯彻落
实十六大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部署，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中央

有关部门的力量，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７个课题进行调研。这些调研
成果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党建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对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

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予符合实际的科学回答，对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调研成果体现

在江泽民同志 “七一”重要讲话、党的十六大报告以及党中央做出的有关决

议、决定之中。与此同时，地方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也对党的建设做了大量

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许多新鲜经验。

广大党建研究工作者根据党中央对党的建设的部署，以研究和解决党的

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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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把党

建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既加强了党建基本理论的研究，又注意应

用性和可操作性，就党的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发

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国有企业、非公

有制企业和社区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新形势下的党

群关系和群众工作等课题，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一批

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党建研

究项目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研究党的建设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项目约占
６０％，共立项５６项。如２００１年的 《信息网络化给党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带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问题研究》、《现阶段腐

败现象产生原因及防治对策研究》、《新形势下党内矛盾问题研究》，２００２年
的 《提高党员素质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

中扩大民主问题研究》、《提高领导干部的非权力性影响力研究》，２００３年的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情况新问题及对策研究》、《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

标，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研究》、《城市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

用的难点分析与对策研究》、《党政干部淘汰机制研究》，２００４年的 《党的基

层民主建设与党整合社会的能力研究》、《现阶段党群关系问题研究》、《沿

海发达地区新社会阶层党员队伍建设问题研究》、《党管人才问题和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创新的探索研究》等。此外，据对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前三季度 《复印报刊资料索引

数据库》 “中国共产党”专题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文章有

７５０多篇 （条），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文章有 １８７０多篇 （条），关于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文章有１２７０多篇 （条），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文章有１１２０
多篇 （条），关于党内民主 （含民主集中制）的文章有 ５６０多篇 （条），关

于党内监督的文章有２４０多篇 （条），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文章有 ７５０多篇
（条），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文章有３００多篇 （条），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

对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被大量地转化、应用到党的建设的实际

工作中，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建设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实践表明，党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不断发展，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

础、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制度建设，加快步伐；特别是干部

人事工作中的民主不断扩大，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主评议以及考察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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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任前公示制、试用期制等普遍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加

快，特别是在贯彻落实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关于公开选

拔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方面的制度

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

与活动方式在改革中完善，农村党的建设 “三级联创”活动深入开展，党组

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城

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逐步形成，党员管理工作机制和方法在探索中创新，

党员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所有这些党建实践的新进展，同党建理论研究

深入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是分不开的。

（四）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国外政党建设进行比较研究，吸

取了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拓宽了研究思路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党局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权亡党，令人警醒，
发人深思。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认真研究吸取

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十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注重

从历史进程中、从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对比中，特别是注意总结苏联东欧国家

共产党失败的经验教训，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抓住政

党政治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上思考和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努力深化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研究。５年来，党建学科对世界政党的比较研
究明显加强，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 《外国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

训》、《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西方政党是

如何执政的》、《政党论》、《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等；同时在各类报

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世界政党和苏东党的建设教训的文章。在这方面，还有

一些涉及深层次问题的有分量的考察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各

方面的好评。

二　当前党建学科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同

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总的看，虽然研究成果数量很大，但是对一

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不多，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缺乏特色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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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精品比较少，重复性研究较多，创造性的研究较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第一，党建学科研究在运用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来回答现实问

题、解开人们思想上的困惑方面显得有些滞后。时代的发展需要党建研究与

时俱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时代提出的党建新课题给以解答，但许多研

究成果只停留在对中央精神的解释上，针对新的实际提出有说服力理论创见

比较少。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 “西化”、

“分化”的影响也重视研究不够。一些同志反映，现在理论研究存在着 “群

众明白的问题老回答、群众希望回答的问题不回答，有些问题的回答不痛不

痒”的状况。长此以往，将会给西方腐朽思想的渗透、给错误观点的传播留

下可乘之机，不仅会限制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影响理论的战斗力，

而且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比如，如何正确认识党的

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特点，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党是 “两个先锋队”，如何正确认识我

国现阶段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变化以及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

会基础，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以及有效治理腐败等，都涉及一些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敏感的现实问题，虽然这些年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对人们希望回答的问题做出科学的有说服

力的回答。

第二，党建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生动活泼的现实脱节。有些是可研究

而不研究，停留在概念演绎和理论推导上；对基层和群众的创造，对新形势

出现的实际问题，缺少系统调查分析和综合研究。有些研究存在浮躁现象，

急功近利，不求甚解，所得的一些结论不是在掌握大量材料，经过认真研究

和深思熟虑提出的。有的研究就党建论党建，未能下工夫分析党内问题同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观察事物，寻找认识、解决问

题的答案，未注意吸取、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不断拓展和丰富

党建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内容。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党建学科研究水平

的进步和提高。

第三，学术讨论的氛围还不够浓厚，缺乏相互交流和充分研讨。党建研

究政治性很强，如何正确把握好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实践中尚待

解决。怎样把握内外有别的精神，抓住重大理论问题，活跃学术民主，显得

不够，缺少具体引导。有的误以为 “不争论”就是不讨论，甚至对一些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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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也不予反驳、批评。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科研究。

第四，研究成果的转化有待进一步加强。党建学科研究的发展有力地推

进了党建实践的发展，但党建研究机构、人员和各级党委工作部门的沟通、

联系还不很紧密，研究成果的转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以致一些党建研

究成果和实际工作相脱节，或不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目前，日常的党建研

究，大量的是以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形式在开展，不像党史研究那样，在党委

设有专门的工作机构，配备有足够的研究力量，拥有从事研究活动所必要的

手段，因而难以对分散的但却是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有真知灼见的

研究成果，投入足够的精力，及时进行综合梳理、积累或专题深入分析，向

党委和有关主管方面提供决策参考。一些真正有用的研究成果，未能进入有

关方面的视线，甚至被束之高阁，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应用。

三　“十一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的发展
趋势、主要任务及重点课题

“十一五”期间，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反对 “台独”、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维护世

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

开展党建学科研究，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

执政使命服务。

党建学科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

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联系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作的实践，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为根本，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理论、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面临的新矛盾新问

题的研究，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

经得住各种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一）党建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全面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课题。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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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视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包括执政党建设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以及我们党将要召开党的十七大，迎来建国 ６０
周年，这些都对党建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党建学科研

究带来新的发展良机和更加广阔的的发展空间。“十一五”期间，党建学科

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并将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党建理论研究将进一步同党领导的事业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紧密
联系来展开

党的建设是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任务来进行的，是围绕党的中心

任务来展开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已成为我国历史发展新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

党建研究为党的建设服务，绝不能再习惯于就党建谈党建，而必须自觉看

到社会发展的潮流所在，大势所趋，把党的建设研究放到当今世界发展变

化的大势中来把握。放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思考；

放在深入调查和认识党的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成功应对面临的新

考验新挑战上来下工夫。在这个基础上，科学总结我们党执政以来加强党

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

律，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努力

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２党建理论研究将重点围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来进行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执政能力建设

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在新时期，对这两个相互内在联系的重大战略

课题的研究，必须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展开，从理论

和实践上做出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科学回答。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自身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以

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党中央已经对此做出了工作部

署，提出了研究要求。党建理论工作应当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

力建设的实践，勇于面对并回答难点、热点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

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创新，努力为党的执政方

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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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先进性得以更好地保持，提供有价值的成果。

３党建理论研究将进一步放眼世界，拓宽研究领域，适应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２０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世界奇迹。进入新世纪以后，中
国正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这个执政党在世界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反过来，

国际范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对我们党也必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进行党

建研究，既要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深入分析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问题，又要

以宽广的世界眼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来研究世界上一些政党在

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一些长期

执政的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并将这种认识转化成巩固自己、完善自

己、加强和发展自己的有效措施。通过放开视野，拓宽研究领域，探索和加

深规律性认识，推动党建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４党建理论研究将进一步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知识同运用其他相
关学科的知识贯通起来，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能力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党内存在的矛盾大都是这些矛盾

的反映。要通过研究正确认识和解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不

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问题，就不能不运用多学科知识，采用科学技术进步带

来的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充分吸收和借鉴哲学、经济学、

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研究成果和研究方

法，全面提高我们自身的研究素质和能力。

（二）党建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开创党建研究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政

策，将党建研究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位置，以深入研

究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

向，使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协调，把党建研究优秀成果运用于党委的

决策中，运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

新成果转化成加强党的建设各方面生动实践中，运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造性奋

斗中。“十一五”期间，党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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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强党建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党建学科体系
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研

究，在共产党执政理论、执政规律的研究上取得新成果。要在继承党的建设

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和党的建设实践的新发展，

科学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宝贵经验，构建以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突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党建学科体系。

２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为党的十七大做理论上的准备
要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对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

成败、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比如，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党的建设适应落实科学发

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研究、发展党内民主和坚持健全民主集中

制研究、党内监督和反腐败研究、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等等，

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胜利召开党的十七大提供理论支持。

３加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的研究
要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党的建设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探索规律性的认识，使党建工作适应变化

了的客观情况的需要。要实事求是地对党的建设实践中创新鲜的经验和值得

重视的教训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通过比较研究做出理论概括和总结，更好

地指导新的实践。要努力做到党的建设实践推进到哪里，党建理论研究就延

伸到哪里；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党建研究就跟踪到哪里，不断拓展党建研

究的领域。

“十一五”期间，党建学科研究要坚持出精品与注重成果转化并重，坚

持党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协调，不断提高研究成效。要以应用

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要进一步把握党建

研究的规律，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造新的理论成果；同时，要加大党建研

究成果转化的力度，使党建研究更好地指导和服务党的建设实践。

（三）党建研究的重点课题

１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和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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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与创新研究；执政党的特点和执政规律研究。

２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
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

和执政环境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研究；党依法执政、民主执

政、科学执政问题研究；党领导发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和方式

研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途径和方式研

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研究；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保护和用好执政资源研究；党的执政风险与防御对策研究；党的

执政效益、效率问题研究。

３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现状和提高执政能力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研究；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机制研究；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价标准和考核体系研究；提

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研究；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研究；提高

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研究；提高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研究；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研究；提高党引导应对国际局势

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研究；提高领导干部领导的素质和能力研究；加强地

方党委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问题研究；提高共产党

员执政意识研究。

４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
党的先进性建设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

实践与基本经验研究；党的先进性评价标准、评价体系研究，党的先进性建

设的形式、途径和长效机制研究；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研究；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先富人群中共产党员保持先进

性研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保持先进性研

究；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问题研究；共产党员增强党的观念问题研究。

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和党的思想建设研究
党在执政条件下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研究；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问题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的思想基础研

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研究；新形势下增强党的思

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凝聚力、感召力的对策研究；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

和价值观侵袭的对策研究；在发展先进文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文化力及其作

１１１



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党的宣传工作规律研

究；坚持党管媒体、增强引导舆论本领问题研究；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

作的特点、规律和机制研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研

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６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研究
发展党内民主与民主执政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完善民

主集中制的历史经验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体制、

机制研究；党代表大会制度研究；市、县党代会常任制研究；党的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研究；改进党内选举制度研究；完善党

委集体领导制度研究；党内民主监督机制研究；党内民主评议制度研究；保

障党员权利制度研究；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研究。

７干部队伍建设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建设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干部

管理体制和机制研究；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研究；领导班子功能、结

构建设研究；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建立和完善干部

激励机制研究；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非中共党

员干部问题研究；创新干部培训方法研究；领导干部学习考核机制研究；坚

持党管人才，推进人才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和成功

经验研究；贯彻人才强国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８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作用、组织设置、活动内容创新和工作

机制、方式方法研究；基层党组织增强内聚力，扩大覆盖面、提高吸引力

研究；社区党组织工作创新研究；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非公

有制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高校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各类中介组织和社团组织建设研究；党员教育管理工

作新机制研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问题研究；建立健全党员队伍自我纯洁

机制研究。

９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研究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

的群众工作研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研究；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研究；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历史经验研究；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廉政教育问题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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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研

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规律和对策研

究；防止党内形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对策研究。

１０世界政党比较研究
现代政党政治变化发展趋势研究；国外执政党组织形式及运作机制研

究；其他国家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不同类型政党党政关

系研究和执政经验、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原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党

建问题上的历史教训研究；世界上各类执政党 “政党外交”的地位、作用和

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研究。

四　党建研究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对策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和党建理论研究，在 “十五”期间，继续

推动全党对党建理论研究和党建研究队伍建设的重视，既取得了重要成

果，又培养了研究人才，初步形成了一支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比较好的

研究队伍。

（一）“十五”期间党建研究队伍的特点

１党建研究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研究队伍素质有所提高
除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建研究所外，有的省 （区、市）党委建立了党建研

究基地，有７个省 （区、市）党委组织部门、６个省 （区、市）党委党校设

立了党建研究所。在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推动下，各省 （区、市）委和市

（地）委普遍成立了党建研究会 （或党建学会）。高校、部队、社科院系统

也有一批研究人员活跃在党建研究领域。党建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既

有理论工作者，又有实际工作者，还有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员参加到党建

理论研究中来，形成了由组织部、党校、高校、部队、社科院研究人员为主

体，由党建研究会按照党委意图组织协调开展活动的党建研究队伍。据不完

全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项目的负责人中，来自党
校系统的６３６人 （次），普通高校的 ６６０余人 （次），社科院系统的 ７４人
（次），组织部门的１６人 （次），军队系统的７人 （次）。其中研究生学历的

７２９人 （次），大学本科学历的 ６６７人 （次）；研究员、教授 ７０５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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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员、副教授６２６人 （次），助理研究员、讲师４２人 （次）；博士生导

师５４人 （次），硕士生导师４５３人 （次）。

２党建研究队伍结构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随着大量高学历人员相继进入党建研究领域，党建研究队伍呈现出高

学历、年轻化的趋势。据中央党校２００３年对全国 ４８所省级和副省级城市
党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人员的统计，５５岁以上的研究人员占总数的
１０４３％，４０～５５岁占 ５０９５％，４０岁以下的占 ３８６２％，党建研究队伍
的年龄结构与此基本相同，明显年轻化。党建研究人员很大一部分知识面

较广、知识结构不断更新，整体政治素质较高，思想愈来愈活跃，工作热

情普遍较高。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又有年富力强的青年理论骨干，呈

现出由学术带头人、中年学术骨干和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组成的学科研究

梯队结构。

３后备力量培养力度不断加大
“十五”期间，各级教育机构加大了党建研究队伍的培养力度。中央党

校、部分省级党校和一些普通高校加强了党史 （含党的建设）硕士点、博士

点的建设。到２００２年底，全国共有党史党建博士点６个、硕士点３４个，近
年又有所发展。同时，具备条件的党校和高校也扩大了招生规模，为党建研

究培养和储备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准的后备队伍，党建研究后继有人。这也是

党建研究发展的希望所在。

（二）党建研究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十五”期间党建研究队伍虽然发展迅速，但同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所处的地位、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党中央关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党建研究队伍的现状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的

方面。主要问题有：一是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情况；二是研究队伍整合与

协作不够，存在资源浪费问题。

要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展

的需要，必须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加强党建研究队伍建

设，培养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党建理

论专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党建学科带头人，造就

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党建理论研究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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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进一步提高对党建研究队伍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加大对党建研究人
员的培养力度

各级党委和党建研究机构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党建研究队伍的建设，

把发现、培养、积聚党建研究人才作为一项战略性重要工作来抓，加大

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这支队伍的思想道德、学科知识和学风建设。在

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开设面向党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党建理论

专题研究班，选拔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党建理论研究人员到中央

党校、高等院校和国外深造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研究

能力。要进一步扩大党史党建专业博士生、硕士生的招生规模，改进培

养办法。

２建立健全党建研究的激励机制
各级党委和党建研究机构对于一些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的研究成

果要予以表彰，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要进一步改善党建研究人员的研

究条件，帮助他们了解实际工作情况，鼓励、支持他们参加理论研讨会，从

各方面营造有利于发扬求真务实精神的良好氛围，积极为党建研究人才的成

长创造条件。

３加强研究队伍的横向联系、资源整合和信息沟通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是发现人才、组织和凝聚人才，以及组织和协调各

地课题研究的重要阵地。要继续发挥全国党建研究会的作用，有目的、有准

备、有计划地组织课题研究和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党

建研究机构和党建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联系和交流，有效整合、利用和培

植研究资源，在集体攻关中培养和锻炼队伍。要充分利用党建网站在课题信

息、研究成果、研究方向等方面的优势。

４充分发挥党建领域研究老专家的作用，推动党建研究队伍的梯队建设
要通过反聘或其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党建研究领域老专家政治思想坚

定、业务素质高、研究经验丰富的特长，搞好传、帮、带，促进中青年党建

研究人员快速健康成长，形成合理的队伍结构。

党史·党建学科调研组

党史部分课题负责人：沙健孙

党史部分报告执笔人：李捷 （第一、二部分）　王顺生
（第三、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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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部分课题负责人：郑科扬　王庭大
党建部分课题组成员：何毅亭　蒋振云　蔡长水　邵维正

卢先福　姚　桓　周大仁　焦益众　李锡炎　王仁琴
党建部分报告执笔人：蔡长水　卢先福　姚　桓　孙　毅

附　　录

（一）中共党史工作大事记 （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０年
９月２日　为纪念张闻天诞辰 １００周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 《张闻天》

一书，书后附录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辑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

的发言和张闻天传略。（《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２）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发表 《无私无畏　风范永存———纪念张闻天诞辰１００

周年》一文。

唐家璇发表 《实事求是　勇于探索———张闻天同志在外交战线上的杰出
贡献》一文。（《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５）

９月７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冯蕙发表 《坚持理论创新　不断开辟马
克思主义新境界———学习毛泽东文集的一些体会》一文 （经中共中央批准，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是继 《毛

泽东选集》之后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多卷本综合性的毛泽东著

作集。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开始出版，至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全部出齐，共八卷。
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著作）。（《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７）
９月１２～１４日　为纪念我国经济特区建立２０周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 “经济特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０９１５）
９月１２～１５日　为纪念张闻天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

共江苏省委、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共党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张闻天生平和思

想研讨会，这是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性的张闻天生平和思想研
讨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１５）

９月１８日　为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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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创建新中国的光辉业绩，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小型

画册 《共和国领袖》公开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１９）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撰的 《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史》近日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１９）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 《红旗飘飘———新中国 ５０年军事大

事述实》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２１）
９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

在中组部第１１期党员专家邓小平理论研究班学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勉
励大家，要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努力把 “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实际行

动上，继续发扬老一辈国防科技工作者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力协助，勇于攀登”的 “两弹一星”精神，自觉肩负起时代

赋予的光荣使命，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实现我国科

学技术包括国防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２３）
９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１１日在北京召开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审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光明

日报》２０００９２６）
９月２７日　由民政部组织编写的大型丛书 《中华著名烈士》近日由中

央文献研究室出版。这套丛书收录了从 １９０５～１９９９年近一个世纪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著名烈士 ４０００多名。整套丛书 ３０卷，将陆续出
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２８）

９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尉健
行，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全体代表。曾庆红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

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９２９）
１０月９～１１日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全会高度

评价了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特别是 “九五”计划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

目标。会议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实现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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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发展经济的出发点

和归宿是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０１２）
１０月１１日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５０周年学术研讨

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

席会议。（《光明日报》２０００１０１３）
１０月１３日　为纪念抗美援朝 ５０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座谈

会。会长马文瑞指出，５０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大长了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
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今天我们要发扬中国人民志

愿军那种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０１４）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２０集团军委员会在上海嘉定举行抗美援朝５０

周年纪念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０１５）
人民网推出 “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专题，收录珍贵历史图文 ９００多

篇，为互联网读者再现了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这

场正义战争。（《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０１８）
１０月１７日　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纪念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５０周年

座谈会。与会者认为抗美援朝是一场伟大的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打出了中

国的国威和军威，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

献。（《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１０月１８日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在北京举行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座谈会，高

级顾问、战时首席联络武官柴成文将军做了主旨发言。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０１０１９）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成立 ２０周年暨学术年会在长春白河召开。

会议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创新的、发展的、实践的，具有长久的、旺盛

的生命力。要结合我国的文艺实践，深入发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内涵，

开拓理论发展的广阔空间。与会者认为，对于新环境新事物为文艺带来的新

特点必须加以充分重视，及时调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０１０２１）
１０月２０日　由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埃德加·斯诺书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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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日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１３年。作为新闻记者，他到过中国许
多地方，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旧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

面，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表示深切的同情与支持。他是向世界宣传中

国革命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冲破重重阻挠，三度访华，为中美人

民友谊和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光明日报》

２０００１０２１）
１０月２５日　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５０周年大

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

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努力学习和

发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加奋发地

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世界

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英勇壮举，是爱国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是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建

立的巍峨丰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

主持大会。胡锦涛在大会结束时强调，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历史地位

和丰功伟绩，深刻指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内涵和深远意义，精辟概括了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对我们正确把握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进

而正确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０１０２６）
１０月２６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联合召开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 ５０周年学术座谈会。原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宋平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史实、基本经验、历

史意义及现实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抗美援朝在世界走向和平与发

展中的历史作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在

抗美援朝中的作用，抗美援朝运动与新中国的巩固，抗美援朝及其历史价

值，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国家动员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论析。会议对抗美援朝给

予了高度评价。（《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１０月　 《邓颖超书信选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１１月５日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胡绳因病在上海逝世。
（《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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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
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 “四个如何认识”研究班结业时发表

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１１４）
１１月１４日　邓小平雕塑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江泽民为雕塑揭幕。（《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１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它是由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料研究部门

的专家合作编写的一部工具书，其内容涵盖我国自然概貌、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科技、教育。（《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１１６）
１１月１５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 “胡绳学

术思想研讨会”。（《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为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诞生１００周年，河海大学 （张闻天

母校）出版社日前推出程中原撰著的 《张闻天论》一书。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０１０１７）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选编的 《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一辑）近期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臧克家、贺敬之、逄先知等关于毛

泽东诗词的精辟见解。（《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１１８）
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近日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届年会暨山东省

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大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１２５）
１２月７日　为了纪念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５０周年，总结历史经验，中

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叶剑英基金会、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

在广州召开学术讨论会。（《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１２月８日　全国政协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何长工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

会高度评价了何长工在各个时期不同岗位上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贡

献。（《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９）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 “一二九”运动

６５周年座谈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９）
１２月１３日　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上午在南京江东门纪念馆举行悼

念仪式，祭奠６３年前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江苏省委副书
记顾浩发表讲话，指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

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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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４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纂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近日由中共党史出

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中央卷）共 １３卷 １９册，约
１５００万字。全书收录时限从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始，至１９９７年９月
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 （国家政权和政协组织延至 １９９８年 ３月九届人大和九
届政协）。全书对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政权、军事、统战、

群众组织的历史做了概括叙述，完整地记录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权、军

事、统战、群团组织机构及其领导成员，辑录了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具有指导

意义的文献和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并附有反映各时期各系统组织沿革图

表。（《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１５）
１２月１６日　由丁品创作的 《２０世纪的浩劫———系列水墨画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墙》大型画册，日前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首发式和捐

赠仪式。（《光明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１７）
１２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出版社在毛主席纪念堂联合举

行 《毛泽东文集》研究座谈会。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战

略家、理论家，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文稿。已经编入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代表作，此外，他还有许多重要文稿和讲话

谈话记录稿，没有收入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或没有公开发表。这次编辑出

版的 《毛泽东文集》，对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做了重要补充，特别是这部

文集的第六、第七、第八卷，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著作近３００
篇，９０多万字。这些著作反映了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一些成功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今天仍然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２６）
５０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为纪念和

缅怀毛岸英烈士，首都各界人士 ２００多人汇聚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座谈
会，并举行了 《我的伯父毛岸英》、专题片 《毛岸英在抗美援朝中》、《纪念

毛岸英》邮册、ＭＴＶ 《无限怀念在心中》首发式。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０１２２６）
１２月２６日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７周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刚刚出版的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评文全本）今天起在全国各地与读者见面。该书

是线装书局和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根据中央档案馆提
供的毛泽东生前阅读并亲笔评点批注的清武英殿本 《二十四史》影印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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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大型出版工程。问世后深受广大读者、研究人员和藏书家的喜爱。但由

于这套书卷帙浩繁，且发行数量有限，阅读收藏确属不易。为了满足更多读

者学习、研究的需求，中国档案出版社此次专门出版了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

史》（评文全本），这个最新版本收集了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时在书中写下

的全部批注和批语，完全按照原书影印，按 《二十四史》原序排列。（《光

明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２７）
《毛泽东评点通鉴纪事》、《周恩来手迹精选》线装影印本，由中央档案

馆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今日在北京举行首发式。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０１２２７）
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决定，从今冬明春开始，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

全国县 （市）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

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选编了

《农村干部学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件汇编》作为指定必读教材。（《人

民日报》２０００１２２９）
１２月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邓小平论侨务》

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外交文选》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综合卷》，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金融卷》，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财政卷》，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商业卷》，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１～１９９７）》（第１～

１９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１年
１月４日　由军事科学院编辑的 《王树声军事文选》，日前由北京军事

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５）
１月６日　 《邓小平论侨务》一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该书由国务院侨办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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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邓小平１９７７～１９９３年间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５５条，约２２万字。（《人
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７）

１月１６日　王桂兰 （河南大学政治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争

取·改进·培养·依靠”结项。

１月１７日　王玉萍 （河北师范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课题 “西柏坡与新中国”结项。

２月６日　江泽民 《论科学技术》一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近日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该书收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至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期间江泽民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讲话、文章、书信和批示等共
４９篇，约１５万字。（《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２７）

２月７日　马启明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结项。

２月８日　林志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毛泽

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环———鞍钢宪法”结项。

２月２３日　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人民 “二二

八”起义５４周年。与会台胞认为，发生在５４年前的 “二二八”起义充分反

映了台湾人民爱国爱乡的精神，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历史写照。与会

台胞表示，我们纪念台湾人民 “二二八”起义，就是纪念起义代表的永恒的

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台湾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永远改变不了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２２４）
２月２７日　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今天在京召开纪念张冲诞辰１００周年

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２２８）
中南民族学院教授李资源的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一书近日由广西

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４１１）
４月３日　 《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在京举办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

法学术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国史研究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借鉴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包括国外

史学研究的好经验、好做法，从多角度、多层面来深化和拓展国史研究。积

极开展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婚姻史、社会心态史、当代城市史、环境

保护史等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拓宽国史研究的领域，深化国史研究的内容。

（《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４２８）
４月１８日至１９日　“纪念赵世炎诞辰 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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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江苏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舒龙、凌步机主编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史》一书。（《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５８）
４月　 《王震传》（上、下）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５月９日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在京举行 “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不容否

认———评日本２００２年版历史教科书”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日
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公然批准由右翼团体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日本 ２００２年开始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出
台，这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与会专家学者指出，这次事件也表明，日本社

会右倾化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这不能不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担忧。（《人民

日报》２００１５１０）
《中共党史人物传》 （１０卷精选本）日前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５１６）
５月２７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８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云出席会议并讲话。彭云指出，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１０
年来，在有关部门领导下，组织、团结了全国高校一大批思想好、业务好、

积极热情的中青年学者，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协助高校党委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理论人才，取得了很大成

绩。希望同志们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无愧于先辈、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贡献。（《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５２８）
５月２９日　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５０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辑的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

选》，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毛泽东西藏工作

文选》编入毛泽东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的文稿共１０１篇，包括讲话、谈话、电报、
书信、批示等。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文稿，记录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对于

研究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和党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文

献价值。这部文选，多侧面地反映了西藏人民在党的指引和领导下，增强民

族团结，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努力建设新西藏的奋斗历程，对于总结

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西藏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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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５３０）
６月５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发行。该文件集收录了自１９９９
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至 ２００１年 ３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这段
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７１篇。（《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６）

６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
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发表２０周年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１３）
６月１８日　天津市向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献礼的重点工程———中共

天津历史纪念馆近日落成。（《光明日报》２００１６１９）
经过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鲁迅全集》修订工作正式启动，新版

《鲁迅全集》及其电子版将在两年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 《鲁迅全

集》将在１９８１年版的基础上，对原有注释进行修改、补充，增补新发现的
佚文、佚信，充分吸收最近２０年人文科学成果，从而使得 《鲁迅全集》的

编注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鲁迅全集》此前有

过３个版本。鲁迅逝世后，许广平等编辑出版了 １９３８年版 《鲁迅全集》；

１９５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１０卷注释本 《鲁迅全集》。而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１９８１年版１６卷注释本 《鲁迅全集》因编辑比较完备、校勘比较

精细、注释比较翔实而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迄今已发行 １９万套，根
据全集印行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选编本达２８０多万册。为期一周的 《鲁迅全

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闭幕，全国 ４０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就全集的编
辑、校勘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为主

任、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为副主任的 《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已于此前

成立。（《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１９）
全国妇联党组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 《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的八

十年》一文。其中讲道：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主

要是：第一，妇女既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又受夫权的压迫，其根源

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

径。第三，男女同是历史的创造者，妇女不仅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伟大力量，

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人力资源。第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员妇女

全面参与社会发展，是妇女运动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针。第五，实现男女

平等和妇女的彻底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艰巨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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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２３）
６月２０日　徐晓林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政法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关系史”结项。

６月２２日　徐辉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与科学再认识”结项。

６月２４日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珍藏版一书首发式在浙江

省富阳市举行。该书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国档案

出版社和华宝斋联合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２５）
黄修荣撰写的 《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２５）
６月２６日　 《李琦画革命领袖像》画册近日出版发行。（《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６２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中国共产党简史》日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２９）
６月２８日　由中央纪委办公厅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

编》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２９）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系列光盘日前由方圆电子音像

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２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共同编辑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一书，最近由法律
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６３０）

６月２９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中共中央批准在毛主席纪
念堂增设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同时对 １９８３年建成的毛泽东、周
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补充。新

增和调整后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纪念室将于７月１日正式开放。（《人民日
报》２００１６３０）

６月３０日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暨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单位、先进工
作者表彰会和全国党史系统纪念建党 ８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会见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

希望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一定要始终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 “三个代

表”的要求，切实做好党史的征编、研究、教育、宣传工作，更好地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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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服务，为培育 “四有”新人

服务。胡锦涛强调，在党史工作中，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一是要把党史研

究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历

史借鉴；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

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经验教

训。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党史工作，经常给党史工作部门出题目、

交任务，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更好地开展党史工作

创造有利条件。会见结束后，曾庆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当前，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隆重热烈地庆祝建党 ８０周年，形成了群众性的学习党
史、宣传党史的浓厚氛围，党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广大党史

工作者要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按照 “三个

代表”的要求和江泽民同志即将发表的 “七一”讲话精神，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努力开创党史工作的新局面。曾庆红在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党史工作

取得的明显成绩后，提出了五点希望：一要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

史工作，认真研究、总结和宣传好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历史经

验，用以指导和推动党的建设，进一步明确党史工作以 “资政育人”为根本

任务的新思路，把党史研究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重点转到以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为重点上来，把潜心研究历史与密切关注现实结合起

来，既重视研究，又注重宣传，既注重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注重理论概括

和分析，努力把党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在

“实事”的基础上 “求是”，科学总结和宣传党的历史，使党史研究的成果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三要在大力弘扬党史工作好传统、好方法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课题，形成

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在党史征集、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项工作中，都贯穿党性观念、服务观念、精品观念、效益观念，使党史

工作经受新考验，迎接新挑战，不断增强生机和活力。四要大力加强党史工

作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想理论素质，进一步增强政治鉴别力

和政治敏锐性，把讲政治贯彻于党史工作的各个方面，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

和培训，抓好中青年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使他们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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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成长起来。五要坚持和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党史工作

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安排、来加强、来推进，充分

发挥党史部门的作用，组织他们参与党的中心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的

贡献。要热情关心党史工作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努力营造能够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 “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加

强对地方党史部门的业务指导，进一步加强宏观协调。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７１）
６月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著的 《中国共产党简史》由中共党史出

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８０周年而编
写的一本普及读物，全书１６万字。

７月１日　中共中央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８０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中国共产
党８０年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居安

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

斗。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７２）
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 “发扬西柏坡

精神，实践 ‘三个代表’理论研讨会”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召开。（《人民日

报》２００１７３）
７月１～２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召开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理论研讨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７３）
７月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出席优秀共产党员

代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８０周年座谈会并讲话。胡锦涛强调，江泽民同志
的 “七一”讲话，是指导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当前

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这个讲话，深刻理解

这个讲话，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智慧和

力量凝聚到完成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上来。（《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７３）
朱德故居修复工程日前圆满竣工，从今天起重新对游客和市民开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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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位于云南昆明市华山西路，坐北朝南，占地面积３８０平方米，属木结构硬
山墙四合院式建筑。（《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７３）

７月４日　罗马尼亚华文周刊 《欧洲侨报》发表题为 《历史的奇迹，中

共八十年》的评论，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带领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繁

荣富强的中国，中共８０年奋斗史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奇迹。（《人民
日报》２００１７５）

７月１０日　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罗干在出席会议时讲话指出，董必武法学

思想研究会的成立，必将对繁荣法学理论研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

设，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７１１）
７月２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世纪伟人毛泽东丛书》编辑委

员会主持编写的 《毛泽东颂》近日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７２４）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在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搞好党史人物研究工作进行了研讨。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主任孙英当选为会长。（《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２７）
７月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 《中共云南地方

史》（第一卷）。（《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７３０）
一部按时间先后顺序标引毛泽东著述文献的工具书 《毛泽东著述编年索

引》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２００１７３１）
８月８日　为配合全党深入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江泽民 《论 “三个代表”》一书，近日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继 《论科学技术》之后江泽民的又一部专题著作

集。该书收入江泽民从２０００年２月以来论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稿

１２篇，其中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８９）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 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保定举行。

（《光明日报》２００１８１３）
８月２３日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陈毅诞辰 １００周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江泽民强调，陈毅同志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坦荡无私、爱憎分

明，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

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８２４）
为纪念陈毅元帅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与四川省新四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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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日前联合在成都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８２７）
８月２９日　学习出版社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论述摘编》和 《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汇集为单

行本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８３０）
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５６周年，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只有

铭记历史，汲取教训，才能防止悲剧重演；任何否认、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

略历史的行径，势必阻碍日本与亚洲各国实现真正的和解。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９３）
８月３０日　赵清城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研究”结项。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宗教界”结项。

９月３日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６周年纪念
日。首都各界在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 “纪念中国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６周年座谈会”，共同缅怀先烈，纪念胜
利，重温历史，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侵华历史的言行。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９４）
９月１６日　在为纪念九一八事变７０周年召开的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

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的 ８０
多名学者围绕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回顾、日本的对外扩张理论、抗战期间的国

际关系、日本历史教科书等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９１７）
９月１７日　东北三省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九一八事变７０周年。来自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专家学者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事端、发动侵

华战争的罪行，并呼吁人们牢记史 训、发 愤 图 强。（《人 民 日 报》

２００１９１８）
９月１８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九一八事变７０周年发表谈话指出：我们将

永远铭记那段历史，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而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

历史则证明，任何企图通过侵略扩张奴役他国人民的行径，都将以可耻的失

败告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９１８）
９月２０～２２日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 “老

一辈革命家与西部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党的文献》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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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６期）
一套以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 《抗日战争史丛书》 （普及版）近日出

版。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教委联合主

编的这套大型丛书，记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历次侵华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

行，表现了中国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斗争的英勇不屈的崇高精神。（《人民日

报》２００１９２６）
９月２６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８）
狼牙山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北大门，五位勇士 （晋察冀军区第

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战士葛振林、宋学义、胡服才、胡

德林）抗击日寇英勇跳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为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

神，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市委和易县县委共同投资修建了五勇士事迹陈列

馆。（《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９）
１０月９日　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编辑的 《老一辈革命家论党的

建设》一书，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１０１０）
１０月１１日　 《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日记》和杨尚昆所著 《追忆领

袖战友同志》，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陆续在全国各地

发行。《杨尚昆回忆录》共１４章、２７万字。按原定计划，回忆录还包括新
中国成立后部分，在他突然因病逝世后已无法完成。为了帮助读者全面了解

杨尚昆的一生，编写了 《杨尚昆生平纪事》作为附录。《杨尚昆日记》是杨

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职期间 （１９４９年 １月至 １９６５年 １２月）所记的日
记，共１１０万字。《追忆领袖战友同志》，是从杨尚昆１９７６～１９９８年所写的
回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选出 ３４篇编辑成册，共 ２５万字。同
时，将他的 《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作为附录。（《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１２）

沈阳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刘贵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科研课题成

果——— 《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一书。（《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１３）
１０月２４日　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江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联合主

办的第二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开幕。（《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
毛岸青、邵华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 《想您，亲爱的妈妈！———纪念

杨开慧烈士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文章。（《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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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７０周
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

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说，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

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７０周年，回顾我们党艰苦创业的光
辉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业绩，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很有意义。（《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２５）
１０月２６日　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２６日在莫斯科友谊之家举行报告会，

纪念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诞辰１００周年。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
主持了报告会。他在发言时指出，陈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他的一生是辉煌灿烂的一生。（《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０２８）
１０月３０日　纪念王亚南诞辰１００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

开。（《光明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１）
１１月１日　由新华通讯社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的 《毛泽东等老一

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一书，最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人

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３）
１１月２日　杨开慧诞辰 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在长沙县开慧乡骄杨广场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云在纪念大会上说：“今天，我们纪念杨

开慧烈士，就是要学习她为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勇于探索、不

懈追求的精神；学习她热爱祖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

精神；学习她朴实无华、艰苦奋斗的精神。”（《光明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３）
１１月７日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８）
江西省在瑞金市举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成立７０周年纪念大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８）
１１月８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江泽民在中央宣
传部等四单位联合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 《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

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为开卷篇，以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江泽民在党的十
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为结束篇。全书收入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稿５４篇，约３０
万字，其中有些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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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日　湖南省党政部门领导、各界群众在望城县一中体艺馆集会，
纪念郭亮诞辰１０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２２）

１２月４日　雷国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研究”结项，该书已于２００１
年５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２月５日　都培炎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政策的历史考察”结项。

１２月１７日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党史学会和全国中
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举行纪念胡华教授诞辰８０周年座谈会。（《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１２１８）

纪念宁都起义７０周年座谈会日前在江西省宁都县举行。解放军总政治
部和江西省委有关领导、宁都起义参加者亲属代表、红五军团工作者亲属代

表及各界干部群众１０００余人出席座谈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１１１２３）
１２月２１日　李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沦陷区人民的斗争”结项，成果已于２００１年９月由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１２月２４日　原思明 （河南大学马列德育教研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五十年”结项。

１２月２５日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 《李富春传》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２２６）
２００２年
１月１９日　为期３天的全国党建研究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暨理论研讨

会今天在北京结束。（《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０）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 ２００１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南京召开。会议

主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２１世纪文艺。（《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０）
一批周恩来早期旅欧期间写作的文章在湮没故纸堆中７０余年之后，重

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新发现的周恩来文稿共７篇，是安徽省淮南市委党史研
究室张凤高，根据周恩来的一位远亲范延禧提供的线索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

旧报纸中找到的。这７篇文稿陆续刊登于１９２１年９～１１月的 《新申报》“世

界新闻”栏目，其署名分别是翔宇或恩来。（《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５）
１月２９日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共同举行座谈会，纪念

江泽民主席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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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１３０）
１月３０日　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近日在南京成立。沈达人当选为会长。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３１）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新著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 （第一卷）

近日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２月４～５日　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举行学

术研讨会，纪念中美 《上海公报》发表３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２８）
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党的建设研究会共同举办

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在湖北省委党校召开。（《光明日

报》２００２２２）
２月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当代中

国研究所视察工作时指出，国史研究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非常重要。世界

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是不研究自己的历史、不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就

能够成功地走向未来的。党史、国史是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实践经验的最直

接、最现实的方式，因此，国史也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

李铁映指出，写历史要尊重历史，但写历史有历史观的问题。任何历史学家

都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正是有了这种局限性，才使历史研究

不断深入、不断发展。随着当代人进行的新的社会实践，需要不断总结过去

的历史、不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提供新的经验。一个国家的历史，可

以凝聚人民的力量。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历史学家手中的笔重若千斤。可

是，有些人却忘记了这一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西化”、 “分化”中国之

心不死，时刻不忘给我们的历史抹黑，想搞乱中国。我们不警惕不行。历史

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当然要为自己的解放和自己的

前途命运写历史。今天，当代史研究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 “软武

器”。李铁映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是自己的实践经验。

这个经验要由自己来总结。撰写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努力探索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的社会

主义道路。当代史学者是中国人民进行探索的历史见证人和经验总结者，要

写出中国人民的探索史、进步史，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２６）
２月６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举办座谈会，纪念邓小

平南方谈话发表１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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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３日　蒋伯英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结项。

２月２５日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的
《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一书，已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收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期间党和国家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文献共 ９２篇，约
３８万字。（《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２２６）

《彭德怀自传》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还摘录了彭德怀于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２２６）

由余伯流、凌步机合著的 《中央苏区史》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在纪念周恩来１０４周年诞辰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解放军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周恩来自述》一书首发式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行。

该书共２０多万字，集中归纳了周恩来生前几乎所有关于其个人生平的自述
性文字，其中许多珍贵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该书还收录了周恩来和邓颖超

在革命战争年代写的部分 “家书”和邓颖超的回忆文章。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２３２）
３月１８日　 《丁玲全集》１２卷，最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

入作者从２０世纪２０～８０年代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评论、讲
演、书信等共４３０余万字。１９８２～１９９５年，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 １０卷
《丁玲文集》。《全集》对内容进行了重新注释，集末附有 “丁玲创作年表”。

丁玲母亲余曼贞的回忆录和旧体诗词也作为附录收入 《全集》。 （《人民日

报》２００２３２４）
３月２５日　张忆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持的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结项。

３月２６日至４月２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
民在陕西考察工作，着重就西部大开发和党的建设进行调研。他强调，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在充满新的希望、也充满新的挑战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大

力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

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

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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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

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在

延安时期的活动，在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特

别是在中国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党的七大，为我们党的

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

胜利提供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今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六大。我们一定

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

总结我们在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实践中取得的基本经

验，认真研究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需要明确的基本要求，认真研究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认真研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

活需要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认真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从理论和实

践上回答的突出问题。全党同志要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以党的建设的优异

成绩迎接十六大的召开。（《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２）
薄一波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文章的汇编本 《领袖、元帅与战

友》一书，本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回忆文章 ３６篇，分为三辑。第
一辑分别记述了作者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等党

的主要领导人的来往，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看法；第二、三辑分别

记述了作者与共和国的几位元帅以及同时代部分战友的交往。（《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４２）
４月４～７日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福

建省委党校、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主办的 “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

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２７）
王海晨、胡玉海著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该书近百万字，从１９０１年张学良出生一直写到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他的
葬礼，叙述了张学良完整的一生。（《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１３）

４月１５日　纪念谭震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胡锦涛指出，在谭震林诞辰 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的革命历史，
追思他的卓越功勋，学习他的优秀品质，这对于大力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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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１６）
４月１７日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举行座谈会，学习江泽民前不久在陕西

发表的关于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讲话，研究贯彻措施。与会同志认为，

江泽民科学地论述了延安精神的 “四个体现”、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时代

意义，强调伟大的延安精神，“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

利的法宝”，“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这对

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４２０）
４月２３日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举办

“首都史学界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专

家学者指出：“靖国神社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至今仍供奉着对

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牌位。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

靖国神社，必然助长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历史、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嚣张气焰。

我们对这种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２４）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 《关于党史研究与时

俱进的思考》一文。（《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２７）。
４月２５日　上午，曾经亲历６０年前冀中 “五一反扫荡”的６００余位老

战士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聚集一堂，缅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那一

段悲壮的岁月，强调要警惕日本极右翼势力企图篡改侵略历史、复活军国主

义的图谋。（《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２７）
４月２６～２８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 “任

弼时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４月２８日　北京大学红楼经复原整修后，今天以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的名义对外开放。（《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４２９）
４月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

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５月９日　在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６０周年
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毛泽东文艺论集》，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论集汇集了毛泽东从 １９３６～１９７６年的文稿 １０１篇，包括
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讲话、批示、书信、题词以及阅读

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语等。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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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５１０）
５月１１日　为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６０周

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等８
个文艺学术团体和单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现代

著名文艺家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５２６）
５月１４日　为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６０周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 《毛泽东文艺论集》出版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５１５）
５月１５日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

讲话。他希望青年们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发奋学习，注重锤炼品德，不断开

拓视野，勇于进取创新，始终艰苦奋斗，努力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努力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

义的政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党的事业离不开青年，青年的成长

更离不开党。我们党要赢得青年，就必须用先进的理论引导青年，用光辉的

事业凝聚青年，用良好的作风吸引青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５１６）
５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中

共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罗亦农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

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５１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文学研究所，举办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０周年理论座谈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慎明说，６０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解答了文艺工作者的立

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以及文艺运动的

发展方向和根本原则。（《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５１８）
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创办的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中

国人民大学正式挂牌。（《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文学界近百人在京召开座谈会，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６０周年。（《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５１８）
５月１８～１９日　为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６０

周年，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分别在湖南长沙和湖北郧阳师专举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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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以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当代文化的

前进方向”为主题，展开学术研讨。（《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５月２０日　在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０周年

之际，由文化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大型展览 《毛泽东与文艺》，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５２１）
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等７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０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５２１）

５月２２日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碑名的西藏和
平解放纪念碑，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去年参加西藏和平解放 ５０周年庆祝活动时曾出席纪
念碑奠基仪式。（《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５２３）

５月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

６月１日　 《胡乔木书信集》、 《胡乔木诗词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乔木书信集》选收胡乔木自１９４５年春至１９９２年秋去世前夕的书信共４３５
封。《胡乔木诗词集》是在胡乔木亲自编定出版的诗词集 《人比月光更美

丽》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收新诗、歌词 ４８首和旧体诗词 ６２首，共 １１０首。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６２）

６月５日　刘贵田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课题 “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我党东北白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结项，结项成果已于２００１年７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６月１３日　黄埔军校同学会和台湾 “中华黄埔协会”校庆参访团今天

在京共同纪念黄埔军校建校７８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６１４）
６月１６～１８日　在全党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马鞍山市委在马鞍山市联合主办了 “老一

辈革命家与执政党建设”学术研讨会。（《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６月１８日　世界知识出版社在西单北京图书大厦举行由作家吕明辉撰

写、该社出版的 《金日成与张蔚华———跨越国界的生死情义》一书首发式。

（《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６１９）
６月１９日　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昆仑诞辰 １００周年纪念座谈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座谈会。王昆仑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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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爱国民主战士，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四一二”事变后，参加爱
国民主斗争。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４９
年９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第五届民革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中央主

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６２０）
今年５月１日，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民 “五一”反 “扫荡”６０周年

纪念日。近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秉新主编的 《血色冀中》一书。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６２０）
６月２３日　大型史料工具书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近日由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 １４册，辑录了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大量史料。（《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６２７）
７月４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 《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这本书收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

要论述共７５篇。（《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５）
７月７日　首都学生、军人和各界群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七七事变６５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七七事变图集》

首发式和 《华侨与抗日战争》展览开幕式。（《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８）
７月１１日　由中共湖北省委组织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 《李

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从多方面收集

到的７００多篇文稿中精选 １９０篇编辑而成的，其中 １７８篇为首次公开发表。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１２）

７月１５日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出版座谈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１６）
齐红深主编的 《日本侵华教育史》一书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

５０万字。（《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１６）
国家民委组织专家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

策》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２７）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当选为会长。（《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２７）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的 《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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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２０００年）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２７）
７月２６～２７日　全国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 “三个代表”与党建理论

和实践创新研讨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７３１）
王辅一撰写的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党的文献》刊登了蔡庆新的 《建国以来任弼时研究综述》、唐培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鲁振祥的 《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党的文献》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平津战役史料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的 《走进最后的决战———平津战役参

战将士访谈录》一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８１）
“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丛书共三部，

除广大读者熟悉的 《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著）和 《续西行漫记》 （尼

姆·威尔斯著）外，还有 《北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著）。（《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８４）
７月２６日　朱凯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主持的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整风精神研究”结项。

７月２８日　唐培吉 （同济大学社科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课题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结项。

８月５日　为贯彻江泽民关于繁荣发展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精神，加强中
共党史学科建设及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

史学科建设暨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２８６）
８月２７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专题摘编）一书，近日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江

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一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全书分为 ２５个专题、１１９个小题，计
１３００多段论述，约５６万字。这些论述，是从１９８９年６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
会到２００２年６月期间，江泽民所作的报告、讲话、文章、书信、批示等３７０
多篇重要文献中摘录的。其中不少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８２８）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转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的通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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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９６）
８月２９日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组织的第

十一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李岚清在下午的会议上做了形势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８３０）
日前，１１万张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拍摄的中国重要城市、军事目标

和人文景观的航空照片回到中国，由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

心收藏。２０世纪末，美国国家档案馆相继解密了一批 “二战”期间美军缴

获日军所拍的航空照片等资料。这批照片包括约３７万张日军在侵华战争前
和战争中所拍的中国以军事目标为主的间谍照片，包括机场、火车站、桥

梁、码头、城镇等，也包括诸如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南京城墙、苏州

园林等人文景观。这批航片被尘封半个世纪后，根据美国的法律，超出 ５０
年的档案资料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要向公众公开。这些被解密的航片立即

引起国际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军事、资源等方面专家的重视。我国有关

部门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国家文物局指派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专家具体实

施。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工作小组将１１万张最
重要和最清晰的航片复制、拷贝回国。（《光明日报》２００２８３１）

８月　 《郑伯克回忆录》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９月２日　 《人民日报》以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充满生机与活力》一

文，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概况。截至 ２００２年 ６月，全国党员总数已达
６６３５５万名，比１９９７年增加 ５９３８万名。其中 ３５岁以下的青年党员 １４８０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２２３％；女党员 １１５９８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１７５％；
少数民族党员 ４１４６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６２％。全国党员队伍中有工人、
乡镇企业劳动者、农牧渔民 ２９９１３万名，占总数的 ４５１％；机关干部、企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军人、武警 １４１１２万名，占总数的 ２１３％；企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７７０１万名，占总数的１１６％。党员队伍中具有高中以上学
历的３４８５６万名，占总数的 ５２５％。其中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１５３６６万名，
占总数的２３２％。（《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１）

中央党校举行秋季开学典礼，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党即

将召开的十六大，是在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对于全面开创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胡锦涛指出，今年 ５月 ３１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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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是继去年 “七一”讲话后又一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为召开党的十

六大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学习 “五三一”讲话，最重要的是

加深对贯穿讲话全篇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

想、观点、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我们在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深入学习，

正确把握，认真实践，不断增强贯彻 “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３）
９月４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遵义会议会址处建

立教学基地。（《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５）
９月８日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并讲话。

江泽民指出，一百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招

生，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他指出，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培养大批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

断造就大批具有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

教育创新要坚持和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关键是通过深

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根本

的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

段，大力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大

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他希望教师要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为人师表、教书

育人，严谨笃学、与时俱进。江泽民最后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在向现代化建设第三

步战略目标迈进。全国广大青年们，勇敢承担起建设祖国的历史重任，为祖

国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９）
９月９日　王连捷 （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殊重要人物———阎宝航”结项，该成果已于

２００２年３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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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０日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关向应诞辰１００周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出席座谈会

并发表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１１）
《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 “三个代表”文集》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１１）
《统一战线系列丛书》近日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９１１）
为纪念黄克诚诞辰１００周年，经中央军委批准，《黄克诚军事文选》由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由总参谋部组织编辑的 《黄克诚军事文选》共收录

黄克诚在各个时期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电、讲话、报告、书信等１４８件。（《人
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２０）

９月２０日　纪念黄克诚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

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９２１）
９月２２日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３０周年友好交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会上就中日关系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总结

中日交往的历史，展望中日友好的前景，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以史为鉴，就是要认真吸取中日关系中的历史教训，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坚持走中日友好的正确道路；面向未来，就是要以中日友好的大

局为重，注重现实，着眼未来，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９２３）
９月２３～２５日　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第二届国史学术年会。会议的主题

是：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大会代表就建国初期 “一边倒”的外交方

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农村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卫星气象事业、三线

建设与地方事业以及地方史建设、口述史建设等做了发言。（《当代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９月２８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在京正式成立。（《人民日

报》２００２９２９）
９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上、

下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约７４万字，记述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这部史书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增加和充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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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向前延伸到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新设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章，增写了党领导人民

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内容，单列了结束语，增加了对中国革命基本经

验的论述，等等。（《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１０月９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司法部在人民大会堂共同

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首发式。该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纂、

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１０）
１０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彭真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他指出，彭真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意志，对党、对人民无限

忠诚。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

创造性地开拓新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胆略和才能。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他始终牢记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谦虚谨慎，艰苦朴

实，严于律己。他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作风民主。他一生追求真理，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对党的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彭真

同志的崇高品德和光辉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全党同志永远

学习。（《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１２）
为纪念彭真诞辰１００周年， 《彭真年谱》上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本年谱记述了１９０２～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彭真的生平、思想和主
要实践活动。（《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１９）

１０月１１日　全国总工会在京召开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出版座谈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出

席并为该书做了题为 《继承光荣传统，创造新的辉煌》的总序。该书是一部

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历史的大型资料全书，共６２卷、
１５亿多字。它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现了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国工人阶级
产生，到１９９３年中国工会十二大召开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工
人阶级及工会运动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１２）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作序。江

泽民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积累了重

要的经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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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

证，是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江泽民强调，形成完备的

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我们已经明确，要在 ２０１０年形成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贯彻 “三个代表”要求，坚持我国法律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

向。要从国情出发，制定和实施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法律，在我国宪法的基础上，形成体系统一、结构逻辑严谨、法律部门齐

全、体例安排科学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的各项工作和社会的各方面

生活都有法可依。江泽民最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是一套反映我国

法制建设成就的法律全书。编辑出版这套大型的法律全书，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基础工作。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助

于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有助于推动实施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１６）
曾在延安平剧研究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首都艺术界同仁近日在京欢聚一

堂，纪念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 ６０周年。他们认为，以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
神为动力，加强演员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在今天尤为重要；大力弘扬民族优

秀文化，坚持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１６）
１０月２４日　江泽民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重要演讲。他说，中美建交

已近２４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大力推进现代化
建设的时期。２４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全面推进改
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生

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江泽民表示，中国坚持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

界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文明成果。江泽

民指出，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

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世界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

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关于台湾问题，江泽民说：中国早日完成和平统一，有利于促

进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将使美国在台

湾的利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

好方式，而 “台独”才是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美方多次重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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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希望美方继续坚持这一正

确的立场。（《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０２５）
１０月２７～２８日　为开好将于２００３年举办的 “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科研管理部在京郊怀柔召

开选题论证会。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１０年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进
展。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以 《毛泽东文集》大型著作集和 《毛泽东传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的出版为代表，文献编辑和研究出了一批新成果。二是以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历史的研

究取得新成就。最主要的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一卷和 《中国共产党简史》，胡绳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有沙

健孙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通史》 （五卷本）等。三是在 《决议》的基础上，

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及科学体系形成新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党校

组织编写的 《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四是出版了一批以回顾毛泽东生平业

绩为重点的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是薄一波的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修订本）》等；五是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与会专家学者探讨了毛泽

东思想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如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如何看

待毛泽东的问题、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脉相承的问题、关于毛泽东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问题、关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群体性研究和关于正确认识毛

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等。与会同志还对今后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出了

一些建议，强调毛泽东思想研究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要开拓一批有理论

深度和现实意义的选题，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材料；并就如何进

一步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出了若干选题建议，如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

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研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关于确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方面的主要贡献的研究、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的研究、关于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关于在外交思想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的研究、关于总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

本经验的研究、关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学习毛泽东的精神的研究、关于毛

泽东与２０世纪的世界的研究、关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研究、关于
近１０年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情况包括国外研究情况的总结和回顾等。
（《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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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３～５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
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报告，讨论并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全会决定将这两个文

件提请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总结了十五大以来 ５年的工
作，回顾了１９８９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进程。全会认为，这 １３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改

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

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开创了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这 １３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将载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这 １３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１６）

１１月５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在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
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同意提请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１６）
１１月８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由李鹏主持。江泽民代表

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江泽民的报告共分十个部分：第一，过

去５年的工作和１３年的基本经验；第二，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第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第

五，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第六，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第七，国

防和军队建设；第八，“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第九，国际形

势和对外工作；第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１９）
１１月２４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李炳才在海协主办的 《两岸

关系》杂志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号发表题为 《坚持 “九二共识”，早日重开对话》

的文章，纪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

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 １０周年。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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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１１２４、２６）
１１月２５日　民盟中央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李公朴诞辰１００周年。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座谈会上讲

话。他说，李公朴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

楷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

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立下不朽的丰

碑。李公朴先生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精神，为追求真理、实现祖国富强勇

于献身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１１２６）
朱培民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

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结项，该成果已于 ２００２年 ５月由新疆人民出
版社出版。

１１月２６日　 《人民日报》刊载了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六大精神的通知》。

１１月２８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七次全盟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次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精神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动员全体盟员及所联系台胞，为

把台盟建设成为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１２９）
全国党建研究会召开第三届第五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与会者围绕全面领

会十六大精神，特别是十六大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今后

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等问题，谈了学习体会和收获。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１１２９）
１１月２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受中共中央总

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委托，今天在中央党校第 ３３期省部级干部
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就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

十六大科学地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奋斗目

标和行动纲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我

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为实现十六大

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努力奋斗。曾庆红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连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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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总结的基本经验，这 “四个基本”都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法宝，对于党和

国家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曾庆红说，十六大把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

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是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必然要求，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把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开创的、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中国社会主义伟业不断推向前

进的必然要求。曾庆红指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在新世纪各项任务的根本保

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十六大的部署，认真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改革的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１３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１３０）
１２月１日　以反映上饶集中营革命斗争事迹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国

巡回展 《血染的丰碑》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首展仪式。（《人民

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２）
１２月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

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了会议。（《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３）
１２月３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陪同来访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到北京大学

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４）
１２月４日　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２０周年大会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胡

锦涛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

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

保证。胡锦涛说，２０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要适应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

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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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把全党和全

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凝聚起来，去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落实党的十六大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工作做出的部署。（《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５）
１２月９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０）
纪念柯棣华逝世６０周年大会在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举行。柯棣华大夫

出生在印度孟买市，１９３８年 ９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援助中国的抗日战
争，１９４０年初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１９４２年 ７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１２月９日因病以身殉职。（《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２）

１２月９～１０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明年经济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的十六大精神，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坚持扩大内需

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全

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

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速度和结

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做好就业和再

就业工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会

议指出，实现这一总体要求，必须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要围绕保

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大任务，着重把握好以下四

个方面：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加快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为

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０）
１２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京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暨中组

部党建研究所成立１５周年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１）
崔禄春撰写的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由华夏出版社出

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７）
１２月１７日　 《人民日报》发表 “纪念爱国卫生运动 ５０周年”。１９５２

年，毛泽东主席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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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从此，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人民日

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７）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席并

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

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深刻理解并全面落实党

的十六大对党的建设做出的总体部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提高党的

建设的整体水平，使我们党更加朝气蓬勃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胡锦涛强调，用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必须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党的建

设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要着眼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干部、

指导党建工作的实践，认真落实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新高潮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思想建设；着眼于形成朝

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

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组织建设；着眼于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

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作风建设；着眼于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着眼于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

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不

懈地抓好党的制度建设。（《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８）
１２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宪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

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

务，要求我们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

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以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心同德地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施依法治国的

基本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证宪法的贯彻

实施，充分发挥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胡锦涛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始终把

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同志、邓小平

同志、江泽民同志都反复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加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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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加强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学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是要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同

时，要学习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

识，并把这方面的学习同加深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

来。胡锦涛强调，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本领，提

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本领。

加强学习，一定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

系认识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自

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

益来进行。这样才能学得生动、学得深入、学得有效。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１２２７）
１２月２６日　评剧现代戏 《西柏坡》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人民日

报》２００２１２２７）
湖南省韶山市举行活动，纪念毛泽东１０９周年诞辰。湘潭市、韶山市的

党政领导和韶山冲周围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来到毛主席铜像前敬献花篮、

鲜花。经过整修后的毛泽东故居焕然一新。湖南省委、省政府拨款 １０００万
元，对故居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整治，解决了乱建、污染等问题。毛泽东同志

故居上屋场对面的违章建筑已经拆迁，对故居视线内的稻田、水塘进行了征

收，整修了田坎、池塘、游道。毛泽东小时候读书的南岸私塾，原居住的住

户也已搬迁，从上屋场到南岸私塾之间的土地实行了退耕还林，栽上了树

木。（《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２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

埃运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第７～１０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

命文献资料选辑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第 １１～１２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３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在西柏

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 《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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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胡锦涛说，我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

来，主要目的是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

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 “两个

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

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

锦涛指出，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

重要法宝。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

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牢记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牢记党

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

胡锦涛强调，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

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广

大人民谋利益。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

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无论在成绩面前还是在困难

面前，领导干部都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自觉地发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

作风，弘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精神，坚决反对浮躁浮夸、急功近利，坚

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始终坚持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

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工作，不断为党和人民

建立新的业绩。最后，胡锦涛说，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

这场考试的继续。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同志，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

员，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

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在这场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人

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３）
纪念萧劲光１００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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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１４）
１月６日　潘逸阳撰写的 《农民主体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提

出，多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在实现现代化

的过程中，我国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农业、农

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６）
为配合全党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

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

自１９８９年６月十三届四中全会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十六届一中全会期间，党的历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共 ５２篇。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６）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内蒙古考察工作，重点就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

精神、切实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进行调研。他强调，贯彻落实十六大精

神，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

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坚持执政为

民的重大意义，切实转变作风，从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着手，更好地为

人民谋利益。胡锦涛强调，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党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按照在深入人心上下工夫、在开拓创

新上下功夫、在力求实效上下功夫的要求，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不断把学

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引向深入，坚持用十六大精神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

指导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他还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干

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要求。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６）
１月７～９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持会议并讲话。刘云山强调，宣

传思想战线一定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定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

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定要

牢固树立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观念，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宣传文化事业

前进中的问题；一定要牢固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用改革的精神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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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在新的实践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

新局面，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做出新的贡献。（《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１０）
１月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人民大会堂同出席全国宣传部

长会议的代表座谈。李长春强调，党的十六大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他指出，用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就要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根本

指针，贯穿到宣传思想工作的各个方面；就要把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

引向深入，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就要围绕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供思想保

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就要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为重

点，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要增强宣传思想工作

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使宣传思想工作自身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就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努力营造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环境，努力形成文化人才辈出的局面。李长春强调，把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方针，就是要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不动摇，坚持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不动摇，坚定自觉地同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要坚持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贯穿的立

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形势和把握趋势，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方向、拓

展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方式。（《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９）
１月１０～１１日　全国国防动员政策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

任迟浩田出席并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２）
石家庄市西柏坡精神研究会召开 “贯彻十六大精神，学习胡锦涛同志重

要讲话”座谈会，围绕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重大意义、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

内涵和如何发扬光大艰苦奋斗精神等进行了研讨。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把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又一次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会者指

出，艰苦奋斗的实质一方面是指崇尚节约的生活作风，另一方面是指不畏艰

难、锐意进取的思想品格，包括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不怕困

１５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难、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兢兢业业、无

私奉献的工作态度。（《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３）
１月１４日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在京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研讨

会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

组部部长贺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贺国强指出，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在新时期所处的环境和所肩负

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党建理论研究，把党建理论的创新真正

摆在重要位置上。只有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加强对党的自

身建设的理论研究，从整体上提高党建工作水平，从根本上一个一个地正确

回答好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新课题，不断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党才能全

面履行好执政兴国的历史责任，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贺国强希望广大从事党建研究工作的同志，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掌握

搞好研究的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状态；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一切从实

际出发，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坚持科学的方法，既立足我们的国情党情，

又注意以世界眼光观察问题，善于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坚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用新知识新思想充实自己，树立严谨、求实、民

主、科学的治学精神，养成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习惯，形成有利于理

论探讨创新的良好环境与氛围，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研究力量的积极性、创造

性，共同开创党建研究的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５）
１月９～１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先后到陕西、

江西和上海等地看望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和困难群众，并就贯

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调研。曾庆红强

调，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

大的，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也是要靠艰苦奋斗去开创的。我们要继承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实践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井冈

山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曾庆红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艰苦奋斗、执政为民，坚持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关键都要靠实事求是。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

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大教育、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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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观念，把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工作抓紧做好，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

伍，为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提供组织保证。（《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６）
１月２３日　陕西省纪念双拥运动６０周年暨双拥模范城 （县）命名表彰

大会在延安举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延安双拥运动 ６０周年
题词：“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４）

１月２４日　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主席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

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 ８周年座谈会。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２５）
１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３年工作的汇报，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研究和部
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

展开，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

步加大治本力度。要依纪依法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认真纠正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不正之风，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加强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

题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定要坚持党的性

质和宗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接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

督，高举旗帜、与时俱进，发扬民主、团结统一，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清

正廉洁、一心为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尽职尽责、无私奉献。（《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９）
１月　 《刘少奇自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德自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２月１９日　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课题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结项，该成果已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由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月２７日　纪念陈赓１００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曹刚川出席座谈会。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２２８）
为纪念陈赓１００周年诞辰，《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 《陈赓传》编写

组撰写的 《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和刘祖爱、刘凤健撰写的 《新中国军事工

程技术教育的奠基人———陈赓》。（《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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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邓小平故居陈列室在邓小平故居保护区核心区开工建设。（《人民

日报》２００３３２）
２月２８日　在邓发９７周年诞辰之际，《邓发纪念文集》近日出版发行。

《邓发纪念文集》由 “纪念诗文”、“邓发文选”、“邓发烈士传略”、“邓发

生平年表”四部分构成，共 ３８万字。李铁映和中直机关有关部门领导，以
及邓发的亲友等应邀出席了 《邓发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３２）
２月　 《陈赓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

联系的论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３月２日　为推动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发展，中宣部理论局组织
编写的 《干部群众关心的２５个理论问题》出版发行后，截至 ２月底，已发
行３５万册。（《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３３）

３月３日　中组部党建研究所、 《党建研究》编辑部今天在京召开纪念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发表 ５４周年座谈会。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３４）
３月１３日　３月１４日是马克思逝世１２０周年纪念日。首都理论界今天在

北京大学举行 “马克思与现时代———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马克思这位人类杰出的思想家与

科学巨匠都将会被铭记，他的学说也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愈发闪耀出灿烂

的光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有力

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其体现的科学精神必须坚

持。与会者认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统一起

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坚

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发展马克思主义，就

要紧密结合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３１４）
徐永军撰写的 《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发表。（《党的文

献》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３月２０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

心今天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为主题，在京联

合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２０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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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陈奎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得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质。（《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３２１）
３月２４日　张福记 （山东师范大学政治法律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社会演化与革命———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
据研究”结项。

３月２４日至４月１４日　“血染的丰碑”———上饶集中营革命斗争事迹爱
国主义教育全国巡回展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展出。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３３２６）
３月２９日　由 《求是》杂志社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 “用发展

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纪念马克思逝世 １２０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３３１）

４月１日　 《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４３）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视察纪实１９５７～１９９４》（刘金田、张爱茹

著）一书。（《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６）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 《党魂———老一代共产党人优良作风三

百个故事》，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６）
４月９～１１日　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联合召开

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讨论会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

会议就１９２０～１９３１年之间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进行了讨
论，对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作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大革命

时期的土地运动、马林与鲍罗廷的功过是非、陈独秀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斯

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功过是非、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共产国际的农村中心

策略等进行了分析。（《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高等院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近日在京联

合召开了 “纪念马克思逝世 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与会者指出，纪念马克思，
关键是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其伟大思想和方法，努力学习其为了工人阶级和全

人类的解放而不断探索、英勇奋斗的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创新

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应加强青年的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着力解决青年学生树立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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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问题。要在中青年中形成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基础扎

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４１１）
《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 （第三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１１）
黄胜平主编的 《中国苏南发展研究》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

２００３４１５）
河北省出版总社组织编纂的大型纪实图集——— 《五星红旗》由河北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２０）
《洪学智回忆录》近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２０）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的 《民族工作文献选

编》（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一书，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１９９０年３
月出版的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的续编，收入１９９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２年
７月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文献４７篇。（《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２２）

４月１５日　张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邓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结项，该项成果已于 ２００４年 ４月由中共党史
出版社出版。

４月１６日　肖周录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课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民主、争人权斗争的历史研

究”结项。

４月２５日　纪念邓兆祥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座谈会上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４２６）
４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等工作。会议听取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和经济工作的关系，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不动摇。（《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４２９）
由贺敬之、朱子奇审定并作序，余飘等主编的 《毛泽东颂》 （当代中国

出版社出版），已被选入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图书馆 （室）推荐书目》。

（《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３０）
在宋庆龄基金会的倡导和推动下，一部长达 ６６万字的 《宋庆龄年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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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１８９３～１９４８）在宋庆龄１１０周年诞辰前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光明
日报》２００３５７）

４月　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

青少年工作》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５月７日　中组部办公厅、中宣部宣教局编辑了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

秀代表———郑培民》一书，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５８）
５月１４日　亚非作家协会１４日在开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总理周恩

来授予 “杰出贡献盾牌”奖和荣誉证书，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解放事

业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国驻埃及大使刘晓明在颁奖仪式上

说，周总理一直致力于加强和发展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将其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石。周总理于１９６３年首访埃及时提出了中国政府发展
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中阿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５１６）
５月３１日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召开华盛顿地区留学人员座谈会，纪念邓

小平关于出国留学生派遣工作重要讲话发表 ２５周年。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６３）
河北人民出版社曾于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先后出版了 《杨献珍文集》第

一、第二集。最近，该社又连同新编的第三集，出版了全套 《杨献珍文集》。

该文集依时间顺序收入了杨献珍从 １９４０～１９９０年 ５０年间的主要文章、论
著、讲稿、读书笔记及重要书信。（《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６３）

６月５日　王树荫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共产党８０年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研究”结项。
６月１０日　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

究室、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 １０日在京召开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出席会议并发言。（《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６１１）
中共中央印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人民日

报》２００３６１１）
黄修荣撰著的 《国共关系史》一书，最近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

分上、中、下三卷，共２００多万字，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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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６１３）
陈始发 （江西财经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共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结项。

６月１６日　薛建中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构建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民主法制机制”结项，该成果已于２００２年８月由红
旗出版社出版。

６月１８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等联合
举办的广东省纪念中共三大召开 ８０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国土资源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 《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文献选

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自１９７９年３月至２００２
年１０月党和国家关于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文献７７篇，约３３万字。（《人
民日报》２００３６２５）

６月２３日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
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近日陆续开工建设。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

３所干部学院题写了院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分别向
３所学院发去贺信。上海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经验，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这３
个地方建立国家级干部学院，是党中央为推动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创新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

一项重大举措。浦东干部学院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

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

安干部学院将建设成为面向全国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基本国情教育基地。

３所干部学院将于 ２００４年建成、２００５年投入使用，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实现交流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布局

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对３所干部学院的建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及上海、江西、陕西３省市高度重视，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前期工作，中
央组织部专门成立了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培训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参

加了３所干部学院的开工典礼，并对学院的建设、教学和管理提出了明确要
求。（《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６２４）

６月２５日　王炯华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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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研究”课题结项，该成果已于２００４年２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６月　 《张承先回忆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７月７日　陈世奎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建教研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５０年党的理论建设研究”课题结项，该成果已于
２００３年５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７月８日　曾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结项。

７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邓小平名言录》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

８月８日　田克勤 （东北师范大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共

产党与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结项。
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在江西考

察工作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扬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不断探索促进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万众

一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进。胡锦涛特地前往瑞金、兴国、

于都等革命老区，瞻仰了毛泽东旧居、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等革命旧址，还看望了老红军、老干部和老党员代表并同他们

亲切交谈。胡锦涛说，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

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等

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

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

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

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

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我
们要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和发扬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为民

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几

代共产党人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胡锦涛指出，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是我们党根本宗旨的体现，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当

年，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闹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就是要为人民谋解放、谋

幸福，开创美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要继续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前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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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小康社会，依然要大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深深扎根于人

民之中，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要体现在制

定和贯彻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也要体现在帮助人民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上。胡锦涛强调，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

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

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要坚持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加强团结、形成合力，清正廉洁、甘

于奉献，用优良的作风保证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光明

日报》２００３９３）
８月　 《郭林祥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９月１０日　康沛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５０年防灾救灾经验教训研究”结项。
９月１１日　首都文艺界的百余名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纪念冯雪峰百年

诞辰。（《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９１２）
程中原、夏杏珍撰著的 《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１９７５》一书，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９１２）
９月１２日　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在北京市召开。（《当代中

国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９月１３日　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 “弘扬西柏坡

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做了

题为 《坚持做到 “两个务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讲话。（《中共党史研

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９月１５～１７日　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在井冈山联合举办

第三届国史学术年会，会议的主题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陈奎元

在题为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大力开展国史研究》的讲话中指出，国史研究

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史和国家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他指出，对国史进行科学研究，能够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历史依据，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协调发展提供历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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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提供历史依据。陈奎元强调，如何编修国史，关

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大力加强国史研

究、宣传和教育，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

和信念。陈奎元指出，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

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

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历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的

指南，把是否符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作为检验科研工作方向和水

平的重要标准。陈奎元指出，当代所每年举行一次的学术年会，是加强国史

界学术交流、推动国史学科建设的好形式。（《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６
期）

“九一八”事变爆发７２周年前夕，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齐红深研
究员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 “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取得

重大成果，已有千余名老人提供了证言、证物，他们用亲身经历、亲眼所

见、亲耳所闻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殖民教育罪行，希望中日两国人

民不忘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９１８）
９月１８日　“历史遗留的罪孽———侵华日军化学毒气战罪行图片展”９

月１８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公众见面。展览共分 ６个
部分：“齐齐哈尔中毒事件”、“日本毒气武器的研制与毒气战训练”、“侵华

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侵华日军遗弃毒气武器残害无辜”、“国际社会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为消除毒气武器的遗害而努力”，展出各类照片、历史

图表及资料１９８张。（《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９１９）
吉林省长春市今天鸣警报２０分钟，纪念 “九一八”事变７２周年。１４时

整，长春市上空响起了一阵阵警报声，大街小巷里的许多行人驻足肃立，表

情凝重，行驶中的汽车喇叭长鸣。（《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９１９）
９月２５日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

研究组编撰的大型传记性画册 《毛泽东画传》日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９２６）
经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批准首次举办的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理论研讨会”今天在国防大学召开。（《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９２６）
９月２７日　 《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书出版座谈会

２７日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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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 １０００多人，冒雨
与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烈士的亲属来到乌鲁木齐市燕尔窝革

命烈士陵园，共同纪念先烈牺牲６０周年。（《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９２８）
９月２８日　由全军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解放军出版社组织编写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日前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９２９）
在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前夕，《毛泽东兵法十三篇》由广西漓江出

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４）
１０月８日　由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两党有关部门共同召开的 “社会

主义与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

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

阮富仲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刘云山、阮富仲分别做了 《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越南社会

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举措》的主题报告。刘云山说，在中越领导人的

共同关心和支持下，两党理论界围绕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主题进行深

入探讨，交流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不仅有助于深化各自对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认识，对促进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与合作也有积极作

用。阮富仲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和具有深刻实践

意义的理论课题。越方愿通过此次研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理论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９）
１０月１０～１３日　由教育部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与北京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

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南大学政治与

行政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高校 “毛泽东与２０世纪的中国”理论研讨会
在湖南长沙召开。（《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２８）

１０月１５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序，全国党
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主编的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谷文昌》一书近

日出版。曾庆红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谷文昌同志是一位具有坚强党性、远大

理想、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始终坚持执政为民、造福于民，为实现人民根

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共产党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０１６）
１０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辑的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书，近日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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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论述文稿１０６篇。其中
毛泽东文稿３５篇，邓小平文稿 ３２篇，江泽民文稿 ３９篇。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０１７）
１０月１７日　为纪念华岗 １００周年诞辰，华岗学术思想研讨会 １０月 １５

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１８）
１０月２３日　梁怡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结项。

１０月２４日　中央编译局成立 ５０周年座谈会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会上强调，中央编译局作为党的思想

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部门，要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牢

记历史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坚持翻译与研究并重、研究经典文献与研究现

实问题并重、理论研究的深入与理论宣传的普及并重，继续认真做好经典著

作编译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更好

地为中央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０２５）
１０月２５日　５０卷、近 ２０００万字、近万幅图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

史》，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２６）
１０月２８日　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召开的第１２次全

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２９）
１０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献集收入从 ２００１年 ３月九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后，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这段时间的重要文献，共７０
篇，约５３万字。（《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０３１）

１０月　 《张震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１１月６日　 《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日前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

版。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这部工具书共 ８０万字、１３５幅历史照片，分上下
篇。（《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６）

１１月１３日　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厅、吉安市委市政府、
井冈山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井冈山精神首场报告会在国防大学举行。（《光

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１４）
１１月１５日　井冈山精神大型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光明日

报》２００３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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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６日　在井冈山红军后代在京部分代表座谈会上，与会红军后代
陈昊苏、朱敏、滕久明、谭泾远、孔继宁等说，前辈们在革命斗争岁月中，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

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我

们民族精神的精华。在新世纪新阶段，井冈山精神同样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１１８）
１１月２１日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２００３年学术年会日前在辽宁省

丹东市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２２）
姚金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共产国际、

联共 （布）与中国大革命”结项，该成果已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福建人民出版
社出版。

１２月５日　北京大学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者
围绕毛泽东与２０世纪的中国、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北京
大学等专题展开讨论。（《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６）

１２月８日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和编
辑的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等书，将于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由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逄先知、金冲及主编，共４３章、１３０万字。它以 《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根据可靠的第一手

资料，力求向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翔实的信史。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的编写，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建国后的大量文稿、讲话和谈话

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还利用了 《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

等资料，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同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和对他

们访问的记录。《毛泽东传》的建国前部分已于１９９６年８月出版。这次出版
的是 《毛泽东传》的建国后部分，书中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毛泽东对于探

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艰辛努力和历

史贡献，以及在探索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历程。同时，也不讳言他的失误，并

对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和他做出决策的思考过程、失误原因，做了客观的

叙述。它的出版，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

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决策的过程，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毛泽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发展和变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著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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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摘编》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杨胜群、汪裕尧主编。这是一部系统

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及其丰富内涵的大型理论工具书。《毛泽东著作

专题摘编》依据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括，从 《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毛泽东文集》

和毛泽东的各种专题文集以及少量文稿档案中，精选出重要论述６０００余条，
共１８０万字。全书分为 “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

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 “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

作”、“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党的建设”等八编，此外还以对若干历史

事件、人物和文献著作的评述作为 “副编”。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的出

版，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的关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一部重要读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点图书还有 《毛泽东诗词集》 （重印

本）、《毛泽东书信选集》 （重印本）、《毛泽东论林业》、《毛泽东的读书生

活》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２０
集电视文献专题片 《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

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纪录片 《走近毛泽东》，也将于近日

公开播映。（《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９）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而拍摄的电影 《毛泽东去安源》今天首映，

之后将在全国上映。该片由潇湘电影集团摄制完成，讲述了 ８０多年前的南
方红土地上，年轻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凭着他们的信念、理想和特有

的青春激情，成功发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故事。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２９）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经有关部门批准，由中国邮票博物馆设计

制作的 《开国领袖毛泽东》专题邮票珍藏册，近日向全国发行。（《人民日

报》２００３１２９）
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等主办、吉林省图书馆与湖南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共同承办的 《毛泽东家世展》在吉林省图书馆开幕。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２２１）
１２月８～９日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在湖南韶山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１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０）

１７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１２月９日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近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人

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０）
１２月１０日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学

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

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

４０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１）
１２月９～１１日　由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

学发展研究中心和湘潭大学联合举办的 “全国高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湘潭大学召开。（《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２）

１２月１１日　为纪念朱德１１７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朱德诗词集》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朱德诗词集》收入朱德各个

时期所写诗词１５９首，或感时记事，或酬唱述怀，反映了朱德高尚的人格、
豪爽的气概及崇高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２）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暨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经验交流会在江西南昌召

开。（《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１２月１２日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４０集电

视连续剧 《延安颂》已完成后期制作，将于１２月１９日起在央视一套节目黄
金时段播出。（《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３）

为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由中央档
案馆编辑，中国档案出版社和浙江华宝斋古籍书社联合出版的线装本 《老一

辈革命家手迹精选》出版发行。该书收入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任弼时、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题词、题字、诗词、书信、文电、批示、

提纲和批注等手迹８２４件。（《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３）
１２月１３日　首都教育界、学术界在清华大学召开座谈会，深切缅怀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

家蒋南翔同志。（《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４）
１２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共同编辑的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论人才》一书，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２１６）
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市委宣传部、韶山毛泽

东纪念馆共同举办的 《领袖家风》专题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开幕。（《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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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８日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
林业局在京举行 《毛泽东论林业》 （新编本）出版座谈会暨首发式。《毛泽

东论林业》 （新编本）是在原林业部 １９９３年编辑出版的 《毛泽东论林业》

摘编本的基础上，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林业局增补、修订而成的。

全书共收入自１９１９～１９６７年间毛泽东关于林业问题的文稿５８篇，其中包括
一些调查报告、文章、讲话、谈话的节录和有关按语、批示、信函等，部分

文稿和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９）
由我国专家学者根据史料编撰绘制的 《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最近

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成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的珍贵礼物。《人民
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９）

全军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军事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在会上讲话。（《人民日

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９）
１２月１９日　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举办、国

家博物馆协办的 《毛泽东档案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共展出不同时期的毛

泽东手迹、照片等档案３００余件。（《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０）
１２月２０日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北省党史研究室、湖北电视台联合

摄制的５集电视文献片 《毛泽东在湖北》在武汉首映。从 １９１８～１９７４年的
５６年间，毛泽东曾４０多次来到湖北。（《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１）

１２月２１日　由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口述、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的 《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日前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２）

１２月２２日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
总署组织出版了一批全面反映毛泽东光辉思想和丰功伟绩的重点图书，今天

在京举办图书出版座谈会。出版界今年安排了２００多种全面反映毛泽东同志
丰功伟绩和光辉人生的图书选题，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出版局邀请中央文

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部

门专家，对有关选题进行了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 ６８种重点图书选题，作
为出版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的重点图书。目前，包括学习出版社
的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党建读物出版社的 《毛

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人才》、中央文献出版社的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等重要著作在内的图书正在陆续出版。座谈会上还展示了最新出版的纪念毛

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的图书近８０种。（《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３）

１７２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当代中国
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湖南师范大学共
同举办的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日前在长沙召开。（《人民

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３）
１２月２３日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举行学习毛泽东统战思想暨纪念毛泽东

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席并讲
话。刘延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创立者和卓越领导者。在他领

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

统一战线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统一战线对于中

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

题，确立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根本原则，奠定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２２４）
第十一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召开，专家学者就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与２１世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研讨。（《光明日
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４）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中共党史出版社近日推出一批纪念毛泽东
的新书。其中三卷本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四卷本 《毛泽

东之路》（１８９３～１９７６）、《毛泽东国际交往录》３种，为新闻出版总署确定
的重点图书。（《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４）

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学术报告会，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做主题为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探索

及其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学术报告。（《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５）
１２月２４日　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纪念毛泽东１１０周年诞辰座谈会。（《人

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５）
１２月２５日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 “毛泽东与新闻工作”

图片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大量毛泽东亲自撰写、审改的新

闻作品手迹图片、题写的报头手迹图片和记者在一起的照片等展品，展现了

毛泽东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思想主要观点和对新闻工作者的亲切关怀。

（《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６）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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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的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
讲话中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一直是我们党的理论战

线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把这项工

作作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努力付诸实践。要在已经

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对毛泽东同志生平业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

面、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一

些重要领域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

李长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体现着党的几十年历史，他的生

平业绩里凝聚着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的历史经验。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过程中，处理过许许多多重大事件，驾驭过许许多多复杂局面，尤其是

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审时度势，富有远见，准确判断，果断决

策，善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抓住机遇，大胆地开创出新局面。”“今天，我

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生平业绩，就要紧密联系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实际，深入研究他丰富的实践经历、超凡的革命胆识和实事求是的理

论勇气；深入研究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

的领导本领；深入研究他勇于迎接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魄和把握

机遇、开创未来的卓越才能。我们一定要始终珍惜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的

宝贵思想财富，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强调，我们 “要加强对毛泽

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要加强对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研究”；“要加

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互关系的研究。我

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思想，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９）
由中国人口学会、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和机关党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毛泽东人口思想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会议认为，党中央关于人口与计划生

育的最新论述与毛泽东人口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推进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６）
１２月２６日　上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

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１１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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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

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

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

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

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

基础。”“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

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

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

利的革命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缔造了一

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

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

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团结带领人民浴血

奋战、顽强奋斗，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

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结束

了１００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旧
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

专制统治的黑暗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

的纪元。”“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

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

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

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

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

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

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

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

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由于在中国建

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

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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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

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

是第二位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

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胡锦涛强调指出：“毛泽东思

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７）
为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缔结２５周年，新华出版社与新华社中国新闻发展

公司最近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 《和平友好发展———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２５周年》。（《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 １１０周年诞辰纪念

会，会长马文瑞做了题为 《永远的怀念》的书面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１２２７）
１２月２９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

办的纪念范文澜１１０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朱佳木在讲话中指出，
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范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

就的 《中国通史简编》和 《中国近代史》这两部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发展的代表作，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写中国通史的，范老是第一人。朱佳木特别指出，我们今天纪念范老，就要

像范老那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同时反对简

单化、庸俗化、教条化的做法。现在有一种论调，说什么唯物史观 “有严重

理论缺陷”。“已经过时”，“不应当再用来指导历史研究”。这既不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传播与应用的实际。中国

的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做指导的结果。我们

今天纪念范老，不仅要像范老那样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精华，还

要像范老那样发扬不图名利、严谨治学的精神。范老一贯提倡的 “板凳须坐

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和 “甘于寂寞，不慕虚荣，埋头苦干，不

急于求功”、不 “三心二意、见异思迁”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道德文章皆

为楷模的典范。史学工作者应当继续沿着范老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足迹前进，

继承中国的治史传统，学习范老等老一辈史学家的治学精神，从训练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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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从打牢基础做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壮大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史学队伍，进一步构筑当代中国的史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从而把中国史

学科学化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更高的境界。（《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
期）

１２月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诗词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薄一波》画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王树声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１日　毛磊 （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

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谈判斗争及其历史经验”结项。

吴序光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结项。

１月１４日　 《薄一波》画册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１５）
１月１９日　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

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９周年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０）
１月２６日　 《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邓颖超青少年时代》光辉事迹

图片在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的陈映山纪念馆展出。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２９）
１月　 《陈锡联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郭洪涛回忆录》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２月１日　为纪念邓颖超１００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
南京市委联合摄制的大型８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邓颖超》于２月２日起在中
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２）

２月２日　中共淮安市委、市政府组织和邀请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属、
国内有关专家学者举行邓颖超百年诞辰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３）

《张震回忆录》近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３）
２月４日　为缅怀邓颖超，国家邮政局当日在她的家乡河南信阳市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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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诞生１００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５）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的 《我们的邓大姐》纪念文集，近日由重庆

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５）
纪念邓颖超百年诞辰的 “二十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展览在天津周

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展。（《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５）
《走近邓大姐———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 １００周年图片展》３日在南京梅

园新村纪念馆开展。（《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５）
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邓颖超诞辰

１００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邓
颖超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热情颂扬了邓颖超生命

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崇高品质，号召大家继

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治党

治国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１１）
为纪念邓颖超１００周年诞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大型画册 《邓颖

超》，近日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另外，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编辑的回忆文集 《我们的邓大姐》，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与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联合制作的多媒体只读光盘 《邓

颖超》，近日分别由重庆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中央文献研

究室和团中央联合主办的 “邓颖超纪念馆”互联网站，也于２月４日开通。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１１）

２月１１日　全国妇联今天在京举行纪念邓颖超诞辰 １００周年座谈会。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１２）

２月２０日　李青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结项。

２月　 《熊伯涛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３月４日　今年３月５日，是毛泽东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４１周
年纪念日。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联合摄制的８集理论电视片 《德行天下》也于当日开拍。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３５）
３月８日　为纪念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 ６０周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纪念馆和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今天在北京郭沫若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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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座谈会。会后，郭沫若纪念馆展示了郭沫若 １９４４年春从事李自成研究
的部分珍贵手迹。其中不少朱批可与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论述相呼应。

（《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３９）
３月９日　部分全国人大女代表、全国政协女委员以及统一战线各界女

同志聚集中央统战部，参观 “统一战线历史上杰出女性图片展”。（《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３１０）
３月２０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２０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 《百年小平》大型纪念邮票珍藏册首发式。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３２１）
湖南省浏阳市党史工作者撰写的 《中共浏阳地方史》，日前已由中共党

史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记叙了 １９４９年 ７月至 ２００２年底，中共浏阳县
（市）组织带领人民探索建设和发展之路的历程。（《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３２３）

３月２０日　孙其明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毛泽东的对苏政策思想及中苏关系的演变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结项，该成果
已于２００２年３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３月２３日　纪念全军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成

立１０周年座谈会在国防大学召开。（《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３２５）
３月２５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教育部在京联合召开首都

理论界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简

称 《意见》）座谈会，１５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意
见》深刻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是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

件。（《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４２）
４月１４日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２００４年

２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的报

告》一书，近日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４１５）
为配合新闻战线开展的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宣

部新闻局主编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

道德》（学习读本），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４２５）
４月２０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发表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

社会科学》一文指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

主义。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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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

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将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当作实践的指南，而是视同宗教的信条，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为

不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不符合中国人民现实需要的、过时的或者附加于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采取盲目维护的态度，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活

的灵魂，自觉地站在人民的前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们对理论创

新和社会变革常常抱有消极和抵触的态度，与人民大众渐行渐远。”“另一种

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

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

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当今

世界处于开放的时代，各种文明成果相互借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我

们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知识，把对外开

放作为基本国策。我们在打破西方封锁的同时，自觉地破除自己思想的禁

锢，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

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思想政治上要改弦易辙，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

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

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

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

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

沦为西方的附庸。” “这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从本本出发，

脱离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实际，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第一种教条主

义，经过多年的斗争，全党已经取得较为普遍的共识。……这是解放思想的

成果，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胜利。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

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是至今还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

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

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

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

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４２０）
４月２５日　湖南省各界群众在任弼时的家乡汨罗市弼时镇集会，纪念任

弼时１００周年诞辰，举行任弼时同志纪念馆开馆仪式。纪念馆陈列了近２００
件珍贵文物和 ４００多幅照片，分 ６个专题展示了任弼时在建团、建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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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建国４个方面的功绩。（《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４２６）
４月２７～２８日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２７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他
希望大家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满腔热忱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宏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

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讲话中强调，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这是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

山主持会议并做总结讲话。刘云山强调，理论界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

的重要讲话，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与建设工程，要坚持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与重大实际问题研究相统一，更

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以科学的态度对

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相统一，着力提高工程的质量和水平；

坚持发挥专家学者作用与动员社会力量相统一，努力形成整体合力；坚持深

入研究与宣传普及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转化为干部群众的自觉行

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

制，树立良好学风，努力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有关地方

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

成员，工程各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共２００多人出席了会议。（《人
民日报》２００４４２９）

４月２８～３０日　为纪念任弼时 １００周年诞辰，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
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在北京举办 “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党的文

献》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４月２９日　朱培民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党史教研室）主持的

１８１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理论、实践及历

史经验”结项。

４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任弼时１００周年诞
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

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

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党、全军、全国

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任弼时同志勤于思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

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实事求

是，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敢于坚决斗争，始终坚持

党性原则。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作风实在，工作细致，善于正确解决复

杂的重大问题。任弼时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为中国

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他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奋斗中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

我们要永远铭记。曾庆红主持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５１）
原第二炮兵顾问熊伯涛的遗著 《熊伯涛回忆录》近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

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５９）
４月　 《少年任弼时作文选》（影印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任弼时年谱》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５月８日　张军民 （哈尔滨师范大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关系的演变发展历史及其经验”结项。

齐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中共党史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结项。

任贵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华侨与中

国民主革命”结项。

５月１２日　 《中国西藏》杂志创刊 １５周年暨 《西藏通史———松石宝

串》汉文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西藏》创刊于１９８９年，
现有汉、藏、英三种文版，汉英合刊的航空版，汉、英文两种电子网络版，

发行到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５１３）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策划的 《军事家邓小平》邮品珍藏册在京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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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５１３）
５月１４日　纪念焦裕禄逝世４０周年大会在郑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受中共中央委托出席会议并讲话。贺

国强高度评价了焦裕禄的功绩，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弘扬焦裕禄精神。（《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５１５）
５月１５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以原声、邮票、题词、照片等

回顾邓小平一生重大经历的珍藏册 《永恒的纪念》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

发。该册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５１６）
５月１９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

研究组编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共同策划的纯金版 《伟人邓小平》在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５２０）
５月２０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５０周年庆祝大会２０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召开，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致词。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５２１）
５月２１～２３日　由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和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党史期刊工作会议在南京市举行。（《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５月２２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首都文学界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２周年座谈会。与会同志认为，这一讲话指引一代
又一代文学工作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极

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催人奋进。今天，我们纪念 《讲话》发

表６２周年，重温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对于建设先进文化，
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５２３）
６月８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特别发行的大型文物邮票珍藏册

《军事家邓小平》运抵成都，在小平家乡四川首发。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６９）
６月１４～１７日　由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

究中心、四川省社科院、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邓小平

诞辰１０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９）
６月１５日　 《牢记 “两个务必”永葆政治本色———西柏坡精神巡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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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北京首展在国家博物馆宣告开幕。整个展览分为 １１个单元，共有照片
１７０张 （组），文字版２４个，图表５幅，展品５６件 （套），通过回顾中国共

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光荣历史，再现了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画面，

重温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

论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两个务必”的伟大实践。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６１６）
６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监

制的 《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大型个性化邮品珍藏册由中华集邮联合

会正式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１７）
６月１６～１９日　由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京

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 “邓小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９）
６月１７日　由全国政协召开的黄埔军校建校８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大会上发

表讲话。他指出，黄埔军校同学会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推动祖国

统一的重要力量。希望黄埔军校同学会广泛团结海内外黄埔同学和亲友，进

一步扩大与台湾黄埔同学和亲友的交往，大力弘扬 “爱国、革命”的黄埔精

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

国统一大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更大的

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１８）
６月２０日　全国人大民委、中宣部、统战部、国家民委、司法部、全国

政协民宗委联合在京召开座谈会，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颁布实施２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１）
纪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５５周年活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强调，“两个务必”是我们党极

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１９９１年９月，江泽民同
志专程来到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坚持 “两个务必”，

并做了 “牢记 ‘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题词。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就和中央书记处的领
导同志来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号召全党同志要始终牢记 “两个务必”，为实现十六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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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胡锦涛总书记还要求河北省的同志，在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的 “考试”中交一份优异答卷。这对全党同志、对河北的党员

干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征程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受

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４６２１）
６月２２日　今年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日。我国出版界

正积极组织出版一批全面反映邓小平不朽功勋、崇高品德和阐述邓小平理论

的重点图书。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有关方面

的专家，对各地、各出版单位报送的有关邓小平的３００余种图书选题进行了
论证，并从中确定了１００种重点图书选题。这些重点选题中包括邓小平著作
１种，手迹２种，年谱１种，邓小平理论研究著作４７种，工具书２种，生平
事迹３６种，画册２种，诗歌２种，少儿读物４种。其中 《邓小平军事文集》

是 《邓小平文选》推出后又一部重要的邓小平著作选集，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邓小平画册》、《世纪伟人邓小平丛书》、《从毛泽东到邓小
平》等品种丰富的研究著述，也大都出自长期从事邓小平研究的专家学者。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３）
６月２４日　唐正芒 （岳阳师范学院政法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西部地区抗战文化研究”结项。

６月２５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撰的传记性画册 《王光英》出版座谈

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６）
反映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战斗中结成血与火友谊的大型展

览 《历史的记忆》，在代顿美国空军博物馆闭幕。同时，由中方捐赠给该博

物馆的直径１２米、重３５吨的石碾正式揭幕，开始向公众展出。开展８个
月来，有７０万人观看。（《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７）

为纪念周恩来１０６周年诞辰、邓颖超１００周年诞辰，由周恩来、邓颖超
研究中心举办的 《西花厅珍藏书画集》出版座谈会２６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
厅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７）

６月２８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出席在此间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创立５０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题为 “弘扬五项原则，促进和平发展”的

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９）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延安市委主办的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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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今天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２９）
６月２８～３０日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办的 “邓小平与中国改

革开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温州召开。（《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６月２９日　人民网为党的生日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中国共产党新

闻》大型专题网站。网站内容共计 ６０００余万文字、数千幅图片。网站收录
了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党建、纪检、组织、宣传等方面的重要新闻，汇集

了历次党代会、党史大事、重要文献、党史人物等资料，集纳了关于学习

“三个代表”、“两个务必”、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求真务实、反腐倡廉和

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文章、评论文章近千篇，建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６位领袖人物的专题资料库。网站还包括２００
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图片和文字，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网上基

地。（《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６３０）
６月３０日　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邓小

平诞辰１００周年珍藏册———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发行座谈会

暨首发仪式。（《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２）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大型图片展》在杭州浙

江展览馆展出。（《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７１）
《中国学术思想库》第一卷 《邓小平理论精论集》在京举行首发式。这

套思想库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共同编辑出版。

《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７１）
７月１日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三届第五次理事扩

大会，纪念建党８３周年。经大会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兼
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在讲话中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争

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延安精神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

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李铁映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就要弘

扬伟大的探索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弘扬伟大的学习精

神，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民族和学习型社会；弘扬伟大的创造精

神，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弘扬永久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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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２）
７月３日　人民出版社根据正在北京举办的大型展览，编辑出版了 《延

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巡礼》一书，近日起在全国发行。该社编辑出版

的 《西柏坡精神》一书也同时在全国各地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４）
北京大学日前举行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

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学者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７５）
７月６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由江泽民题写书名，中央档案

馆编辑，中国档案出版社和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邓小平手迹选》发行。该书

精选了邓小平 １９２６～１９９２年间的珍贵手迹 ２９６件，其中包括文电、批示、
题词、题字、书信等，多数是首次公开发表。（《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７）

７月７～８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吉林省委联合举办的 “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与发展论坛”在长春举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纪念邓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理论研讨会”最近
在成都举行。与会者就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对繁荣发展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指

导我们事业和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把这一理论学习好、研究好，是广大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光荣责任和崇高使命。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论述，使我们从

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社会价值的视角来全面审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突出

了社会主义推动人们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７１２）
７月１２日　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暨 《邓小平论 “一国两制”》出版

发行仪式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演讲中表示，《邓

小平论 “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版发行，是香港社会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

对邓小平这位为国家和香港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代伟人的最好纪念。香港人民

不会忘记，邓小平作为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开创者、奠基人，为祖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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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统一提供了新思路、新办法。香港回归祖国７年来，邓小平提出的 “一国

两制”已从伟大构想变为生动现实。《邓小平论 “一国两制”》所选取的１７
篇文章，涵盖了邓小平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各个方面，全

面、深刻、准确地阐述了 “一国两制”的本质和内涵。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７１３）
７月１５日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延安市委主办的 《延安精神永放光

芒》展览，自６月２８日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展以来，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今天圆满结束。１８天来，参观展览的全国
各地观众超过４２万人次，平均每天接待观众超过２万多人次，在７月１日党
的生日前后，连续几天参观人数均高达４万多人次。应各地观众的要求，主
办单位正抓紧准备在全国的巡回展出工作。（《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１６）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承办的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７２０）
７月２２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学术座谈

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任冷溶做了主题发言。（《当代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７月２３日　由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联合举办的纪

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承德举行。与会同志指出，邓小平是２０
世纪的伟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邓小平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加领导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改

造和建设；第二段是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人民探索

并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一生有两大历史性贡献：

一是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创立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邓小平领导我

们党和人民成功地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邓小平实事求是

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四是邓小平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于这些宝贵

的精神遗产，我们要倍加珍惜，发扬光大。（《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０）
７月２５日　全军深入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验交流会在北

京召开。（《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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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６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
四川省委编著的大型人物传记类图书 《邓小平画传》 （上下卷），已由四川

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２７）
７月２７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邓

小平大战略》《邓小平百年百事》等图书。（《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２９）
７月２８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由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摄制的

大型文献纪录片 《邓小平军事生涯》，将从８月１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
时间播出。（《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２９）

７月２９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
讯社编辑的大型画册 《邓小平》，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画

册印有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７３０）
７月３１日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

科学院编辑的 《邓小平军事文集》，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开始在全国陆续发行。这部文集分为３卷，收入邓小平军事方面的文
章、报告、谈话、电报、命令、批示、信函、题词等文稿 ２３２篇，共约 ８０
万字，大多数是首次公开发表。第一卷收入１９３１年４月至１９４４年１２月的文
稿４７篇，反映了邓小平领导广西武装起义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把党的建设、
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相结合，为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

提出的一整套对敌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第二卷收入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９７４年
１１月的文稿８５篇，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苦斗争；反映了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在领导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等重大军事斗争中驾驭全局的韬略；反映了邓小平

建国后为西藏和平解放，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安全，为加强国防建设做出的

贡献。第三卷收入１９７５年１月至１９９０年９月的文稿１００篇，反映了邓小平
同志主抓军队整顿，特别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领导军队精简整编、推动国防工业体制改革，确定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

想和军事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决策作用；反映了他关于军队要在

大局下行动，军队要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军队要保持老红军

的政治本色，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和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

军队要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８１）
７月　冷溶、汪作玲主编的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由中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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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

８月２日　在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之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７）》，从今日起在全国发行。年谱分上下两册，１０２万字，３５００多条，融
思想性、传记性为一体，记述了邓小平从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年间的主要活动，反
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这一段历史。其内容主要包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

恩来的支持下，主持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工作，与 “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他

在１９７７年再次复出以后，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教育科技战
线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对１０年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

拨乱反正，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全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他

主持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

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领导确立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

基本路线；他为提出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 “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做出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大决策；他洞察世界的

变化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正确判断，

确定了新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他创造性地提出 “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完

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正确的途径；他在晚年仍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发表南方谈话，亲自主持编辑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部年谱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书中不仅把 《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中

的重要思想编写进去，同时尽可能收入没有发表过的有重要思想内容的讲

话、谈话、文章、批示等，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

内容和形成、发展的过程。从年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并不断丰富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等各

个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这部年谱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大部分

是首次公开发表。其中包括：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

话、插话，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解放军召开的重要

会议上的讲话、插话，与中央、地方领导同志的内部谈话，会见外宾的谈

话，在国内视察时的讲话、谈话，出国访问时的讲话、谈话，以及各类文

章、信函、指示、批示、题词、题字等。这些历史资料，来自中央档案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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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的档案部门，有些是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提供的，还

有一些是同邓小平有重要接触的老同志的笔记、日记和对他们的采访记录

等。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邓小平卓越的治党治国

治军方略、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于教育广

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习邓小平的思想和革命精神，对于理论工作者、

历史工作者学习研究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人

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３）
８月４日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江西省委

联合摄制的６集电视文献片 《小平您好》在各级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８５）
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由翟俊杰导演的电影 《我的法兰西岁月》

已经完成并于８月２２日在全国公映。该片由共青团中央、广东省委宣传部
等多方合作出品。（《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４）

８月５日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 《理论热点 １８题》一书，近日由
学习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６）

８月５～６日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和四川省党建研究会在邓小平故里四
川省广安市召开学习邓小平党建理论暨纪念邓小平 １００周年诞辰座谈会。
（《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８６）

８月７日　国防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在京联合召开 《邓小平理论发展史论

纲》出版座谈会。《邓小平理论发展史论纲》是１９９９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由国防大学专家教授经过 ４年的集体攻关完成。全书共分 ６篇、２８章，６０
万字。（《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８）

８月８日　在纪念红军长征开始７０周年之际，由朱和平撰写的长篇回忆
录 《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由当代中

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９）
８月９日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片电影制片

厂和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大型文献纪录片 《小平您好》摄制完成并

陆续在全国各地公映。（《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０）
８月１０日　经党中央同意，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文化部、中央

档案馆和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世纪伟人邓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１００
周年诞辰展览》在国家博物馆揭幕。（《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１）

全面反映邓小平童年生活经历及其思想道德教育的剧作———４集重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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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童年邓小平》将在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之际，由上海、
四川、辽宁、广东、河南、新疆、西藏等省级电视台同步联合播出。（《光明

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１）
８月１１日　近日，中央统战部组织编写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

战线理论学习纲要》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２）
８月１２日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心、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

所等单位发起举办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理论”全国学术研讨会日

前在清华大学举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３）
８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联

合召开座谈会，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６）
首都史学界专家学者 ５０多人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座谈

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５９周年。与会专家提出，要向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
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勿忘历史，面向未来。（《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６）
８月１６日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会聚一堂，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８１８）
全国妇联近日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顾秀莲指出，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

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明确了中国妇女运

动必须把团结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建设摆在首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

点，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把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作为重要任

务；协调发展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

动男女两性的协调和共同发展；对外开放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必须

走向世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８）
８月１７日　教育系统今天举行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座谈会。国务委

员陈至立出席座谈会并强调，全国教育工作者应当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

导，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陈

至立要求，做好新时期的教育工作，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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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二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三要以

人为本，提高教育质量；四要加强教师工作；五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办让

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８）
８月１８日　 《邓小平理论辞典》首发式在全国政协机关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邓小平理论辞典》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一项成果。（《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９）
全军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在会上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９）
８月１９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职工之家召开座谈会，纪念邓小平诞

辰１０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０）
８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２０日下午分别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正在这里举办的
“世纪伟人邓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展览”。胡锦涛在参观结
束时表示，邓小平同志在 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
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我们永远敬仰他、热爱他、思念他。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

册，他的科学理论将永远指引我们奋勇前进。（《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１）
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文联、北京

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纪念邓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大型文艺晚会 “小平你好”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１）
８月２１～２４日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研讨会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

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解放军

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的。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１６０篇，集中反映了近年来邓小
平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８０多位专家、学者在会上进行
学术交流。

李长春在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

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

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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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

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

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

支柱。”

李长春指出，我们要 “第一，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认识”。

“第二，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认识。”

“第三，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

认识。”

“第四，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本质要求的认识。”

“第五，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认识。”

“第六，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

认识。”

李长春指出：“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为坚持和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发展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党最根本的思想建设。实施这一工程，要把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

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

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力争用十年左右时

间，形成充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

系，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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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

会开幕式上做了题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伟大贡献”的发言，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

本，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今天我们重温小平

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导，时刻不忘四个坚持，是对邓小平最好的

纪念。”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须臾不可忽视”，“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在思想领域搞教条主义，既反对以迷信的态

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的理论和思潮。

他针对思想理论界发生的偏向，尖锐地批评 ‘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

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

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他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选择”，“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执政党能否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改革的方向、前途和命运。”他还指出：“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必须持之以恒。”（《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７）
８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

计师邓小平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
讲话。

胡锦涛指出：“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

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

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

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

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

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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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伟大征程上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８２３）
８月２３日　全国政协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暨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

论研讨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出席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在开幕式上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８２４）
朱佳木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 “陈云生平思想研究——— 〈陈云年

谱〉 （１９０５～１９９５）”课题结项。该书已于 ２０００年 ６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

８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近日出版了 《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

平》一书。（《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６）
８月２６日　“世纪伟人———纪念邓小平１００周年诞辰展览”在香港展览

中心举行开幕典礼。由中华文化城有限公司、《大公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

事务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化总会、凤凰卫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友好协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展览，得到中联办、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央党史研究室、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的特别支持。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４８２７）
８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３０日晚上和３１日上午分别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正在这里举
办的 “中国核事业 ５０年成就展”。胡锦涛在参观时指出，５０年来，以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我国核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经过核事业战线广大科技人员和干

部职工不懈努力，我国核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

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对核事业战线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创立的历史功

勋，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锦涛强调，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

时期，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无论是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看，还是从保

障国家安全看，我们都必须切实把我国核事业发展好。胡锦涛希望奋斗在核

事业战线上的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

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严谨细致，团结协作，为推

动我国核事业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江泽民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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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时指出，５０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核事业战线广大科技
人员和干部职工共同努力，我国核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综合国力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实践证明，党中央做出发展核事业的战

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核事业队伍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创新能力的队

伍。江泽民强调，核科学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

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充分认识核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更好地发展我国核事业，以造福于我们的国家

和人民，造福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国核事业 ５０年成就展”，
是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公司等５个单位共同主办的。（《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１）
８月　 《彭雪枫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刘华清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９月２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邓小平论教育》第三版近日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３）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 《百年小平》一书近日出版。该书是与央视大型口

述历史纪录片同步，由百位亲历者口述历史的同名图书。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９３）
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在京举行 《雷洁琼文集》出版暨传记专题片

《雷洁琼》播映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４）
９月５日　由中国电影集团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以张思

德为原型创作的大型革命历史故事片 《张思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

影片通过讲述抗日战争后期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警卫员张思德的工作与生

活，生动表现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以及 《为人民服务》诞生的

缘由和深刻意义，展现了延安时期人们的精神原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夺

取政权的核心动力。（《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６）
９月６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天下之

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一书在京首发。全书分四卷，共８册，约１３０万
字，３２００余幅照片。（《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７）

９月８日　为纪念彭雪枫殉国６０周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科学院８
日在京举行 《彭雪枫传》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郭伯雄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９）
全国党建研究会和北京市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共同召开纪念毛泽东 《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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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务》发表６０周年座谈会。与会者认为，《为人民服务》这篇重要著作高
度赞扬了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深刻阐明了中

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６０年来，
“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张思德的名字一直回响在祖国的大地，哺育和激励

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体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优良

传统。（《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１０）
９月１５日　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５０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

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

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更好地把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

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

进，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９１６）
９月１６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延安精神研

究会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５５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辽宁厅举
行。（《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９月１８日　在 “九一八”事变 ７３周年之际，来自中国、日本、美国、
韩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２００多位学者汇聚在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研讨 “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研讨会由世界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１９）
９月２１日　首都各界代表７００多人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集会，庆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５５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创自己美好生活的事业，也是

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斗才能完成的事业。进一步动员、组织、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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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９２２）
９月２４日　由外交部组织编写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

纲要》近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２５）
９月２４～２６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俄两国学者 ３０余人参加了
此次研讨会。会上，两国学者就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共产党的建

设，关于负责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９２７）
９月２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当代中国研

究所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当选为学会第三届

理事会会长。与会者回顾了国史学会成立 １２年来的成绩和经验，指出，我
们的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的发展史。国史学是具有鲜

明政治性的学科。国史研究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保持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

学术方向。（《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２）
９月２７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５周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主

办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 “当代中国与

她的外部世界”，为期３天。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和
中国台湾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国内一些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学者

参加了会议。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１９４９年卷，日前已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程的大型编年体

历史资料书，每年独立成卷，１９４９年是该书第一卷，由序编和正编两部分组
成，约１２０万字。１９４９年卷出版后，该书其他各卷将陆续出版。（《光明日
报》２００４９２８）

全国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三届十一次常务理事 （扩大）会，传达学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如何在全国党建研究会今后的各项工作中抓

好贯彻落实，积极推进党的执政理论研究。（《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２８）
９月２８日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这是李鹏继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之后第二本以日

记内容为主线编写的日记体例的作品。本书以作者 １９６４～２００４年间有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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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电建设的日记摘录为主线，辅以相关的讲话、文件、会议摘要和新闻报

道，配有１００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详尽忠实地记录了我国核电事业从无到
有、从起步到发展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发展我国核电工业的方针、政策和

取得的主要成就、经验教训。（《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２９）
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组织编写并由学习出版社编辑出版了 《铸就辉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５周年》一书。（《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２９）
９月２９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５５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一书。（《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３０）
为纪念红旗渠通水４０周年，红旗渠精神展２９日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

财富。我们要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继续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９３０）
中宣部新闻局组织编写的 《经典中国———日出东方》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发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９３０）
９月３０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５周年，大型文艺晚会 《五星

红旗迎风飘扬》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０１）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５５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国徽》特种邮票一套２枚，发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该套邮
票内容分别为国旗和国徽，采用标准图案，不加任何修饰。这在我国多次发

行过的国旗国徽邮票中是第一次。此外，１０月１日，国家邮政局还将发行一
套 《祖国边陲风光》邮票。（《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定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发行中国建设银行成立５０周
年熊猫加字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 ２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１
枚，银质纪念币１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图案
相同，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及 “中国建设银行成

立五十周年纪念”中文字样；背面图案均为母子大熊猫图，并刊面额及 “中

国建设银行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英文字样。（《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下午参观了红旗渠精神展。他强调，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

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

斗。我们要结合实际，赋予红旗渠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发扬光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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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激励干部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大

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践行 “三个

代表”，坚持求真务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红旗渠是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河南林州人民苦战１０个春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的长１５００
多公里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红旗渠精神展通过

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地再现了太行儿女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英

雄事迹，展示了林州人民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０２）
１０月１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举行盛大国

庆酒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５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２）
１０月３日　 《刘华清回忆录》近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４）
《中国发展之魂》近日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 《理论篇》、

《政治篇》、《经济篇》、《法制篇》、《文化篇》共五卷，１８４万字。（《光明日
报》２００４１０４）

１０月４日　周而复的 《往事回首录》，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５）
１０月９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座谈会，纪念丁玲诞辰

１０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乌鲁木齐召开大会，庆祝兵团成立 ５０周年。国务

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信，贺

信高度评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世纪以来为新疆的发展与稳定所做出的历

史性贡献。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新疆和平解放，１０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成
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目前，兵团总人口已有２５４万人，下辖１４个师、
１７５个农牧团场、１５１３个工交建商企业和一大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事
业单位，建起了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北屯、图木舒克等一批新兴城

镇。（《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１）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在武汉召开党史宣讲报告活

动座谈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０）
１０月１０～１７日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学习研究班在广东惠州举行。中

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说，当前全国党史工作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二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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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研究，打牢实现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三

是努力提升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水平；四是加大重大课题的联合攻关和业务交

流，继续推进地方党史工作的发展；五是以提高党史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为

重点，加强党史部门的全面建设。（《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８）
１０月１２日　中国侨联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今天在京举行座谈会，

纪念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１３０周年诞辰。（《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３）
１０月１５日　纪念邓小平为南极考察题词２０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国家海洋

局召开。２０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同志题写了 “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

献”，掀开了我国极地考察的序幕。（《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６）
１０月１８日　曾希圣１００周年诞辰。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心支持下，

由军事科学院和安徽省委组织编写的 《曾希圣传》顺利出版。江泽民为该书

题写书名，李先念在生前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０１８）
１０月２１日　 《厦门与台湾》丛书、《厦金直航》专题片１０月２１日上

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人民会堂举行首发式。（《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２２）
１０月２２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政治研究中心与 《中共党史研

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 “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学术座谈会日前

在党史研究室召开。（《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１０月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此书收录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中国共产

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通知和条例全文。（《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０２６）
１０月２７日　叶圣陶先生１１０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人民日

报》２００４１０２８）
１０月２８日　 《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日

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４１０２８）
继 《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毛泽东颂》之后，“伟大人民领袖毛泽

东”丛书编委会今年１０月又将推出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４部专著：《中
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续集、《我们永远崇敬毛泽东》、《毛泽东与中国当代

杰出革命家》、《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著名文艺家》。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０２７）
近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河北大学召开以 “弘扬延安精神培育四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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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主题的研讨会。（《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
１０月３１日　为纪念长征７０周年，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北京青年报联

合举行的 “寻访健在老红军活动”历时两月，于日前胜利结束。此次活动系

列报道的成果，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结集为 《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

军》正式向社会推出。（《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
《两个伟大邻国———俄罗斯和中国建交５５周年文献展》日前在莫斯科举

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
１０月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共产

党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结项。

１１月３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 ５０周年之际，由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监制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邮票珍藏纪念册首

发仪式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４）
为纪念八路军１１５师挺进山东开辟沂蒙革命根据地 ６５周年，中共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科联、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和中共临

沂市委等单位最近联合召开了 “沂蒙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

与会者深入分析了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探讨了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与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系等问题。（《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１４）
１１月５日　姜辉博士撰写的 《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一书已由

学习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 《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

产党的理论政策调整和发展前景》的最终成果。（《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７）
１１月１０日　解放军报召开纪念 《中国民兵》杂志创刊２０周年座谈会。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民兵》杂志正式创刊，邓小平题写
了刊名。《中国民兵》是我国唯一的一份面向全国广大人武干部、专武干部

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宣传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为内容的国家级工作指导类

专业期刊。（《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１）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 《太行山上》日前在

黄河壶口瀑布开机。 《太行山上》主要讲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 １１５师、
１２０师和１２９师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开辟建立太行山根据
地的故事。（《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２）

陈代昌撰写的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调查与研究》一书，最近由中

共中央党校
!

版社
!

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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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组织编写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１１１４）
蒋曙晨著 《百岁将军童陆生》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童

陆生将军 （１８９８～２００１）战斗的一生。（《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４）
１１月１６日　全国政协、铁道部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滕

代远诞辰１００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７）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以下简称 《传略》）总编纂委员会召开第五

次会议。迄今为止， 《传略》已出版图书 ３０卷 ４７种，共约 １９００万字，有
１９３５年以前出生的 ２３０６位专家入传。据介绍， 《传略》出版工程启动于

１９８６年，是一部由中国科协发起并组织、中央１２个部委参与并领导、由我
国著名科技专家与学者编纂的以中国近现代科技人物为主线，反映中国近现

代科技发展史实的巨型文献性套书。即将全面展开的 《传略》三期工程把入

传人年龄段定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生的杰出科技
工作者”。三期工程计划１５年完成。到２０１９年，也就是建国７０周年时，完
成 《传略》的三期工程。从四期工程起，入传人将全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

生的科学家。（《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７）
１１月１８日　由日本下关市日中友好协会等日本友好团体和人士筹建的

廖承志先生纪念碑在下关市火山公园隆重揭幕。（《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１９）
１１月１９日　重庆江津市举行盛大集会及系列纪念活动，纪念聂荣臻诞

辰１０５周年。２００４１１２０）
１１月２３日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共同编纂的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

典 （１９２１～２００３）》日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 １４０万字，如实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至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１６００余人
的简历，主要介绍收录人物的出生年月、民族、籍贯等自然情况和基本任职

经历。在词条正文之外，编者还辑录了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及领导人员名单”、“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及领导人员名

单”和 “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及领导人员

名单”，作为全书的附录。（《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２４）
１１月２６日　福建省宁德市３２０万老区人民集会，纪念闽东苏区创建７０

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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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沙健孙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结项。

１２月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锦涛主持。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经过艰

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

正确道路。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

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中国社

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３）
１２月２日　 《世纪伟人邓小平》展览下午在澳门博物馆开幕。（《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３）
１２月８日　由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中国社会主义

文艺学会主办的 “贺敬之文学生涯６５周年诗歌朗诵演唱会”在北京国家图
书馆音乐厅举行。（《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０）

１２月９日　在纪念澳门回归五周年的前夕，一部研究 “一国两制”与

澳门的专著 《“一国两制”与澳门成功实践》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

版。（《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０）
１２月１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开展一系列活动，纪念百色起义７５

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２）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６７周年，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

胞联合会开始举办为期３天的纪念图片展览。这次展览的内容包括有关南京
大屠杀的照片、书籍、图片以及其他珍贵的原版录影胶带等，其中曾拍摄大

屠杀纪录片的美国牧师马骥后裔所保存的珍贵书信是首次展出。展览期间还

播放了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和揭露日军暴行的纪录片，包括本月刚刚去世的大

屠杀受害者李秀英的演说纪录片。（《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１２月１３日　中纪委宣教室、中组部办公厅、中宣部新闻局、中央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宣传组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编辑

的 《草原之子———牛玉儒》一书，近日由学习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中央党校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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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６７周年座谈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技理论学习纲要》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为维护正义审判和历史定论，原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法官遗属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大屠杀史见证会”。会上，

专程从中国台湾地区赶来的原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的遗

孀石沈和玉、儿子石南阳，向纪念馆捐赠了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起

诉书、判决书、会议记录、询问记录、照片、书籍等 １１７件珍贵文物史料，
其中包括该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的判决书原

件。（《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日前由从事军事历史研究的职能机关、科研单位、军事院校等专业机构

和工作者组成的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在军事科学院成立，并举行

了 “新中国军事变革史”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我军体制编制调整和后勤改革的历史经验等问题

进行了探讨。（《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５）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１周年诞辰，东方出版社新近推出 《毛泽东诗词史话》

甲申新本。（《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１６）
１２月１９日　纪念毛泽东１１１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

东的亲属、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等参加了座谈会。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
１２月２１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局、总后卫生

部在京联合举行纪念白求恩逝世暨 《纪念白求恩》发表６５周年座谈会，缅
怀白求恩同志的崇高品德，重温毛泽东发表 《纪念白求恩》的重大意义。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２）
１２月２４日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结束。

会议确定，全国党建研究会在新的一年中，着重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

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应对措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健康有效开展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５）
１２月２６日　为纪念古田会议７５周年，江泽民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

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福建省为江泽民题词建立了纪念石碑，上面镌刻

了江泽民这次的题词和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的题词 “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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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毛泽东著作重要历史版本展示”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举办， 《伟人毛

泽东书法宝典》（金版）、《毛泽东颂诗大典》和 《老一辈革命家颂诗大典》

等图书也于今天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重要历史版本展示”活动展示了从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今天的各种版本

３００余种。展品中版本最早的是１９３８年解放社出版的 《关于团结救国问题》

单行本，版本最多的是 《新民主主义论》，今天展示了从１９４５～１９５１年间由
人民出版社等６０多家出版单位出版的７２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有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俭朴的单行本，有延安大生产时期用马粪纸印制的
毛泽东两次作序的 《农村调查》。除２００多种单行本之外，还有各个历史时
期多种版本的选集、文集、论集等。其中有 １９５２年的羊皮版本 《毛泽东选

集》（１～４卷），有１９５５年的烫金版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还有１９６４
年的线装本 （１～４卷，共１６册）以及 １９９８年的金丝楠木匣装烫金版大 １６
开版本 《毛泽东选集》典藏本。刚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伟人毛泽东书

法宝典》（金版）一书也是一件精品，全书收录了毛泽东诗词重要作品 ２４
首，同时还收录了十分罕见的毛泽东书写的 “福”、“寿”两条幅。《毛泽

东颂诗大典》和 《老一辈革命家颂诗大典》均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

次展示的毛泽东著作历史版本是领袖著作出版工作的一次重新回顾和检

阅，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为纪念毛泽东１１１周年诞辰，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京举行 《毛泽东

颂诗大典》、《老一辈革命家颂诗大典》首发式。（《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１２月２７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７日发表 《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国防》白皮

书。（《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８）
１２月２９日　为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５０周年，由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编撰的 《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纪念文集中、英文版本于近日同时出版

发行。（《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３０）
《陈丕显回忆录———在 “一月风暴”的中心》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３０）
１２月３０日　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 《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１５
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２０７



说明

（１）由于２０００年１～８月的中共党史工作大事记已作为 《“九五”期间

党史研究工作的状况及其在 “十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的附件上报，本大

事记的叙事从２０００年９月开始。
（２）本大事记主要是根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共党史研

究》、《党的文献》等刊物的报道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有关统计表编

写的。

附注

已上报的２０００年１～８月的大事记未包括记述在这期间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结项的情况，特补充如下：

２月１３日　李雪勤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课题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结项。

吴贤辉 （华侨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通向中国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论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结项。该成果已于２００１年１１
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庄国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华侨华人

历史和现状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结项。

方克 （求是杂志社）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共中央党刊史”结

项，该成果已于２００１年６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５月１５日　王顺生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从八大到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过程”结项。

７月２６日　刘孚威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主持的 “井冈山精神———

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课题结项。

王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结项。

大事记由仝华 （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持编写。

刘学礼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参编 ２０００年 ９～１２
月、２００１年１～１２月的内容；刘仓 （博士，当代中国研究所助

２０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理研究员）参编２００２年１～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９月的内容；祝
念峰 （国家教委社科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参编２００３年１０～
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１２月的内容；李晓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生）补充编写了部分重要的讲话内容及社科基金结

项课题和部分出版书目。侯肖林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生）、刘红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参加了编务

工作。

２００５年３月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资料及论著要目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４）

１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
《毛泽东选集》（第１～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毛泽东文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１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８。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１～６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 《毛泽东早

期文稿》编辑组编辑，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８。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３。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辑，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５。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２。

２０９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新华

出版社，１９８３。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

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中共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

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毛泽东自传》，〔美〕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３。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４。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周恩来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
《周恩来南开校史作文》，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影印出版。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一册）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０３），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８。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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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７。
《刘少奇论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
《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
《朱德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少年任弼时作文选》（影印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邓小平文选》（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邓小平文选》 （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

司，１９９７。
《邓小平军事文集》（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９。
《邓小平同志论民主与法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法律出版

社，１９９０。
《邓小平同志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０。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０。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２１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８。
《邓小平陈云六篇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俄文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俄罗斯帕列亚出版社，１９９７。
《邓小平论旅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旅游局编辑，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０。
《邓小平论侨务》，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邓小平名言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编，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２００３。
《陈云文选》（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陈云文选》（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

司），１９９６。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指导，本书编辑小组编辑，中国曲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论 “三个代表”》，江泽民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１。
《论党的建设》，江泽民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１。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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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稳定》（俄文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俄罗斯帕

列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２００１年增订重印。
《论科学技术》，江泽民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１。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

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

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

三联书店，１９９０。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格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３。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新华通讯社、中共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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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论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叶剑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编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
《李先念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４５），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２。
《彭真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邓颖超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０。
《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李大钊文集》（第１～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李大钊全集》（第１～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瞿秋白文集》（第１～８卷），瞿秋白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９９８。
《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５。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张闻天文集》 （第１～４卷），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１９９０。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中共党史出版

社，ｌ９９４。
《张闻天早期文集》 （１９１９７～１９２５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中共

党史版社，１９９９。
《恽代英文集》（上、下），恽代英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
《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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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董必武林业文选》，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８５。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文集编辑组编，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董必武文集编辑组编，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０。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６。
《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２。
《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
《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４。
《杨成武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王树声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
《萧劲光军事文选》，解放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２。
《张际春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
《陶铸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胡乔木文集》（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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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王恩茂文集》（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邓力群文集》（１～３卷），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
《乌兰夫文选》（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王任重文集》（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 （１９３８～１９８７），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历史资料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１～１８卷），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９。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２０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７。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

关重要文献摘编》，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下），中共共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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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上、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９９７。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九○ ～二○○二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主办的 《党的文献》编辑部编辑，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１。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

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辑，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７。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十四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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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文献选编》（一九七九 ～二○○二年），国土资源

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林业与生态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

家林业局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 （第 １

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第

２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下）（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第３、４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１９９８。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上、下）（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第５、６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１９９８。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第７～１０
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２。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上、下）（１９２７～
１９３１），（第１１～１２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２００２。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１～２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第１～２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９０。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孙武霞、许俊生等编，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玉贞编，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杨云若、张注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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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在中国》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中译本，〔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张注洪、杨云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８３。
《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美〕罗伯特·诺思等编

著，王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六大以来》（上、下册），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１９２１７～１９４９９），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集》（１９２２～１９２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８１。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中共中央统战

部等编，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０。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８３。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

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上、中、下），中央统战部、

中央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党史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第１～６册），童小鹏主编，重庆出版社，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中共中央南方局》，童小鹏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０。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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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１。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黄道霞等主编，中共党史出版

社，１９９２。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卷，上、下），陈文斌、

邰纬生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法令选编》，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

处编，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工商体制卷，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农村经济体制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工业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农业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交通通讯卷，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商业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对外贸易卷，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基本建设投资和

建筑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财政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金融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劳动工资和职

工福利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工业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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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农业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交通通讯卷，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固定资产投资和
建筑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劳动工资和职工
保险福利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综合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２０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金融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２０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财政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价出版社，２０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商业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物资出版社，２０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财政部税务总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１９８７。
《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倩华等，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５７。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１～１９９７）（第１～１９卷），中共中央组织部

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１９２１～２００３），中共中央组织部等

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年谱、传记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上、中、下），逄先知主编，人民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上、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毛泽东———传略、评价、回忆》 （英文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外文出版社，１９８６。
《周恩来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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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周恩来年谱》 （１８４９～１９７６） （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写，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８。
《刘少奇年谱》（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刘崇文、陈绍畴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刘少奇传》（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０。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任弼时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章学新主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４。
《邓小平传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８。
《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 （上、下），冷溶、汪作玲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陈云年谱》 （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０。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及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传略》，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１９８４。
《李富春传》，房维中、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３。
《刘伯承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２。
《贺龙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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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３。
《陈毅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３。
《罗荣桓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３。
《徐向前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３。
《聂荣臻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４。
《叶剑英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５。
《张闻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０。
《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出版社，１９９３。
《博古传》，李志英著，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
《罗瑞卿传》，黄瑶、张明哲著，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
《王稼祥传》，徐则浩著，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
《王稼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

社，１９９６。
《粟裕传》，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
《王震传》（上、下），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尚荣将军》，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
《陈赓传》，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３。
《王树声传》，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３。
《彭雪枫传》，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康世恩传》，本书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党史回忆录
《缅怀毛泽东》（上、下），《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３。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怀念周恩来》，《怀念周恩来》编辑小组编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不尽的思念》，《不尽的思念》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我们的周总理》， 《我们的周总理》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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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０。
《缅怀刘少奇》，《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邓力群著，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
《回忆朱德》，《回忆朱德》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回忆邓小平》（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８。
《缅怀陈云》，《缅怀陈云》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怀念李先念同志》编辑组编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杨尚昆日记》 （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１。
《追忆领袖战友同志》，杨尚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１。
《杨尚昆回忆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回忆与研究》（上、下），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历史的回顾》（上、下），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９６。
《十年论战》，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
《风雨四十年》（上、下册），童小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刘伯承回忆录》（１～３卷），刘伯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
《许世友回忆录》，许世友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
《萧劲光回忆录》，萧劲光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萧劲光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
《杨成武回忆录》（上、下），杨成武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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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回忆录》，程子华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李聚奎回忆录》，李聚奎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
《何长工回忆录》，何长工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吕正操回忆录》，吕正操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陈再道回忆录》 （上、下），陈再道著，解放军出版社，上卷，１９８８，

下卷，１９９１。
《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叶飞回忆录》，叶飞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叶飞回忆录》（续），叶飞著，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黄克诚回忆录》，黄克诚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
《孔从洲回忆录》，孔从洲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
《张宗逊回忆录》，张宗逊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
《刘震回忆录》，刘震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
《李坚真回忆录》，李坚真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１。
《曾生回忆录》，曾生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黎玉回忆录》，黎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２。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刘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
《王平回忆录》，王平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李一氓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新亭回忆录》，王新亭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杨得志回忆录》，杨得志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
《赛福鼎回忆录》，赛福鼎著，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
《廖汉生回忆录》，廖汉生著，八一出版社，１９９３。
《廖汉生回忆录》（续），廖汉生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志民回忆录》，李志民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
《康克清回忆录》，康克清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
《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
《宋任穷回忆录》（续集），宋任穷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钟期光回忆录》，钟期光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５。
《王宗槐回忆录》，王宗槐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５。
《余秋里回忆录》，余秋里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秦基伟回忆录》，秦基伟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２５



《莫文骅回忆录》，莫文骅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著，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
《耿飚回忆录》，耿飚著，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欧阳毅回忆录》，欧阳毅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李雪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
《万毅将军回忆录》，万毅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曾志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
《李富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洪学智回忆录》，洪学智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
《郑伯克回忆录》，郑伯克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承先回忆录》，张承先著，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郭林祥回忆录》，郭林祥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
《张震回忆录》，张震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
《熊伯涛回忆录》，熊伯涛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
《陈锡联回忆录》，陈锡联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
《刘华清回忆录》，刘华清著，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
《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

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抗日英烈谱》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

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
《群星耀中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

社，１９９４。
５党史论著及党史研讨会文集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

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学习大纲》，沙健孙主编，中共党史出版

社，１９９２。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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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注释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１９１９５～１９９０１２），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编写组编，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邓力群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１９９９。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 （１９７８１２～１９９８１０），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
《中国共产党８０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１９４９年卷），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当代中国

出版社，２００４。
《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辽宁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毛泽东研究述评》，石仲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２。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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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４。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毛泽东

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

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业绩·方略·情怀———周恩来研究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

研究组、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风范·思想·乡情———纪念周恩来诞辰 ９５周年文集》，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委员会、中共绍兴市委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周恩来研究述评》，李海文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周恩来

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刘少奇研究论文集》，刘少奇研究论文集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９。
《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编辑组编辑，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４。
《刘少奇研究述评》，陈绍畴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历史伟人刘少奇———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论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第二编研部、科研管理部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
《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刘少奇

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纪念朱德诞辰１１０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集》，于俊道、

张继禄、文勇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辑，

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５。
《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辑，中共党史资

料出版社，１９８９。
《任弼时研究述评》，蔡庆新、吕小蓟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 “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１０周年理论

研讨会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中央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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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２。
《邓小平研究述评》，龙平平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缅怀与研究》，杨瑞广、蔡庆新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编辑组编辑，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朱佳木主编，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陈云研究述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组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４。
《瞿秋白百周年纪念———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瞿秋白

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说明

（１）本资料主要辑录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
共中央党校、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文献、资料及论著要目。

（２）本资料的依据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徐晓虹研究馆员编辑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研究成果目录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辑研究成果目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
校、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党史研究主要成果目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以及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杨先红馆员编辑的 《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文献、资料及论著要目》。全部资料由杨先红馆员综合整理。

２００５年３月

（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若干评析

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

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有人提出 “根本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口号，任意

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造成了一

些人的思想混乱。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

授、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和梁柱教授等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近现代史尤其

是党史研究中的表现、谬误、根源、危害等进行了剖析。现将有关评论简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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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的四种突出表现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尤其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光辉的篇章，也是

世界革命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壮丽的一页。但是，近年来，一些人对于近现代

中国的历史采取了极端的虚无主义态度。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

第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的作

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声称 “从 １９１９年到 １９７８年，曲折起转之间，
‘轰动’６０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第二，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历史的断裂，把 “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

主义的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 “以英美为师”的 “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

入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诬蔑新中国成立以

后搞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断言１９７８年以来２０年
的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 “以英美为师”的所谓 “近代文明主流”

的回归。

第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

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第四，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时掩盖事

实真相大肆进行翻案活动，为某些反共人物甚至汉奸、卖国贼歌功颂德。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上述观点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根本不符合近

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是从政治上看，这些观点的流

行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这种思潮的泛滥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导致严重的后果。

“告别革命”论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 “告别革命”论。他们贬低和否定革

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

争。有的书中说，２０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
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犯了 “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

很多 “弊病”， “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的扫荡下，

“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

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

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他们要求人们充分注意 “革命的残忍、黑

暗、肮脏的一面”，判定 “２０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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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章更直截了当地宣称革命不过是 “以暴易暴”，用暴力实现 “专制复

辟”。当革命被如此这般的彻底否定之后，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１０９年历史，自然就变成了一场 “以暴易暴”的闹剧。

割裂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用所谓 “现代化史观”取代 “革命史观”

　为了否定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斗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
起来，宣称要用 “现代化史观”取代所谓的 “革命史观”。而按照所谓的

“现代化史观”，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是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

阻碍社会进步的，因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消极力量。有的文章

说，如果没有康梁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其实，革命同现代化不仅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二者完全统一，而且

革命正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没有革命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现

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

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

同富裕。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前一个任务只能

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完成。而如果没有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

必要的前提，则后一任务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一贯执著追求现代化

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得不集中那么多的社会精英、经历那么多艰难险阻、

付出那么多惨痛代价去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本原因。既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

失，国家主权的备受摧残，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

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

代化的巨大羁绊，志士仁人们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的斗争中去。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讲清了
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

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

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

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

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

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

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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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

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他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

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

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

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

为否定和贬抑革命，尽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文章批评建国以后
的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

伐的感情宣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有的主张要 “重

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传统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

普遍落后的观点，使 “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

“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

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

文明。”

与此同时，他们还常常玩弄一些所谓的 “史实”，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的政治代表百般美化，把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装扮成中国现代化的开

拓者，是 “在为中国找出路”，从而把一切革命斗争说成是 “百年的疯狂和

幼稚”。他们说慈禧是一位 “出色的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他 “确曾

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

共识，中国的未来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说袁世凯的政治主张 “反

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按照这些观点，中国近代历史便变得面目

全非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中国确立之后，中国进步历史学界的

一个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功绩，就是把以往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了，那么

现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则又企图把它再颠倒过去，重新恢复历史的

颠倒。

质疑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定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必

要性　为了为否定革命制造根据，有人热衷于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做
文章，否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当然，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有人

在这种学术讨论的名义下并不隐瞒他们真实的政治意图。这会让人想起发生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那一场论战。当时以一些托派、
“新生命”派为代表的论战的一方，极力主张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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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等将来再

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反动文人、“新生命”派的代表陶希圣更公开声称，

参加论战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参加这场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大量事实批驳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通

过论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使近

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为多数人所认同。

然而，在中国革命胜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有人却重新对这个已被

历史证明了的正确观点表示质疑和挑战，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

的论者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就是要依靠 “半资本主义”吃掉 “半封

建”，否则就是 “左”了；说１９５６年是在 “根本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 “左”了；有的则鼓吹要把 ２１世纪头 ２０年用来补
“新民主主义”的课等等。这些都是在质疑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名义下演绎

出来的结论，是不加掩饰地否定了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否定了我国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和基本路线。这些观点，同 １９３０年代那场论战的一方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正是在今天某些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所在。

用抽象的人性观点解读和编排历史　为了否定革命和革命的历史，历史
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宣扬抽象的人性的观点，把人性和阶级性截

然对立起来，用抽象的人性去描绘历史人物，编排历史的情节。

历史虚无主义论者所谓的人性，就是 “坏蛋也有温柔宽厚的一面”，而

这是需要研究者去着力挖掘的。也就是说，要对历史人物进行一番 “人性

化”的处理，把好人说得坏一点，把坏人说得好一点，以便把历史上的反动

人物也打扮成 “历史的推动者”。这当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早已有之

的以 “心之力”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的重现而已。

２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目的是要按照西方那一

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笔下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完全虚
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虚无

的则表现在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他们不

是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出发去诠释历史，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政治

情绪随意地解读历史，虚构历史，否定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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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历史根据的另类 “历史规律”和 “发展道路”。例如，有人一方面

肆意丑化毛泽东，另一方面公然为大汉奸汪精卫翻案，说什么 “汪伪政权并

不代表日本人的利益，而是代表沦陷区人民的利益”； “周作人即使当汉奸

后，依然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可见，丑化什么，美化什么，他们的

态度是一清二楚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以前在苏联也出现过。在苏联解体

之前，那里的一些人也是一方面极力给苏联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妖

魔化斯大林；另一方面改写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统治史，把罗曼诺夫王朝的

统治者们说成是上帝的羊羔，说他们只懂得关心人们，为人民谋幸福。

他们还否定党领导的５０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把新中国的前３０年
和后２０多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前３０年，对新中国
建立后头３０年的历史肆意抹黑，把它说成无非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
了一批人又一批人，别的什么都没干。他们企图通过渲染党在领导探索社会

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煽惑群

众的不满。这是歪曲历史的客观实际的。

历史虚无主义者为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否定近代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最终是要按照西方那一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然而这是没有出

路的，只能是历史的倒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

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 ‘小康’，就

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是通过对历史的否定达到对现实的否定　某些
人鼓吹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学术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实际上，他们

鼓吹的有些观点，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乃至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驳

倒了的陈腐论调。比如，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 《民报》为

主要阵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 （以 《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的论战

中，革命派就把改良派借口革命要流血牺牲而鼓吹改良、否定革命的观点，

批驳得体无完肤，以至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自己 “气为所慑，口为所箝”。

历史虚无主义所宣扬的那一套，常常是打着 “思想解放”、“反对僵化”

的幌子进行的。其实，人们只要不健忘，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从思想内容，

几乎同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影射史学”没有多少区别，都是通过对历

史的否定达到对现实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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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为了使现实社会制度的存在失去历史依据　
如果革命的历史被否定，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苏联解体的惨痛教

训，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教训。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不可

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 ７０多年的历史遭到歪曲和否定。这是苏联被
摧毁的一个重要的舆论突破口。苏联的演变，就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发展

到否定列宁；从丑化苏联的现实，发展到否定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被说成

是 “使国家误入历史的歧途”。戈尔巴乔夫就是在 “要炸毁过去的一切”喧

闹声中，摧毁了苏联共产党。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被否

定，必然会使现实社会制度的存在失去历史依据。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

历史真理。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又说过：“灭

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

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些话从正反两方面

说明了研究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说明了正确评价历史是关乎国家

治乱兴亡的。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重视历史研究，注意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

统。我们之所以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保持警惕，就是因为如果听任这种

思潮自由泛滥，以至把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丑化了、糟蹋了，那么，坚持人民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也就会失去基本的历史依据，由此可能导致

何种严重的政治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说，只有正确地总结过

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

样，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搞什么 “新思维”、“公开性”，全盘否定列宁和

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只能是天

下大乱，人民遭殃。所以，在涉及近现代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

历史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分清原则是非，决不能采取含糊敷

衍的态度。

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
主义。事实上，一些人不但歪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伟

大的民族精神、对源远流长的灿烂民族文化也一笔抹杀，全盘否定。在有些

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 “愚昧”、“丑陋”，而且 “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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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整个 “民族正

在自戕”；充满 “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

如此等等，就 “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这样的民族当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 “承认落伍和失败”。在他们看来，直至今天， “中华

民族仍然举步维艰，举目四望，贫穷遍地，愚昧横行，豺狼当道，精英毁

弃，独裁专制，无民主、自由立锥之地”。因此，无论从学术研究上，从文

化建设上，还是从政治立场上，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上考虑，我们对当

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都不能姑息，要以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

状态，予以严正的针锋相对的还击。

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根源是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都是

历史唯心主义。这里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

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观察历史，评论历史，对

于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自会得出合乎历史客观实际的结

论；反之，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以唯心史观看待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就方法论而言，对于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要看它的主流、

本质，不能抓住支流、现象下结论，不能以之去剪裁历史，以偏概全，任意

夸大，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变成好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复杂的、曲折

的，历史人物的活动也是多面的。无论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还是历史

人物的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

斗争中进行的。将某些失误抽象起来，孤立地、片面地渲染，把支流当成主

流，不仅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而且会导致歪曲历史。对于这种研究、评论

方法，当年列宁曾尖锐批评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那种方法比胡乱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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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

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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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儿戏都不如。”有的人夸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某些失误，借

此否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所采用的，确是

上述那种连儿戏都不如的手法。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西方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一种反映　历史虚

２３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无主义对革命的贬抑、丑化和否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某些汉学家那

里贩卖来的，是对西方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一种反映。近年来，某

些西方学者提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应当实行 “范式”的转换，即从 “革

命范式”转换为 “现代化范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把西方的这类思想理

论奉为教条的人，就提出了 “根本改写近现代史”的口号。他们抹杀中国人

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斗争，丑化、贬损革命家和革命人民，把他们边缘

化，而把李鸿章、西太后、袁世凯等等则说成是推动近代以来历史前进的主

要力量。这样照抄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的结果，从根本上歪曲了近现代中国

历史的真相。

这一点，国外一些严肃的学者有过很清楚的论述。例如，美国杜克大学

的德里克 （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教授写过一篇题为 《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

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文章，详细介绍了 “美国当今的汉学界 （一定程度

上也包括欧洲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经历了从 “革命范式”到

“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文章说： “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

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 “正面评价”，

认为 “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

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

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

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

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这种看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便开始改变了。“先前一直被
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一些著作竭

力散布革命的种种弊端，说什么 “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

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

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虽然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但

晚清以来的中国从未成为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中国革命不仅未使中国现代

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有的则更进一步强调，“革命带来的可能

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可能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

发展进程”，“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

如果我们把这些观点同国内学术界某些人否定革命的言论相对照，就不

难发现，从思想到语言，他们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实在是亦步亦趋，如出

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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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紧密相

关　应当看到，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
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 “失败论”、马克思主义 “过

时论”、共产主义 “渺茫论”有很大市场。其实，革命低潮的出现并不可

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暂时挫折并不能改变

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但是，因为低潮的到来，革命队伍里有人会因此惊慌

失措，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同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紧密相关的。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要求 “重

写历史”，鼓吹 “告别革命”，实际上是在为 “另找出路”制造历史依据。

４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加强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和宣传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对于中国

来说，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

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就

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

就像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

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像的。而且，由于经

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

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机

遇。如果搞资本主义，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借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否定中国人民有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

这种主张根本不能成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搞社会主

义，这是马克思在答复查苏利奇的信件、列宁在 《论我国革命》等论著中早

已阐明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事业

时，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１９７７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同加拿大林达
光教授夫妇谈话中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

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

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

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为了科学地评价中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我们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因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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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生活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 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的 ２２年间，尽管我们犯过 “大跃

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这两个错误都是由于党在寻找中国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果，并不是建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定要发生的），整个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在这期间，我们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

来看也还是相当快的。工农业总产值，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８２％，即使是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年平均增长 ９３％，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也达到年平均增长７３％。从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除了少数农副产
品产量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

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

力的进一步证明。有的人把资本主义视为社会发展的极致和人类历史的终

结。他们把改革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的补课，即对资本主

义这个所谓 “近代文明主流”的回归，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是对改革开

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根本性的歪曲和污蔑。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科学阐述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　历史是一部伟
大的教科书。科学地研究和宣传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

历史，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掌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２１年创立以来，在８０多年的时间里，为了推
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领导人民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

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制

度，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得近代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第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

基本制度，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开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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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极度贫弱的境况，而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欣欣向荣的国家。这

就是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光

荣的斗争历史及其伟大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

当然，强调应当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忽视乃至掩盖党经历的曲

折和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指明的是：

第一，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总

结党的历史经验。离开对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分析，不承认把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以今天的认识作为评价标准，来

为前人的思想和事业定位，把党所进行的艰苦探索，把那些探索的先驱

者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

科学的。

第二，由于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是一个伟大的曲折的历程，为了对这个

历史做出科学的评价，我们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

定的简单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在批评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

正确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我们丧失

为前进所必须坚持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错误本身做出冷静的

恰如其分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第三，必须注意研究党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应当只

是静止地、孤立地去暴露党犯过的错误，而是应当在正视错误的同时阐述党

认识错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从而把党的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因为历

史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

为了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做出科学阐述，我们必须与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划清原则的界限。

近年来，党史研究中还存在着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有人把党性与

科学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讲党性就会否定党史研究的科学性；认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党史的宣传与教育，就是不讲学术，就会妨碍、

限制甚至窒息学术研究；对一些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不做全面了解和具体分

析，轻易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等等。这些认识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若干观点

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因此，认真纠正和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也有

助于纠正和克服这些不恰当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和保

证党史工作本身的健康发展。

应当说，有意歪曲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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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由于对近现代历史缺少深入的了解，由于对科学的历史观、方法

论未能确切地把握，这种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乃至学者中还是有影响的。为了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大力加强历史研究、历史宣传和历史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

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要认真划清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界限，坚决澄清由于

这种错误思潮的传播所造成的思想混乱。

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祝念峰整理

２００５年３月

（四）关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的三份资料

第一部分　５年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动向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注洪

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开始以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它在世界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所起作用的增强，世界各国愈来愈关注中国。研究中

国的中国学方兴未艾，已经进入国际学术的主渠道；其分支学科之一中共党

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据国际上权威的文摘和索引刊物统计和筛选的结

果，５年来国外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的重要著述计 ３１种，重要论文 ３６篇，
重要资料达２０种。倘从互联网 Ｇｏｏｇｌｅ搜索，经常信息量多达３０多万条。可
概括为以下新的特点和动向。

１研究条件不断改进
（１）获取资料更加便利。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学者近年来可以通过互联网系统地查找大陆报纸、刊

物的新闻摘编、专题论文、论文索引和各种论文资料等。２００４年，西蒙斯学
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设立 “建设中国学全球数字图书

馆合作研究课题”；２００３年１月，美籍华人图书馆协会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出版委
员会发起建立 “北美欧洲中文馆藏数据库 （ＮＡＥＣＣＯ）”；几年来我国重要史
学期刊所设英文提要日趋完善，大型美国历史文献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１９５４
年创刊）加大了编入大陆和台湾出版的历史杂志论文 （包括中共党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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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分量 （过去极少，收录中文杂志近年占绝大比重）。凡此都对国外中共

党史研究学者进行研究获得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２）学习、研究机会扩大。
中国外出留学人数和外国来华留学人数均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２００１

年在华美国留学生超过 ５万人，每年来华留学者 ５０００人，其增加速度超过
其他国家。这些人中不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有的也涉足中共党史的研究。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无论是富布莱特基金会还是福特基金会，接纳的中国学生和
研究者均不断增加 （前者博士生人数２００３年即比上年增加１／３）。近年中国
赴日、英、德、澳等国留学和该国来华学习的学生续有增加，其中也不乏研

究中国问题的。近年国际学术会议也不断召开，诸如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

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欧洲召开的２０世纪中国讨论
会、冷战问题讨论会也都涉及中共党史问题，均有多国学者参加，使各国研

究者增加了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机会。

（３）合作研究更加展开。
近几年这种合作研究多卓有成效。其重要者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

译的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１２册，曾得到原
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ＡＭ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ＫＢ舍维
廖夫博士的热情帮助，他们曾受聘为学术指导。北京大学等校先后就冷战问

题、抗日战争、２０世纪中国召开学术讨论会，曾得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研究
者的协作和支持。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教师亦与日本研

究者合作。另外，美国的塞奇 （Ｓａｉｃｈ，Ｔ）曾翻译中共党史文献，德国的魏
格林 （Ｗｅｉｇｅｌｉｎ，Ｓ）研究中共党史学史，柯杰 （Ｋｅｍｊｉｎ，Ｔ）研究中共早
期党史，英国的方德万 （ｖｏｎｄｅｖａｎ）研究国共统一战线，日本的石川祯浩
研究中共成立史，美国的舒衡哲 （ｖｅｒａＳｃｈｗａｒｃｚ）研究 “文化大革命”，展

现知识分子的处境，罗其韬 （ＴｏｍＬｕｔｚｅ）多次带团访华进行红色旅游和教
学考察并写成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韩国的崔承现写出朝鲜义勇军

在华的抗日活动。

２研究范围有所扩大
（１）就时段研究看。
除对整个党史有研究外，更加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的研究。《中

国季刊》近年特别 “重视历史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更多衔接的内容”（《中国

季刊》２００２年）；国外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也是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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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党史建国后部分有密切关联。此中重要的有概论国史性质的 Ｄｒａｇｕｈｕ
Ｗ的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５０年》 （Ｃｕｒｇｏｎ，２００１年）
〔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俄〕，ｚｈｕｐｎｉｇｃｈａｏ的 《在

朝鲜谈判中的美国人与中国》（１９５０～１９５３）（ＥｄｗｉｍＨａｌｔｏｎ出版社），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冷战》 （北卡罗内纳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笠川
幸之的 《毛泽东与林彪》 （日中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ＷａｌｄｅｖＡＧ＆Ｓｕｙａｎｇ
的 《文化大革命在农村：角度、时限与人的冲突》（《中国季刊》１７３，２００３
年），ＡｎｄｒｅｗＧ的 《北京红卫兵的派别活动：评价的再思考》（《亚洲研究

杂志》，２００２年５月），ＧａｌｌｕｇｌｅＭＥ的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迟了民

主化的进程》［《世界政治》（５４）２００２年］等。
（２）就地区研究看。
这包括针对中国整体地区范围涉及的党史问题的研究续有进展，还有针

对中国局部地区范围涉及的党史问题的研究也有进展。国外学者往往对一个

根据地进行调查，每隔一两年来华一次，最后写出有关根据地党史的著作，

如 ＥＦｒｉｅｍａｎ即是。通过对１９２０～１９２７年上海共产主义运动的调查，了解中
共早期历史；通过中共文献，了解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通过
贵州都匀地区调查，了解这块长征经过的地方———共产主义摇篮的今昔变

化；通过山东莒南地区抗日事迹的调查，了解中共势力昔日在当地的发展；

通过对香港和华南地区革命历史的文献，了解当地共产党人游击队的活动历

史；通过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活动的文献的调查，研究了解中共对外政策的

变化；通过对北岳和晋察冀地区的文献的调查，了解解放战争时期当地的经

济建设；通过对哈尔滨的城市调查，了解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地下工作的

情况；通过对于台湾地区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活动的了解，展现台湾人

民走过的历程。这些调查和研究，虽然带有地区的特点，但因具有典型性

质，对于扩大和深化党史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

（３）就专题研究看。
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选题。例如：①从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中中共党史所

处的地位进行选题，此中有费子智的 《２０世纪中国的政治的文化》（《二十
世纪中国》２４卷第 ２期） 〔澳〕，毕仰高的 《２０世纪的农民运动》 〔法〕

（２００２年）等。②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评价中共党史，此中有哥里高
里 ＪＡ的 《中国长期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西方观点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ＧｕｉｌｔｈｏｔＮ的 《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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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概念转变的历史笔记》 （《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第５卷第２期）等。
③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的发展，此中如吴阳 （音）的 《抗日战争

时期中共的军事抵抗》（《２０世纪中国》２９卷第１期，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Ｔａ
ｃｈｒｉｋｏ的 《在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内战时期中共城市地下工作的情况》 （Ｓｈｉｇｕｋａ
Ｚａｓｓｈｉ６，２００２：１１）等。④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党史人物，即不但研究毛
泽东、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还研究社会科学家陶行知、郭沫若、刘大

年以及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国际友人艾黎、斯诺、鲍威尔等。德国的魏格林还

做了 “从中国对李大钊的研究看中国史学的变化”的研究 （２００４年）。⑤从
国外活动研究中国革命在当地的影响，如小野信尔的 《五四运动在日本》

（汲古书院，２００２年）等，即是如此。
３一些研究者的观点趋向务实
研究观点务实与否，不同国家不同学者所持的态度和所达到的程度均有

不同。但我们仍应看到务实的倾向是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和国际交流的频繁

不断有所加强。

（１）学术理路。
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关注中共党史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力图突破所谓

“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等固定研究模式，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加

趋向一种学理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研究

上。但由于受到所处环境和本人世界观、历史观的局限，他们的有些结论仍

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ＭｅｒｌｅＧｏｌｄｏｎ的 《中国历史的重新开始》（《美国历史

评论》２０００：１）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民主化的进程、市民社会的建立
三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是试图从学术理路上探

讨这一问题的；但其结论认为中国现代的改革开放之路是维新运动的翻版，

则又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国的毕仰高对中国的农民运动多有研究，并且撰有

《毛泽东的农民观》（２００２年３月）专文。他将毛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发表的几篇
著名的农村调查报告，与同时代的费孝通的 《中国乡村生活》、陈翰笙的

《中国的地主和农民》相比较，认为费、陈作为社会科学家，比毛具备更多

的专业知识和更为充分的条件从事较为系统严谨的研究；他的研究有学理

性，但由于缺乏对毛与陈、费所持阶级立场相异这一点去考察，是很难得出

准确的科学的学术结论的。

（２）学术论证。
国外中国学研究者多是坚持 “历史叙述—政治评议”的传统评价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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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风格。有些论述中共党史的作品是做出了学术论证的。例如唐兴的 《我

看中国》就是利用实地调查和档案材料写成的。作者深入中国西部都匀调

查，加深了对当地深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熔炉的了解，加深了对生活于共产

主义摇篮而今又深深卷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中国内地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
老一辈、新一辈的认识；但也有的著作如 Ｇｏｏｄｍａｎ，Ｄ的 《革命妇女与妇

女在革命中：中共与抗日战争中妇女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载 《中国季刊》

２０００，１６４期），虽未谴责此时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但强调中共至该地前
当地妇女运动也同样有进步作用，所得的结论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论据。

（３）学术评论。
在涉及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也有若干评论是有学术价值的。例如，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编修的李志绥的所谓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曲解、丑化和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此书出版

后，２０００年始有一篇评论此书的学术性文章，叫 《亡命者与捉刀人：东西

方传记的权术与毛泽东的新生活》（《传记》杂志２０００：２３）〔美〕，对这种
从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来编造历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４研究方法更趋多元
新世纪的政治格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重点

转换，国外中国学和中共党史学科内的方法论诸要素更趋多元化。近年以应

用以下方法为主。

（１）集权主义方法。
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奥克森伯格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Ｃ）曾总结为历

史研究方法、现代化研究方法、官僚机构研究方法、集权主义研究方法、比

较共产主义研究方法和革命社会研究方法等。王承其 （译音）出版的 《文

字狱———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 “消灭阶级敌人”的运动》（Ｒｏｕｌｌｅｄｇｅ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属于 “集权主义”方法。武达郎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的权

力渗透》（《东洋史研究学报》２０，２００２年）亦属于这类文章。这些国外学
者大都是先确定一种模式 （如认为中共是 “极权”），然后套入他们认为可用

的材料加以论证。这种方法本身是不科学的，其结论更不是我们能够认同的。

（２）比较政治学的方法。
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方法也是近年内美国学者提出而盛行于日本和

西欧等国的。比较政治学侧重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如美国学者 Ｇａｌｌｕｇｌｅ
的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迟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世界政治》（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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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ＪＡ的 《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美

国 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出版社，２００３）等。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标准，来评
论中国的政治发展，甚至把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中的对于干部的迫

害笼统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等同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 “大屠杀”，这些显然

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３）政治社会学的方法。
侧重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 ＯｓａｗａＴａｃｈｉｋ的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内战时期中共城市的地下工作状况：以哈尔滨为例》
（ＳｈｉｇｕｌｃａＺａｓｓｈｉ６，２００２年１月），ＢｉａｎＹａｎａ等的 《共产党与中国的政权形

态》（美国 《社会力量》杂志１９卷第３期）等。
（４）话语分析方法。
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延安整风文件的话语等的研究写有多篇论

著。这是一种通过话语的变迁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经过概念分析，

将文本和语境、观念和社会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掘过去人们所不曾注意

到的历史内容 （刘志平： 《哈佛大学 “毛泽东再认识”国际学术讨论会》，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近年见到的此类著述有 〔德国〕李博的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２００３年），还有 Ｇｕｉｌｈｏｔ，Ｎ的
《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到 １９８９年概念转变的历史笔记》
（《欧洲社会主义理论》杂志５卷２期），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的 《整改延安道路：

从概念史透视毛的整风文件》（２００３年，会议论文）。
在看到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近年中出现的某些改进的同时，我们仍然不可

忽略国外学者在立场、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基本结论方面与我们存在的差

异。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将 “国外不同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

和问题旨趣作为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参照对象”（《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
第６期）。这对于激励我们中共党史研究基本规范的自省意识，推动中共党
史研究的学术事业，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通过对５年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和状况的考察，我们可从中得到
如下的启示和思考。

近年来，国外有一些从事中共党史及有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表现

出了一些积极的倾向：①他们日益重视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重视实际调
查，重视利用档案。有的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就力图从 “意识形态论辩”走向

“学术理论分析”。②他们在研究中共党史时渴望与中国学者合作。例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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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国外学者就与中国学者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③他们非常重视国际会议的交流。纪念抗日战争、纪念毛泽东、纪念斯
诺、纪念美军赴延安观察组会议开得成功，是典型的事例。④他们很愿意多
方搜集研究领域的信息。美国出版的 《历史文摘》和日本的 《东洋史文献

类目》收集中共党史信息较多，其中来自中国中文刊物的常达半数以上。

⑤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为社会学、政治学、文本阐释学、话语学等多元方
法，有利于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拓宽和加深。⑥他们重视研究与现实有关的
中国学和中共党史问题，有影响的 《中国季刊》把它定为编辑方针，逐渐成

为代表国外中国学 （包括党史）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向。⑦他们愈来愈重视学
术评论和信息了解。近年有人专门研究如何深入搜集中国学包括中共党史的

资料问题，写成论文发表 （《信息时代中国资料的收集问题》，《中国季刊》

２００３年１７５期）即是一例。学术综述和书评文字也大大加强。
当然，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者著述中的一些观点，与

我们的观点仍是大相径庭的。“权力斗争”论、“极权主义”论等等仍然具

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编纂翻译的 《毛泽东文集》１０卷本就仍
要冠以 《通过权力之路》这样的书名，作为对毛泽东一生的概括，可见

“权力斗争”论的观点之根深蒂固。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或不谙实际

情况，国外学者讲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往往要把革命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前提

因素 （不推翻三座大山无以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排斥在外，甚至认为中国

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戊戌维新变法的翻版。国外学者还惯于用西方民主的模式

来看待中国的民主，用西方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和人们惯于采取的顶礼膜拜的

做法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及其传播。由于我们与国外学者在世界观、方法论、

价值取向以至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差异，双方对有些问题抱有不同甚至完全相

反的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并不应当妨碍我们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与他们加强交流、互通信息。这样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众所

周知，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宣传与现实和政治是密切关联的。由于日本右翼势

力掩盖日本侵华罪行，攻击 “中方不停地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

本民 意 调 查 显 示 “对 华 有 亲 近 感 的 日 本 人 减 少” （《参 考 消 息》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由于美国人民不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人权真相，美国同情中
国的人数下降。如果我们有针对性地推出真实生动的国史党史论著并使之走

向世界，又有某些国外学者根据掌握的可靠材料，做出研究和阐述，将会使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为更多的国外人士所了解。这对我们进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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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有利的。

近年来，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许多值得改进

之处。为了吸取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长处、澄清他们提出的某些观

点的消极影响并提升我们党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

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

在信息了解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我们重视过，近５年来中断了。互
联网上信息零碎而不系统，原有的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国外中共党史

研究动态》均已停刊， 《近代史研究》后附每年的国外近代史研究 （包括党

史）的索引，亦极不完全且多中断。《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版也已停办。《中

共党史资料》所列研究论著索引没有外国的信息。国内重要图书馆原订的国外

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信息刊物和索引有的也因经费无着而被迫停订或时断时

续。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与领导不够重视有关，再者也因经费不足。

在成果评析方面。对国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评析很有成绩，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亦将出版。但总的说，全面的、经常的、重点的

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认真评析不够。不注意评析，有些国外中共研究

论著中有用的史料、理论、论断和方法，我们难以借鉴和吸收；有些错误观

点的著述在社会上流行造成不好的影响，也难以及时加以澄清。这种情况，

对繁荣中共党史研究，以史鉴今、以史育人，都是十分不利的。

基于此，我们建议在 “十一五”规划期间应加强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

评介工作。

２００５年３月

第二部分　对西方学者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

若干观点的评述

原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金春明
整理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王红续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第十四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和第十五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１９６６～１９８２）》，是由西方著名
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费正清 （Ｊ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和麦克

２４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法夸尔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主编的。这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的一本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水平和

动向。作者的对华态度大体上是比较友好的。书中确有若干值得我们借鉴的

地方。但是，也有不少不正确的观点和史实方面的错误。现将中共中央党校

教授金春明主编的国家社科 “九五”项目 《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指出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摘录如下。

（１）“王朝循环论”。
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一章中，费正清教授提

出了 “王朝循环论”。他说： “我们讨论问题的最好的出发点是王朝循环的

理论和实践”（上书第１０页），并认为，“在中国人对现代史的了解中，王
朝循环是支撑中国的几大理论之一的基础上提出的”（第６页）。此书别的章
节作者也多次使用这个观点作为论述的依据，如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一个新王朝而被广泛接受，有权树立自己的正统”等等。这说明 “王朝循环

论”可能是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的共同观点。

针对 “王朝循环论”及与之相联系的观点，金春明教授主编的 《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做了如下评论。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 “王朝循环”的历史终结而不是继续。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确实存在过王朝不断更替的现象，并被有

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新的理论，称之为 “王朝循环论”。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

象，并不能说代表一种特殊的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这个理论并不是

客观真理。同时，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必须从该国的具体实际出发，

而不应从一个抽象的命题或论断出发。对于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

者从 “王朝循环”这样的抽象论点出发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特别是从这样

的观点出发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妥当的。首先，中国现代的经

济基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次，中国近现代的社会阶级结构与中国古代

已有质的区别。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结构同

中国历史上曾经循环出现过的封建王朝，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相似之点。

第二，引发中国改革和革命的不是所谓 “１９０１年的和解”。把中国引入
２０世纪革命的绝不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 “和解”，是新的加重的

压迫引起的更激烈而不断的反抗，是阶级仇和民族恨的沉重积累引起的革命

更加强烈而不断的爆发。

第三，毛泽东不是朱元璋。费正清教授在书中好几处强调毛泽东与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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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费正清教授说，从新中国建立后 “杀功臣”这点

看，毛泽东同朱元璋 “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但毛泽东对某些领导人的错

误处理，同朱元璋的 “杀功臣”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从出身经历、意识

形态、阶级本质、终身事业和奋斗方向等多方面的情况看，毛泽东根本不同

于朱元璋。毛泽东不是旧式的 “农民王”，也不是 “王朝循环”中新一轮的

开创者，而是中国历史新篇的开创者。

（２）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担当了中国再统一的大任。
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一章中，费正清教授还

论及最要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再统一的担当者不是曾经执掌全国统治权的

中国国民党，而是曾经饱受残酷压迫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他在这个问题上

提出以下主要论点。

第一，费正清提出，对于 “中共１９４９年接管政权”，“我们完全可以断
定，不但历史支持这种接管，而且２０世纪出现的新因素也帮助接管”。他从
“传统的角度”和 “现代的社会角度”以及 “从外国技术的角度”三个方面

来论证。但是，对于关键问题，即国民党同共产党是不同阶级的政党，因而

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则避而不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中国

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国民党逐渐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代表了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而国民党失去了人心。人

心向背才是１９４９年中国政权更迭的决定性条件。
第二，费正清教授提出，“从现代的社会角度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

成熟，更因中国普遍存在的文化主义、文化特性意识和以往的优越感而高涨

起来。如何理解 “民族主义”概念和它在１９４９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中的客
观历史作用，特别是能否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归之于 “民族主义”问题，

我们同西方学者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在 １９４９年的胜利是
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但它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胜利，而是中

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胜利。

第三，费正清教授说，“日本人入侵中国这一事实，对敌对的两个政党

专政的命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 １９３１年起，入侵使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因
建军和建立军事工业以防御敌人而肩负重担。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的入侵需

要中国由一个军人来领导。蒋介石成了掌权者，对社会命运的种种考虑就被

撇到了一边。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对中共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共产党人

已被赶出江西并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他们在华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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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贫困的根据地里可能会被饿死。总之，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

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因此是 “日本和中共打败国民党”。我

们认为，这段话的基本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的事实表明，他对国民党政

府和蒋介石的三句话的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而接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两句话

的论断也是难以成立的。

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新中国的成立是 “王朝循环”的论点，我们还单设一

节，专门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第一，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第二，结束了极少数

剥削者统治广大群众的历史，劳动人民当了国家主人；第三，为中国向现代

化过渡奠定了基础；第四，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第五，激励了许多

类似中国的被剥削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

（３）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

立和巩固》和第三章 《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作者比较充分地

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 ７年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对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予以多角度的具体分析。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历史论述、分析和评价时，依然存在着较多缺陷，

有的出现重大史实遗漏，有的观点错误，有的分析不够客观，评价标准与我

们的差距很大。比如，对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不全面；把１９５５
年５月中央发动的肃反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硬拉在一起，实则它们之间并
无内在联系，等等。

（４）对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的作者没有摆脱西方习惯性

的偏见，也将这种思想改造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 “三反”、 “五反”

运动相提并论，认为 “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并引发了社会上的严重

紧张和忧虑”。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陷入了一个难以

跳出的怪圈之中：思想改造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生产成

果，于是不得不放松思想统制；而思想统制的放松最后又会威胁到党的政治

控制，所以不得不开始又一轮思想改造。用这种观点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它忽略或歪曲了两个基本

问题：其一，毛泽东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其

二，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效果究竟如何？建国初期毛泽东极力推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主要目标并不像西方作者所说的，是为了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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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 “思想统制”和 “政治控制”，而是想通过这种运动来改造知

识分子的思想，使之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而且这种改造是包括了所有人在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建国初期的

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及以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

项运动，在性质、目的和做法上都是有重大区别的。而西方学者把这一运动

与１９５７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一概而论，甚至笼统地加以全盘否定，很难说是
符合历史实际的。

（５）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西方学者所说的党的干部与知识分
子之间 “互不信任”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绝不是当时两者之间关系的主流；二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共

同的理想和追求，基本状况是相互间有很大进步的较好的团结与合作。而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作者所得出的 “互不信任”的总

评，却失之偏颇。

（６）对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原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的作者认为，毛泽东开始时

并没有任何 “引蛇出洞”的念头，直接和根本的动机是对付党内的官僚主

义。这个观点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和发展逻辑。当然，西方作者的论断又有将

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不够全面的缺陷。对从整风到反右大转变的原因，西

方作者将其归结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所谓经济因素是 “由于连续的

经济困难”；所谓政治因素是 “党想把不满情绪从对政府移向知识分子”，

都过于牵强，没有事实作依据。

（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对于 “大跃进”的缘起

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但是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观点。

例如，这部著作认为，发动 “大跃进”是针对 “仿照苏联发展策略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问题”，企图用发扬 “延安精神”的办法 “再次拯

救革命”。这些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认为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还有加强

自己在整个体制中的作用这方面的考虑，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和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不少观点，是值得
商榷的。

第一，新中国为什么 “一边倒”。这部著作的作者提出，毛泽东为巩固

他本人在 “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倒向苏联，这个论断纯属主观臆测。高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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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没有影响毛泽东做出 “一边倒”的决定。我们认为，做出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是出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还是由于共同意识形态的吸引。

第二，这部书关于苏联想把新中国拒之联合国门外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

的，苏联实际上是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１９５２年中苏在朝
鲜问题上没有分歧；中国对斯大林的逝世并不感到 “庆幸”。

第三，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原因，这部书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承认

“毛泽东不可能有意让他的国家卷入战争；‘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

的’；另外，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但是，作者对朝鲜战争过程的描述却片面地引用西方评论家的话，认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到第五次战役末期，已经 “精疲力竭”、“有时溃不成军”、“成

排、成连，甚至成营”地放下武器投降，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果是这样不

堪一击的对手，美国为什么要坐下来谈判呢？特别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作

者认为，它的 “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 （指抗美援朝激发的爱国主

义热潮），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第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

现。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却对这些原则提出的背景等问

题做了模糊不清的说明。比如，没有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领

导人首先提出的。作者只是写道，在１９５４年中印签署的联合公报的前言中，
包含了关于国际行为的五项准则，也没有对这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

响给予应有的阐述。这种说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这五项原则并不是由中国

领导人率先提出的。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断言，从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下半年
之前，中国领导人奉行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但从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就放
弃 “温和的外交政策”而采取了 “好战”的外交姿态。作者断言，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中国对内政策 “左”的倾向，促使中国对外政策开始 “好战

化”；并断言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特别是关于 “东

风压倒西风”、关于不怕核战争的观点等，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门、马祖，中印边
界战争等，都是 “好战”外交路线的具体体现。这部书的作者关于自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起中国领导人放弃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转而采取 “好战”政策的观

点，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不正确的。

第六，《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中苏同盟关系在 １９６１年有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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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视而不见，认定中苏之间 “１９６０年的公开与私下的论战，加上莫斯科
撤回经济顾问和取消经济援助，实质上结束了中苏同盟，只剩下工作关

系”，这是不准确的。作者说 １９６２年后由于中国企图争夺国际共运的领
导权而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就更不符合历史实际。作者断言，

中国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开始，不仅向外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而且要
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甚至开始推行对外扩张主义，这种观点不仅是错

误的，而且是有害的。

（９）对 “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

第一，《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把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内的 “权力斗争”。这种政治偏见影响了对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原因的更深层的探索。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主导因

素是理性的。

第二，此书作者认为，毛泽东为发动 “文化大革命”而从 １９６４年就开
始铸造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于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形成了赖以发

动 “文化大革命”的所谓 “政治联盟”。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当时并

没有这样一个有组织的 “政治联盟”。 “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是当时多

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三，关于 “文化大革命”后果的评价。此书作者对 “文化大革命”

后果的观点有相当见地，把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后果分为暂时影响

和长远影响。作者对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暂时的有形的后果分析得比较具

体细致，涉及的方面和领域也很全面，并引用了很多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和数

据。关于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作者的结论非常谨慎，认

为这种影响目前来看 “仍不明确”。不过作者还是比较精辟地分析了 “文化

大革命”的两个持续的、目前仍然广泛存在着的后果：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

和中国年轻人严重的信仰危机。

（１０）关于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正确评估。
第一，此书作者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综合

或折中；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等于毛泽东思想。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第二，此书作者认为 “大跃进”是 “乌托邦幻想”，而 “大跃进”和

“乌托邦幻想”等同于毛泽东探索的 “中国道路”。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

第三，关于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此书作者有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有

些分析是不能同意的。比如，此书作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当成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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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思想的两个构成要素，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导致他把两者的相互关系

及彼此消长的演变过程作为解释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原因，这样得出的结

论难免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造成毛泽东晚年失误有复杂的原因：有主观方

面的原因，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充分认识中国国情、没有完全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前身是一个各方面极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进行反复的探索，以及中国面临的严峻的

国际形势等。抛开上述种种复杂因素，把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都归之于

唯意志论，是不客观的。

（１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把１９６９～１９８２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写成是一种继承权的斗争，即

权力之争。

以 “党内权力斗争论”作为核心框架著书立说是不科学的。事实证明，

主要用这种观点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码有两大缺

陷。一是限制了作者的眼界，造成忽视历史发展进程中更重要的内容，导致

作者舍本逐末。二是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

法。我们认为，“为继承权而斗争”不是 １９６９～１９８２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主
题。“文化大革命”不是为 “继承权”而斗争。此书作者还忽视了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忽视了历史的真正主题：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道路。

（１２）关于 “分离省份台湾”的历史真实。

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台湾被单列为一章，题为 《国

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１９４９～１９８２）》。在这一章中，作者以时间跨度为框架，
分四个阶段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记述和评价。编者

将台湾定位为 “分离的省份”，并收入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表明他

们对暂时处于分离状态的台湾省在法理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的肯定，这就为客观地研究台湾历史确立

了基本的前提，这种尊重历史的研究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当然，由于东西方

在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作者的某些观点和

结论是有待商榷的。作为西方学者，作者对台湾的某些研究尚能 “旁观者

清”，而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所在及扮演的微秒角色，则不免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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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者迷”。

（１３）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由于作者都是资产阶级学者，他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同我们差异很

大，因此，在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史学研究的挑战，历史和逻辑、主观和客观

相统一的问题，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问题，历史观和

方法论理解等诸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见解。

（１４）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６６～１９８２）》对若干史实的叙述不
准确。

如关于罗瑞卿被打倒的问题、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批判

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关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清华大

学工作组和王光美、关于红卫兵和 “红五类”、关于陶铸问题、关于上

海 １月 ６日的大会、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关于 “五一六事

件”牺牲品的问题、关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关于迟群和谢静宜的职务

问题、关于粉碎 “四人帮”的酝酿过程、关于革命委员会是否经过民主

选举问题、关于邓拓之死、关于林彪是否被挟持问题，关于 “四清”运

动，等等。对此，《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也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和评述。

２００５年３月

第三部分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马贵凡

进入２０００年以来，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依然注重于发
掘和发表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历史档案资料。这期间出版了 《联共 （布）、共

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４卷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

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 （２００３年，两册），收录 １９３１年秋至 １９３７年 ７、８月间
有关档案文件４１１份。其中有关于联共 （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间 （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在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人民
军发动过程中 （１９３３年５～８月）和在 “福建事变”期间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至
１９３４年１月）的立场的新材料，以及对１９３４年秋中国红军放弃中央苏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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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态度、关于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 （首先是毛泽东）的态度的新材

料。这些材料揭示了他们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和对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变动的消息的反映。这一卷首次全面公

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构 （政治书记处、七大前存在的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七大上成立的并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执委会书记处）关于这个时期

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还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

会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会议记录。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卷首次发表了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执
委会远东局，以及远东局与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之间往
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间往来的电报。还收
录了一些以前未公布过的文件，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军事代表给执委会

的报告和书信、远东局成员给红色工会国际和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书信等，

同时发表了共产国际档案中所保存的反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１９３１～１９３７
年间工作情况的所有文件。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２００３年，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 ＡИ卡尔图诺娃教授还编辑出版了
《加伦在中国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文件集，全书 ５５９页，收录档案文件 １３份，
都是第一次发表，多为发给莫斯科、中共中央和北伐军将领的文电，其中有

一份关于广东军事形势 （１９２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５年７月）和张家口状况 （１９２５
年９月）的军事特写长达４１９页。此外，作为附录还发表了时任苏联驻北平
代表处工作人员 Ｍ尤什凯维奇关于加伦和鲍罗廷在军政问题上的分歧的书
面报告。这些文件对于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对研究北伐战争时期

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ＡＭ列多夫斯基还在俄罗斯 《近现代

史》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上发表一篇重要档案文件：《斯大林给中共领导提出
的十二点建议》，这是联共 （布）中央驻华特别代表科瓦廖夫于 １９４９年 １２
月２４日写给斯大林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报告，其中披露了斯大林对中共
领导的多次指示以及科瓦廖夫对中国的许多片面的批评性看法和中苏关系中

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除了以上最重要的史料性著述外，这个时期俄罗斯著名汉学家 ＣЛ齐
赫文斯基院士还发表了回忆录 《回到天安门》 （２００２年），详细回忆了新中
国成立前后他在华工作期间的经历，再现了他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许多

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面的情景，以及与国民党人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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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蒋经国等的接触；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向

中国派大使的过程以及他参加开国大典和 ５０年大庆的经历。该书为我们研
究中共党史、中苏 （中俄）关系史和当代中国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历史材料。

这个时期发表的较有影响的论著有 ＡИ卡尔图诺娃的专著 《莫斯科在

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政策：军事方面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７）》（２０００年）。这是俄罗
斯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俄共 （布）、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中军事

方面问题的著作。作者探讨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和对冯玉祥的军事顾问、军事

技术和军事理论援助，以及苏联在华南和莫斯科为国共两党培训军事干部方

面的援助，还结合苏联驻华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实际活动分析了莫斯

科军事方面的政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库利克在 ２０００年出版一部专著 《苏中分裂的原因

和后果》，其中引用大量档案材料，描述了中苏如何分裂的这一历史悲剧。

作者在分析中苏两国国内生活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苏分裂的起源、

初期原因和主要推动力，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关键性事件如中共八大、“大

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做出了新的评价，突破了今天在中国

和国外流行的说法，对中苏发生分裂的原因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当然，

作者的看法不完全符合实际，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不过这部著作可促使学术

界对这个课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２００２年，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 ＢＨ乌索夫出版一部专著 《苏联在华

侦察活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作者根据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叙述了 ２０年
代苏联在华侦察工作的开展情况，介绍了从共产国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和苏联红军渠道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外交官、军事顾问等在各地的活动，对

于我们了解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和中苏关系很有帮助。
这个时期发表的专论中共党史的文章不是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

ＡＭ格里戈里耶夫的 《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１９２０～
１９３７）》，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 《共产国际史 （１９１９～１９４３）》，莫
斯科，２００２。文章根据业已发表的档案资料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共产国际和中
国革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对共产国际和
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已开始重新评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思考以前提出

的学术观点和结论，那么进入２０００年以来他们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
对一些问题做出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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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 “孙文越飞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问题。

１９２３年１月发表的 “孙越宣言”是国民党同苏俄缔结军事政治联盟的

直接序幕。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对 “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如何评价

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苏联学者认为，孙逸仙是苏联人民的伟大朋友，他

深切地同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因此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世界无产阶

级革命领袖列宁进行了热情的通信。苏俄同孙逸仙的结盟是 “天然盟友”相

互吸引的结果。苏俄把实现中国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和唯一

的目标；而孙逸仙把新俄国视为唯一的盟友。① 但台湾史学工作者却持与此

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孙逸仙始终对苏俄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中国人民

潜在的敌人，酝酿着对中国的长远侵略计划。因此孙逸仙同俄国布尔什维克

和共产国际的接触，绝不是他的原则性战略方针的体现，而只不过是一种策

略手段。中国大陆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在初期对孙逸仙在中国民族解放斗

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情愿同善于伪装的陈炯明或吴佩孚之类的反革命军阀

打交道。１９２１年马林会见国民党首领并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之后，莫斯科
才对孙逸仙思想的真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不久孙逸仙做出面向苏联的决

定。中国学者还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苏维埃国家对华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沙皇

政府对华政策的继续，沙皇政府早在１９１１年就认真地分析了支持华南在野
力量的前景，目的是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外

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按照同样的模式行事，希望同孙逸仙的接触可以促

使北京政府变得更愿意做出让步。

俄罗斯学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证实。莫斯科与广州

是在走过很长一段坎坷之路才缔结同盟的。双方希望建立相互关系的动因根

本不同：布尔什维克寻求同孙逸仙接触，是把他看作是在燃起世界革命烈火

的伟大事业中的潜在战友；而孙逸仙为实现推翻北京政府的任务，需要外国

军事援助，不管哪个国家能向他提供这种援助。但双方的考虑并非一成不

变。苏联领导人曾对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有过怀疑，一度更喜欢中国政治天平

上的另一些人物。在确定自己对华政策的优先次序方面也有过摇摆，有时同

北京接触处于第一位，有时同广州接触处于第一位。孙逸仙也在两种前途之

间做过权衡：在南方站住脚后，曾寄希望于大国正式承认他的政府；遭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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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ＡＭ格里戈里耶夫 《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１９２０～１９３７）》，载俄罗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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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和被迫逃离广州后，才开始急切地寻求取得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以达到用

武力统一国家之目的。而且孙逸仙争取外国军事援助也不是始终面向一国，

他轮流向俄国、德国以及美国做出试探。苏俄和孙逸仙作出接近的努力并非

同时：当苏俄领导人想接近的时候，孙逸仙却表现得很谨慎，或者相反。

总之，俄罗斯学者不能同意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莫斯科和广州的

结盟是他们思想志向具有共性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他们认为，这种联

盟只不过是由于偶然情况的巧合才得以实现的。①

从新发表的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实际

的，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对双方的了解认识过程，也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处

境做出的抉择。

（２）关于苏联对北伐的态度。
以前苏联学者一直认为，莫斯科始终都是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卡尔图诺娃教授在深入研究档案材料后第一个在俄罗斯史学界指出，莫斯科

并不是始终支持北伐，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在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６年８月的几乎９个月时间里，一直坚决反对在近期进行
北伐，主张广州集中力量巩固内部。作者认为，莫斯科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

因为当时苏联国内国际形势复杂，中东铁路上出现冲突局面，华南苏联军事

顾问团领导同国民革命军一些将领特别是同蒋介石的关系发生摩擦，以及北

方军事顾问团在国民军中的工作不力等。到 １９２６年 ８月底，当国民革命军
顺利向长江流域推进时，莫斯科才积极参与决定关于北伐的各种问题，关注

中国的军事政治事态发展，并准备向国民党和冯玉祥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见 ＡИ卡尔图诺娃 《莫斯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政策：军事方

面，１９２３～１９２７７》）
（３）关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
以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中共领导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利的

阶级力量对比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

主要原因，否认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负有什么责任。近年来，俄罗斯学者

从联共 （布）、共产国际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的对华政策演变的角度对国共第
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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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曾于 １９２５年秋把赌注下在 “北方方案”

上，即依靠冯玉祥国民军推翻北京政府，但到１９２５年底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军
遭到一系列失败，莫斯科改变了主意，决定依靠 “南方根据地”。

而在广东，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工作和苏联顾问对国民党领导影响的增

大，又由于中共代表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国民党中执委及其机关中占据一些重要
职位，莫斯科产生了把国民党变成 “人民革命党、工人党”的思想。鲍罗廷

遂在国民党中实行逐步清除不同意这种思想的人士，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

满，发生了 “３·２０”事件。
１９２６年１１～１２月，鉴于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占领

区人民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又由于对国民党内部向右转的倾向估计不足，联

共 （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急剧 “左”倾化，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

会采取了由国民革命向工农革命过渡的方针，目标是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

发展的道路，按当时的理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导致国共之间的冲突日趋尖

锐化。

１９２７年３月，当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时，武汉国民党政府及其主要顾问
鲍罗廷同蒋介石的冲突几乎达到破裂的地步，这时莫斯科采取了更加 “左”

倾的政策，要求采取 “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 “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

步自下而上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以至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下达

逮捕蒋介石的密令，最后导致发生了四一二事变。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莫斯科并没有对以前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

却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底５月初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加快改组武汉国民党为工农党，
和武汉国民党政府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方针；同时建议中共开始激进

地解决土地问题，不仅通过国民党政权机关自上而下地实行土地革命，而且

自下而上地擅自实行土地革命。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中共中

央的五月指示，要求靠土地革命中涌现的领导人更新和充实国民党上层，建

议组建由革命农民组成的由共产党人指挥的 ８、９个师，而为镇压反革命军
官要成立 “以非共产党的著名国民党人士为首”的法庭。指示最后针对武汉

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说：“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成为革命的雅各宾派，那么他

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献身。”武汉国民党政府首脑汪精卫看到了传达五

月指示的电报，认为 “更新”、 “充实”党的领导和建议成立法庭，是对他

们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快了武汉国民党同中共的决裂。

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７月８日做出的决议，含有对中国局势的新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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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左”倾的评价。共产国际执委会７月１３日做出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

于中国目前革命形势的决议》阐述了给中共中央的新的指示。两个决议取消

了与改组和利用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有关的所有策略方案，认为武汉在成为

反革命力量，国民党上层在 “掩盖反革命”。总的来看，这些决议意味着自

１９２３年以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国民党合做形式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彻底
瓦解，转入同原来的盟友的公开对抗。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武汉国民党中央
做出同中共断绝关系的决定，统一战线不复存在。

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之后认为，共产国际建议实行的国共

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两党之间和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

源，其原因不仅在于最终证明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根本就是不相容

的，而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一直想借助共产党人使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民党变

成近似共产党的激进革命的、“人民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正

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制止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一切企图。蒋介石发动

政变之后，斯大林对中国局势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评价，认为蒋介石的政

变，第一，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第二，意味着中国由全民族统一

战线革命开始转入土地革命。他对武汉政府寄予了不现实的期望，认为武汉

革命的国民党将真正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基于这种评

价和期望，莫斯科确定了１９２７年４～６月间对华的基本方针：开展土地革命
和城市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建立 “由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可靠的武装

力量”，促使武汉国民党变成劳动者的组织，变成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

联盟。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国内战争时期布

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中国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①

应当指出，随着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国共合作的破

裂，主要原因在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俄罗斯学者不着重指明这个事实，是

不妥当的。但他们对联共 （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有一些批

评，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４）关于中共产生 “左”倾盲动错误的根源。

谈到１９２７年秋到１９２８年春中国发生的 “左”倾盲动主义行动，苏联学

者一般都归因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兹的所谓 “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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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及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如今俄罗斯学

者根据新发表的档案文件认为，发生 “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原因还有以下

两方面：一是１９２７年中期，莫斯科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 “雅各宾式党”

的政策受挫之后，联共 （布）党内反对派积极利用这一点开展新一轮反对联

共 （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多数派首领的斗争，虽然双方都认为谈的是两种

“根本不同的路线”，但实际上两个方针都是 “左”倾的，有许多共性的东

西，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否定评价上和认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 （按

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反对 “反革命资产阶级”情况下

才能得到解决。这个提法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成了纲领性的东西，并决定了直

至共产国际七大的东方共产党的 “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南昌起义失败后，

莫斯科指示中共向建立苏维埃过渡，为避免被指责过渡到托洛茨基立场上，

共产国际领导解释说，中国的苏维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托洛茨基是

这个观点），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对苏维埃性质的这种

新的解释，与他们以前的定义背道而驰，因而是造成中共内部思想混乱和

１９２７年秋至１９２８年春中国共产党人 “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浪潮的根源。这

些行动都是在工农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其典型的例子是 １２月
１１～１３日发动的广州起义的纲领。以前苏联学者对这次起义大加称赞，称之
为广州公社，因为它体现了俄国城市革命的传统模式。但现在俄罗斯学者认

为这次起义也是盲动。二是中共六大文件中提出的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

其基本原则是出于对中国资产阶级所有基本阶层和执政阵营军政集团反帝潜

力的否定，对它们解决统一国家和发展经济的任务的能力的否定，把中国革

命性质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同时认为，其动力 “只是无产阶级和农

民”。根据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即 “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苏维埃。在革

命运动处于低潮情况下，这种政策显然是脱离实际的，最后导致中共的

“左”倾盲动和 “左”倾冒险行动。①

可见，造成中共 “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既有罗米纳兹和中共领导的直

接责任，更有莫斯科革命理论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行动上的

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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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关于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对联共 （布）（斯大林）、共产国际

执委会、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王明）和中共中央在中国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
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俄罗斯学者根据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四卷中新发表的档案资料，对联共

（布）、共产国际和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做了阐述，指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早在共产国际

七大结束之前，就采取措施让中共中央了解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新策略。如

派张浩 （即林育英）化装商人回国，带去 “四点方针”，并告诉中共中央，

统一战线策略要求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斗争，继续

开展苏维埃运动，把国民革命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之后中共中央政治

局根据这个通报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做出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

议，确定了中共中央直至１９３６年８月的基本方针。
至于共产国际为什么在要求实施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初期还坚持要开展

苏维埃运动，俄罗斯学者认为有四个原因：一是中国苏区和中国红军的存

在，并且夸大了它们的实力和潜力；二是同中共领导联系不畅，在这种情况

下急剧改变口号会引起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因为这

些党组织从１９２７年起就开始执行推翻国民党和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三是
急剧改变口号会意味着 “单方面缴械投降”，单方面向今天的敌人让步；四

是对过去 “正确路线”表现出来的惰性。因为在许多年里稍有偏离 “正确

路线”就会被斥责为 “右倾机会主义”和 “背叛”。而最重要的是，实行苏

维埃化的方针是斯大林亲自提出和确定的。

俄罗斯学者指出，１９３５年９月，共产国际书记处批准 “八一宣言”，接

着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宣传这个文件和它的基本

原则，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起草和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宣言书》、《工农红军

宣言书》和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１日的 《致东北抗日联军首领电》。这个电报和第

二宣言书发出对象第一次包括蒋介石。这些举动是试探蒋介石能否同意停止

进攻红军，使他和南京的将领和政治家们加入统一战线。

１９３５年１０～１２月，南京和苏联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军
事装备和签署相应协议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第一

次提出了调解国民党和中共之间关系的愿望和条件问题。１９３５年 １２月底，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指示驻华全权代表波戈莫洛夫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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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是，南京力量和红军不建立统一战线，要武装抗日是不可能的，还说苏

联政府不会充当调解南京与中共关系的中间人。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促使蒋

介石去同中共代表进行直接接触。于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中国驻莫斯科大

使馆武官邓文仪在１９３６年１月下半月同王明进行了会谈。邓转达了蒋介石
的愿望，在莫斯科起草和签署南京同中共的协议条件。这是朝着建立统一战

线方向发展的进一步步骤。

１９３６年３月５日由米夫、王明和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其他成员起草的 《共

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第一次取代以前

把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结合起来的提法，提出

中共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全民抗日，争取独立和人民群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

“应该是出发点，构成中国人民反帝战线的主要内容”，建议中共开始就组织

共同行动和集中领导抗日斗争同所有政党、群众组织进行谈判。这在中国统

一战线政策制定中迈出了新的一步。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指示，
指出 “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为了真正抗日，也需要

“蒋介石军队或其大部分部队”参加。因此必须采取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

停战和同后者签订协议的方针。在政治方面，抗日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共、国

民党和其他团体在共同的抗日立场上签署协议，同时它们保持政治上和组织

上的完全独立。

在这个指示基础上，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通过了中共给国民党
的信，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通过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西安事变发生后，
共产国际还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６日、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日、２月 ５日、３
月５日给中共中央发去一系列指示电，提出一些主张和具体建议，进一步修
订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①

俄罗斯学者试图从上述政策演变的角度说明，联共 （布）、共产国际和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逐步同蒋介石结束对抗，实行共同抗日的。

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中共

正确地总结了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了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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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６）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苏联学者着重探讨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

者认为，在苏中两党关系中出现摩擦，其根源就在于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盛行的那种 “大小党”关系模式，各党不可能真正平等和独立。有的学者

认为，苏共领导人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之上，这是造成苏中冲突的主要原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俄罗斯学者根据新发表的档案资料从不同角度对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做出了新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

权时期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其阶级使命和奋斗目

标也仍然一致。夺取政权后，共产党开始代表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尽管宣称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通常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存在是集中统一和团结的基

础，但在执政的共产党的实际外交活动中，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是头等重要

的。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在选择反帝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时，则取决于他们认为

哪种形式和方法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更有利 （ЛΠ杰留辛： 《关于苏中冲突
起因的若干思考》）。

有的学者认为，以前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弱点，是把苏中两党的意识形态

分歧视为苏中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绕开了产生分歧的起因问题，

因此往往把苏中关系的破裂归罪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争吵。研究档案

材料后，可以得出结论：苏中发生分歧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国内政策的评价简

单化、表面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快速克服经济落后状态的客观要求，

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这位作者还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不带有外交

性质，在国际舞台上它们的利益未发生矛盾和冲突。中苏争吵是两国国内发

展进程的产物和反映，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应从苏联的对内政策和中国的对

内政策中去寻找，恰恰在两国发生争论的时期，两国的内部政策越来越向相

反方向发展，在中国是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作斗争，在苏联是反社会主义倾

向不断增长和深入 （БΤ库利克：《苏中分歧的起源》、《苏中分裂的原因
和后果》）。

还有的学者强调指出，中苏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或者说

是忽视了两个国家之中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辩证联系，

在这个基本原因背景下，所有其余原因都是第二位的。他认为，当时中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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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国应该把它们在世界和地区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同它们共同利益的要求协

调起来 （АГ雅科夫列夫：《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问题》）。
中苏两党发生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从不同角度做

出了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们看来，中苏关系

破裂的主要原因还是苏联领导人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和

民族利益，在两党和两国关系上长期存在着不平等的因素。１９８９年５月，邓
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经谈到，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有不

平等的，甚至是屈辱的感觉。这句话就很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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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整个哲学领域较活跃、取得科

研成果较多的学科领域。这期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认

识论问题、辩证法问题从更高的角度、更新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不再

囿于传统教科书的范围之内，提升了理论探讨的境界。同时，马克思主义哲

学也更关注现实、更加密切地联系现实。全球化、人学、价值、文化、生存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１）本体论研究。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
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本体论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于一个哲学体系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具体指认，既关系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性质和

社会功能的认定，也关系到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挖掘与其当代合理形态的

具体构建。 “十五”期间，学界围绕 “本体论”概念的界定，即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作为关于 ｏｎ（英文 ｔｏｂｅ）的学说，作为揭示事物 “是其所是”

的学问是否能被译成 “是论”？本体论的内涵究竟该如何界定？Ｂｅｉｎｇ（在、
是或有）和 ｂｅｉｎｇｓ（在者、所是、是者）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表达等问题展
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人类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

哲学形态有没有本体论、有怎样的一种本体论，是 “物质本体论”、 “实践

本体论”抑或二元本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还是

生存论的本体论等问题是讨论的焦点。

（２）认识论研究。“十五”期间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降温，然而马
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地认识实践和从实践出发认识一切事物的合理的

哲学方法，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批判性。据此，学界结合新时代的实践特点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型进行了讨论，并对传统的

真理及真理标准问题、对当代社会的认识论转向都进行了研究，就认识范式

和思维方式的社会本质而言，任何认识范式和思维方式都是社会实践活动方

式在人脑中的内化，是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的理性表达。认识范式和思

维方式立基于人的社会实践之上，所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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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

（３）辩证法研究。辩证法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较有
争议的问题，然而近年来，辩证法的研究却陷入了某种困境，困境源于人们

对辩证法的实质和含义认识不清。针对此种研究现状，“十五”期间，我国

学界对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辩证法的思想资源、历史继承、起源

和发展进行了追溯，围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异同、现时代辩证法

的研究任务、实践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４）唯物史观研究。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
曾称之为 “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唯物史观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体系，其生命力取决于它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及解决的程度和水

平。“十五”期间，学界结合新世纪的时代形势和条件以及出现的新课题、

新挑战，对唯物史观领域中的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反思，其中包括

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现代命运、历史规律的作用机制、生产力范畴的嬗

变、物质利益问题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的地位、劳动价值学说、历史进步与人

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２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马克思

哲学文本重新解读和重新理解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

代性问题，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比较

研究，在比较研究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与意义。进一步拓展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领域，挖掘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政治哲学、道德哲

学、发展哲学的资源，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高度重

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对于国

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者们也倾注了一定的热情。

（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性的研究。“十五”期间，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注重用新的方法特别是解

释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

代性和当代价值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当代的 “困境”，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及其当代价值受到关注。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交往实践

观、历史决定论等理论备受学者们的青睐，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以往

较为忽视的理论，如意识形态理论、政治哲学等问题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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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现
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和古典哲学的扬弃而

产生的，它们大致产生在同一历史时代，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

则主张超越现代西方哲学，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主体主义

和人类中心主义。为了更好地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深刻地理解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品质，有利于马克思主

义更好地为其他哲学所理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 “十五”期间，

学者们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关系的深

入探讨。

（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十五”期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出现
了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的更新，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的介绍性研究方面，有复旦大学出版的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和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 《文本的深度解

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专题研究的内容也极为丰富，主要涉

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文化批判、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研究。其中对西方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学术界的重大理论分歧。另外，对

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成为 “十五”期间的一个亮点。

（４）列宁哲学思想研究。列宁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
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

段。“十五”期间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对其他方面来说比较薄弱。研究

主要围绕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列宁的文化哲学思

想、发展观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及列宁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

经济改革理论的比较研究方面，专著较少。

（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研究更注重寻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上

的创新。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围绕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客观规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

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三者的关系，学界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

石。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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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过程中创造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十五”期间，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

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对于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研究更为冷

静、深刻、理性、系统而且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力度、角度和高度，以及

研究的视野、方法、成果和影响诸方面，都获得了新的进步。过去那种研究

少、宣传多、学术色彩弱、政治色彩浓的局面有很大改观，浅显简单的注

释、解说正在让位于深层次的研究，并且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文化交流

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１０周年为理论研究的新的契机，在
２００３年前后，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在短短的４年中，仅著作类的
出版就达近３００部。

第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研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

大理论成果，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

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十五”期间对邓小平

理论的哲学研究全面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的
纪念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程，掀起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

高潮。围绕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学者们对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政治

哲学、人生哲学、思维方式、价值观、辩证法、历史观、外交思想、文化思

想和发展哲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探讨，邓小平理论对科

学社会主义的贡献、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系在 “十五”期间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

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科学

体系，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的第三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篇章。它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在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以及 “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的认识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一提出，就迅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十五”期间，对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着 “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关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

突破口来展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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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应用哲学研究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关注时代发展，在既得的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具有强烈 “问题意识”的应用哲学依旧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归纳起来，所谓应用哲学包括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

人学、生存哲学、社会哲学等多个分支哲学学科。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

面回应着时代要求，提出自己的应对理念，推进了哲学理论的创新，显现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 “与时俱进”的独特品格。

（１）发展哲学研究。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之一备受世人关注，
发展观已经经历了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社会协调发展和

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系列嬗变，发展模式的调整展现了人们对以往发展模式反

思的思想历程。发展哲学研究目前仍是理论界的 “显学”，至今方兴未艾。

在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与拓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发展问题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并

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届三中全会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将发展哲学研究推

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２）经济哲学研究。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和日益细化，跨学科之间的交
流和互渗也日益深入，转换学科的旧有研究范式，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

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哲学研究就是应哲学和经济学两门学科发

展和范式变革的要求，应研究人类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的需要而建立的一

门应用哲学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哲学学科，“十五”期间，经济哲学

研究在我国理论界颇受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视野，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促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３）文化哲学研究。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综合国力的

重要变量。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思想之间相互融通、激荡，文化问题

日益复杂，以至于有学者断言未来时代是文化冲突的时代。文化问题的复杂

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在 “十五”期间对文化问题的哲学反思依然是学界关注的

焦点之一。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文化哲学的自身定位问题就有争论，立足于

对文化哲学自身定位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对文化哲学应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理

论趋向提出了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十五”期间学界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

２７５哲　　学　　　　



文化模式、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问题、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的转

型问题、大众文化及其批判问题、文化产业问题、网络文化等问题取得了一

系列研究成果。

（４）价值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价值观的变革及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摩

擦和冲突引人注目，“十五”期间，价值哲学研究仍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

大热点。价值论在哲学中的意义日益突出，哲学的 “价值论转向”受到重

视。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在广度上全面铺开，深度上逐层推进，理论上有重大

进展，观点上有激烈交锋，现实上有强烈关怀，方法上有自觉反思。“十五”

期间，价值哲学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对价值基础理论，如关于价值的本

质、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和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围绕全

球化进程中的价值观冲突与当前我国的价值观转型及建设，科技与人类社会

的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５）人学研究。在某种层面或意义上，不同的哲学理论都是关于人的理
论的某种独特的表现形态。从世界观层面上说，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理论；从人学观层面上说，人学就是哲学视野中人自身的理论，或者说是关

于人自身的一般本性的理论。因此，既不能撇开人、撇开人的活动来理解哲

学世界观，也不能否认或消解哲学的世界观本性，把哲学归结为人学。关于

人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人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

题。“十五”期间学界就人学的本体论基础、人学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人的

全面发展问题、人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６）社会哲学研究。在 “九五”研究的基础上，“十五”期间学界进一

步对什么是社会哲学、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关系做了阐释，说明社会哲学

属于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哲学和

现实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取向。

（７）生存哲学研究。生存哲学或生存论研究受到关注是因为当代人的生
存与发展面临着困境与挑战。如何面对和摆脱当代生存与发展困境是生存哲

学研究的契合点。“十五”期间，在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总体背景下考察当

代哲学的生存转向的新趋向，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资源并揭示其当

代意义成为生存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生存哲学的研究方法，生存哲学

转向或生存论路向及生存与生存意义问题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８）全球化问题研究。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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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和发展趋

势，又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关于全球化的发展程

度，即全球化是否已经或正在导致全球 “一体化”格局的出现，以及全球化

到底应该 “化”什么和怎样 “化”等等都存在着复杂的争议。全球化已经

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发展、文化、生存、价值冲突与融合

都不能逃避全球化这个理论和话语背景，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与其他学科

有交叉现象。

（二）本学科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于其他哲学领域而言取得

了较多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学界虽然提出了 “回到

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的要求，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

读具有较浓厚的个人色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有远离基础理

论和日益边缘化的倾向，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分离。这种史论分离的状况往往容易使对

哲学史的研究变成普通的编年史研究，变成繁琐的考据学研究，使哲学史研

究缺乏思想性；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哲学理论研究不能站在哲学历史发展的

前沿，由于脱离哲学的历史而变得空洞。史论分离甚至引起了两个专业群体

的对立：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认为搞哲学理论的人并不掌握真正的哲学知

识；研究哲学理论的人则认为搞哲学史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偏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重复研究的人多，开拓创新研究的人

少。在理论表层进行平面研究的人多，分层次进行立体研究的人少。应该加

强理论联系实际，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的深入探讨，注重用世界眼光来研究中国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进行科学、客观、公允的评价也是值得注

意的问题。

第二，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所使用的话语、所

关注的问题、所流行的观点、所参考的资料看，基本还处于译介阶段，真正

的国内的研究尚嫌不足。对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境遇、所面临的挑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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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对全球化的对策，如何推进全球化进程等方面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加强。

第三，应用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生长点，在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某些不足。

发展哲学研究。发展哲学研究在 “十五”期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

多数研究还仅仅停留于一般理论分析和国外发展理论的译介、评述上，或是

满足于建立发展哲学的理论体系上，缺少透彻的理论分析，没有真正切入中

国发展的实际。即使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研究，也没能达到跟踪把握世界发

展的最新状况。

经济哲学研究。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深入探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阐述不足，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为指导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派别及其代表作研究不足；对经济学

的哲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尚不足。

文化哲学研究。“十五”期间虽然对文化模式、文化和文明的冲突、融

合、文化产业等问题谈论较多，然而多数研究却流于泛泛，真正有分量的专

著不多，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如何转型的问题还有待于给出对策性

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还局限于学理分析，对当今时代背景下具体文化问

题的解决还缺乏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尚待加强。

价值哲学研究。价值哲学学说史的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充分吸收１００多
年来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成果，没有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哲学社会生活

的关系中深入挖掘提出价值问题的缘由和分析不同价值哲学研究进路的利

弊；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方法论的建构不够自觉，对现有方法论的反

思不够；对现实存在的具体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因忽视对衡量是非优劣的

共同前提的考察，故较难进行有效对话。理论研究中的前提性考察和应用研

究中的可行性考察相对薄弱。

人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原则上存在着一些偏执和缺

漏。其中抽象、逻辑的研究较多，现实性研究不足；受西方人学思潮的影响

较大，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挖掘不够，缺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要旨和马克

思主义精髓去消化、吸收的过程，在独立性研究与原创性理论创新方面显得

不够。

社会哲学研究。目前我国的社会哲学研究翻译、介绍国外研究成果较

多，独立、深入、系统地结合国内现实问题进行的社会哲学研究成果比较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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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哲学研究。生存哲学的研究基于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然而当前的研

究却为芜杂的现实问题所缠绕，理论提升不足；对生存哲学与当代其他哲学

转向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当代生存哲学对中国哲学资源和智慧的汲取还嫌

不足。

而且，应用哲学的研究明显地存在着分化有余而综合不足的缺点。哲学

的分支学科大量涌现，而对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还未提到哲

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

（三）本学科 “十一五”发展预测及课题建议

“十五”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薄弱环节，预示着 “十一

五”期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在基础理论、全球化理论、理论与现

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其他哲学之间的对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都将有大的进展。针对理论研究现状和学界专家

的建议，我们提出以下课题作为 “十一五”期间的重点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哲学观研究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著作

表达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如何在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基础上，

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观，研究马克思一生中不同时期哲学观的不同展现，对

其应有的社会作用、思想旨趣和马克思哲学观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做一阐述，

对马克思哲学观与现代西方各种哲学观做一比较，以再现马克思哲学观的本

来面貌和精神实质是理论界应该着力加以继续研究的问题。

２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研究
后现代主义极力批评宏大叙事、总体性思维。自由主义则更加推崇方法

论个人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总体性分析方法这个在当今本来需要提倡 （当

然需要加以改进）的优秀方法，在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夹击下处境艰

难，迫切需要做出新的分析、辩护和发展。

３实践解释的两种模式 （主体性模式与社会性模式）研究

“实践”是唯物史观最基础性的范畴。对它的研究仍需深化。对实践的

主体性解释和马克思极力主张的社会性解释之间、在认识论维度和实践哲学

维度之间、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总体性方法之间如何确定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以及在其间保持怎样的张力关系，由于自由主义的攻击、后现代主义的

解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索而显得扑朔迷离。在目前自由主义甚嚣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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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时，主体性解释模式扩展渗透得很严重，需要重新思索马克思对近代主

体性模式的批判反思及其意欲解决的问题，对没有解决甚至因历史原因没有

意识到的问题，做出分析解答。

４消费时代的实践观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人类学家提出，１９世纪和生产时代的实践观势必

重视物质生产，而消费时代和对现代性反思时代的实践观则相对更加重视文

化维度 （意识形态、知识经济等）的作用与意义。文化的广泛传播、大规模

复制对生产、消费和大众生存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化

提升给经济发展方式、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大众生存与精英生存等方面

都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需要进行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思考。

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我们曾在 “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背景下理解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对马克思的许多理论、

观点都进行了新的研究，但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研究不够，仍受到 “经济决

定论”的影响，对马克思以后国家功能发展变化的研究不够。本课题要重新

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探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守夜人

式的国家向凯恩斯干预式国家到全球化时代国家职能和作用的变化，探讨国

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新变化，着重探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关系的问题。

６西方哲学自由观念与马克思自由观念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的自由观念受到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古代希腊哲学和近代英、

法、德哲学由于各自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等的不同，各有不

同的特点。本课题要考察这些不同的自由传统，考察马克思是如何继承、整

合和超越这些自由观念，创立和发展自己的自由观念的，并用马克思的自由

观念评析当代西方哲学的自由观念。

７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与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得到缓解，

随着经济发达国家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在社会

生产和生活中作用的增强，又出现了 “知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理论面临新的挑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

题，“知产阶级”的阶级归属问题，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问题，以及是否还

会发生社会革命，革命的方式、途径、领导力量的问题等，都是重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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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都需要进行新的研究。

８价值哲学的兴起与流变
这一课题将以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参照系，

从哲学变革的高度，探究价值哲学的发展历史。探讨：价值哲学的意蕴何

在？哲学如何内在地转化为价值哲学？价值哲学又如何内在地朝不同方向流

变？这一研究将为国内的价值哲学研究奠定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论基础。

９价值哲学核心问题研究
这一课题将在前一课题的基础上，梳理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主要研究

理路，并根据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对历史上已经有的那些研究理路进行

分析，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价值哲学的理论。

１０设立、确定社会终极价值目标和社会价值策略的方法论
社会终极价值目标即以往说的至好或至善，有了对它的确定，才会使我

们对好社会的认识从对形式的关注，变为对实质的关注。社会也才会既有一

个统一的长远价值追求，又有一个评判一切具体价值的最高标准。终极价值

目标的确立，不是科学实证问题，所以必须以其他的方法解决，这个方法还

无现成的答案，还需要探讨。社会终极价值目标不会是一个，而会是几个，

于是有其中何者优先的问题，因为哪一种终极价值目标优先，结果是不一样

的。这就是社会价值策略的方法论问题。

１１建立社会发展价值评价体系
社会发展是一总体概念，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法律、

科技、教育、文化、道德、环境等等。在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既定的情况下，

各个发展领域也还需要建立各自的具体价值评价指标。这些具体价值评价指

标不是对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否定，而是它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化。如此，才

能使社会的局部发展和整体发展统一协调起来。

１２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重建
跨入新世纪，面对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许多深层次的全球性问题，价值观

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是一种时代性、世界性的思想文化现象，无论中国还

是世界都处在深刻的价值观转型过程之中。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之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种转型的

广度和深度显得尤为突出。

１３文化价值冲突与普遍价值的追寻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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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息革命的兴起），以及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如环境生态问题、人口问题、

能源问题、高新科技发展的负效应问题、超地域性的犯罪问题等）的凸显，

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全球化运动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一个 “全球化时代”

正在到来。全球化所具有的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巨大力量，导致今天世界上能

够完全躲避这种辐射作用的 “世外桃源”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形象地将

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比喻为 “地球村”。在此背景下，不同主体 （民族、宗

教、国家、地区、群体、个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

断冲破既有的局限，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地球村”里的所有人 （主体）

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活在一个竞争与合作并重、但肯定

更易发生冲突的环境之中。

１４文化创新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
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如何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

化的思想资源，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以实现文化创新是值得关注

的问题。

１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时代的发展表明，国家之间的较量已经不单纯是经济、科技实力的较

量，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变量，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举足轻重的因素，

正确看待这一问题及如何发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

需要研究的课题。

１６文化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的改革主要落实在制度改革之上，不仅经济、政治体制需要改革，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存在一个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目前的文化

体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行改革应该加以研究。

１７马克思经济哲学理论研究
与 “十五”已经有所立项不同， “十一五”期间可更加提倡比较研究；

深化对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阐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对

《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的研究；要重视恩格斯的经济哲学思想。

１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派别及其代表
著作进行研究

在马克思著作中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之

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思想理论深刻影响到西方社

会。这些学派的思想基本上还在我国哲学家的视野之外，这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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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开展。

１９哲学与经济学关系研究
主要是从历史上进行梳理，既解释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又揭示哲学的经

济学传统。这种研究有助于在新时期建立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特别是促进

经济学家对哲学的重视。

２０中国传统哲学与生存论的关系
对生存哲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领域内，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建构中国的并具有人类性意义的生存哲

学。如何充分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智慧以发展生存哲学可作为一个

课题。

２１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在深入探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人的全面

发展的思想做历史考察，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２２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
尽管目前的讨论也涉及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有关全球化的一些

重要观点，但对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关于全球化的思想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

著作还没有，因而需要下工夫进行提炼和挖掘，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

阐述清楚现在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澄清思想混乱，更是需要花大

力气。

２３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主要研究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存在的价

值、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成败的经验教训、全

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等基本问题。

２４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全球化发展空间中，社会主义既要抵制资本主义的极力挤压和排斥，

又不能斩断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孤立地发展，这就是一个发展的难题。如何正

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并恰当地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需要认真

研究的重要问题。

２５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世界历史有何关系？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人为的选择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世界历史”根据何

在？如何正确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 “特色”？坚持 “特色”与适应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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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潮流是何关系？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压力与挑战？这些都是

在经济全球化面前遇到的新问题，应当给以透彻的说明。

２６全球化与当代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经济结构、经济关系，无论是经

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在其发展上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简单援用传统的解释框架很难说明这些问题，因而对于这些新变

化必须进行认真研究并合理地推进社会的发展。

２７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化
研究全球化，目的是加快我国的现代化。为此，应由远及近地考察这样

一些基本问题：全球化与现代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全球化

对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全球化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全球化与体制改革与

制度创新、全球化与发展战略调整、全球化与文化建设、全球化与人的全面

发展、全球化与社会进步等。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考察，对全球化条件下

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２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内涵、基本内容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专著和教材，基本上仍然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写的。其沿袭的理论框架仍然套用的是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框架，没有较好地突出和体现出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邓小平理

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个 “脉”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

加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理论研究，无疑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

究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当前，应当把

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的工程。

２９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的落脚点应在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毛泽东哲学的特有之点和独特

之处正是区别毛泽东哲学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之处，是东方形态的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所在。当前，深化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在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加强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研究，与此同时，把毛泽东哲学

放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会的大背景下，研究毛泽东是如何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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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升和超越的。

３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一

块整钢”。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历、兴趣和个人禀赋的差异，两

人的思想难免有一定的差异和侧重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

究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不能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尤其是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别，就难

免既误解马克思又误解恩格斯，对于正确把握和领会他们各自的思想都是

一种妨碍。

３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
既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又包括国外马克思

主义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并注重二者的比较研究。这将对我国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极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３２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
如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西

方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入研究西方

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

３３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研究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文化思潮，已经引起广

泛的关注。而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批判。但是二者关注的重点又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是西方

经济与政治霸权的消除，并力图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西

方文化霸权的 “解码”，并沉溺于自己的语言游戏之中。加强研究马克思主

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无论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借鉴后现代主义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３４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之后出现的一个

新流派或理论学说。对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目前在国内争论颇多，并在

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 “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

“晚期马克思”等概念的区分；“后马克思主义”与原来的 “西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 “后现代”的关系问题；“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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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与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廓清 “后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非常重要，需要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取其所长，

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

３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封闭的、宗派性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

现时代，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彻底突破过去故步自封的精神状

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当代东西方的优秀文

化成果和发展中的社会实践，善于学习，勇于批评，敢于创新，通过个性化

的哲学研究促进面向２１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
态的形成。这种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世界历史背景下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

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融会贯通基础上创新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

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科学概括总结的结晶。

３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学问，它应当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鲜活的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

化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够真正与时俱进的主要道路。要把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动

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沿问题和

当代趋势。三代领导人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三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

理论创新；三代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探索。研究中要处

理好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

３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的继承和发展，在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以

及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的认识上，提出了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深入研

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对于促进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还是对于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

小康社会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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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 国 哲 学

（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我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

之势。学界除了继续对中国传统哲学予以关注之外，还对中国传统哲学应该

如何处理与西方思想的关系及如何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在

易学研究、简帛研究、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等方

面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分别详细列出。

１儒学研究
儒学在中国哲学中的主流地位决定了儒学研究仍是 “十五”期间中国哲

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期间，除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内涵、特质及

价值有所揭示外，学界就儒学的忧患意识、和合精神、中庸的思维方法、儒

家思想与时代政治、科举制度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发展问题也进行了某些尝

试性的探讨。其中学界较为关注儒家思想在现时代条件下将如何发展及儒学

现代化的问题。

２易学研究
《易》作为 “六经”之首，自古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关于 《周易》的

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十五”期间同样被作为重要的研究题目受到学

者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长沙马王堆帛书材料的公布和郭店楚简材
料的发表 （其中有一部分与 《周易》有关），易学研究更受关注。

３道家道教哲学研究
和儒学研究相比，道家道教哲学研究相对薄弱一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曾有关于中国文化道家中心论与儒家中心论之争，讨论较热烈，但最终莫

衷一是，不了了之。“十五”期间，学者撰文对老子哲学、庄子哲学继续做

了探讨。

４简帛文献研究
简帛文献研究从１９９８年郭店楚简文字出版后，一直热门。对简帛进行

对比和文献考释是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简帛文献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促使学

者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命题重新加以考证。简帛思想文献的研究以文字

的释读、竹简的编连、年代的考证、作者的判断等功夫为基础，对简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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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原始信息进行研究和阐释。“十五”期间，围绕郭店楚墓竹简研究

出版了一批专著，撰写了一批论文。

５中国现代哲学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
现代新儒学研究是 “十五”期间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并表现出与以往不

同的新特点。首先是对新儒学及新儒学研究自身展开了进一步反思，其次对

新儒学在后牟宗三时代发展给予了关注和讨论。

６东方哲学研究
“十五”期间，关于日本、越南、韩国等东亚文化圈的哲学思想研究取

得了较多成果。

７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
“十五”期间，学界对中国解释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否建立及建立的方法、

古典解释学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加强了对西方解释学的理论探讨和对中国解

释学体系化的建构。对解释学理论的探讨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方法

论进行个案分析，并进一步达到对方法的梳理，此外，利用新的知识和理论

对经典进行新的诠释，切实投入到诠释实践中去也是学者们促进中国经典解

释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８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 “中国哲学”

的合法性问题似乎从这一建制出现之始就已存在。２００３年以来，此问题受
到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尽管关于 “合法性”一词的提法大家颇有些意

见，但就讨论的内容而言，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中国古代是否有 “哲学”这

个词，而是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分类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与西洋

所谓的哲学完全相当。于是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又必然牵涉与 “中国哲

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与中

国哲学史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的关系，还涉及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等。

（二）本学科领域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尽管中国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近现代哲学、简帛文献

研究、中国哲学合法性及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然而在科研过程中还有许多薄弱环节。

第一，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研究者对中国哲学的经典文献读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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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缺乏必备的文献学功底，肤浅地利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随意发挥，由

此造成了对一些经典文献的主观臆断甚至是曲解、误读。

第二，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不平衡，个别领域发掘不足，如清代哲学一直

以来较冷。葛荣晋先生等倡导和推动的中国实学研究已走过了１０多个年头，
并成立了中国实学会，从最初的 《明清实学史》到后来的 《中国实学思想

史》、《东亚实学史》等，范围逐渐扩大，影响逐渐扩大，但还未得到普遍

认同，基本未见立项研究。

第三，对中国哲学的特点把握得不到位，一般容易受西方话语模式的影

响，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术语硬解、比附中国哲学范畴、概念，发掘中国哲

学思想的内涵嫌不足。诚然，中国哲学在和西方哲学碰撞、对话时，必然有

一个融合和互相阐释的问题，在现代语境中，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言说方

式也必然有一个现代转向问题，然而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向，如何处

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既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个性又体现时代

特性尚待深入研究。

第四，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不够宽阔，就中西方学者相比较而言，西方

学者更具有一种全人类的视野，能够从全人类的角度、从世界眼光把握问

题。如美、日、韩、欧洲学者多从世界、人类、现代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哲

学史的某个个案，往往具有了高屋建瓴的视野优势；而中国学者多缺乏世界

眼光，常常就事论事，视野稍嫌狭窄，虽然 “十五”期间围绕儒学的国际

化、现代化，儒学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然尚未

成风气。

第五，和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封闭，封闭带来的后果

便是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方法的陈旧。老套的方法、狭窄的视野阻碍了中

国哲学与不同文化、不同哲学的对话，阻碍了中国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

换。注意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引导一批综合性课题，包括中西文化比较，

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通约性问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加强现代西

方哲学如现象学、解释学等流派与中国哲学的对话是中国哲学研究需加强的

一个环节。

第六，关于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研究。“十五”期间虽已有几本专著和

一部分论文问世，但还需对之进行进一步挖掘和深入研究。另外，也应对上

海简进行研究。深入研究两处简文可以修正以往的一些典籍问题，这些基础

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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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中国哲学的应用研究一直较薄弱。关于中国哲学与现代人的人文

素质、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传统辩证法与

中国人的思维特质等问题应有所加强。

第八，如何进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与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重新编写尚

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相

关涉，是在反思 “哲学”传入中国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的基础上进行

的。目前，建设中国哲学学科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一大批新版中国哲学史教科

书的出版，粗略估计在１０种以上，但似乎都没有大的突破，影响也都不大，
应深入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史学科

建设。

（三）本学科发展趋势预测及课题建议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十五”期间中国哲学取得的研究成

果和存在的薄弱环节预示着中国哲学今后几年的发展趋势。

１郭店楚简研究
自１９９８年郭店楚简发掘以来，“九五”、尤其在 “十五”期间有了几本

研究专著和一些研究论文，然而关于郭店楚简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例如，

关于郭店楚简所涉时间有些争论，对其中 《易》的研究开展得不够，还有许

多可考证、可比较的。应做好扎扎实实、够水准的基础研究。上海战国楚竹

书研究也还刚刚起步，同样有许多问题要深入，有许多基础性研究需进行。

２明清实学研究
明清时期古今问题、中西问题交结，加之满汉文化会通，所以有很多可

讨论的哲学、思想史问题。明清时期的主要问题是：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的

回应，明清实学对中国哲学的集成、明清实学的近现代指向等。

３中国哲学解释学的研究
创建中国哲学解释学是今年中国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内地汤一

介先生在多种场合倡导建立中国解释学，台湾黄俊杰等身体力行。问题的关

键在于如何利用中国固有的经典解释资源，引入西方解释学的框架进行重

构，以建立中国式的经典解释学，这是中国哲学解释学今后几年的发展

方向。

４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在各方面确实文明、进步了很多，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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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和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支配下，人无情地掠夺自然，

造成了人与自然，进而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种种矛盾。生

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成为当今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问

题。向人类文明的所有思想资源中寻求摆脱危机的精神财富是全世界的共同

义务。“和合”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作为中国哲学重要的价值资源在

处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时所具有的意义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如何进一步

发掘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彰显其现代价值以应对人类未来是学界需研究的

一课题。

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深层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对话与融合在趋同与趋异的张力中行进。

一方面，文化的频繁交往使文化朝 “匀质”、趋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唤

起了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民族个性的自我意识。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中国

哲学也必然要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然而对话的前提是必须中、西哲学素养

兼具，如何在兼通中西哲学的前提下将二者的比较研究深入下去是一大科研

项目。

６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了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关于 “合法性”一词的提法，大家很有些不同意见。其实从讨论的内容来

看，大家谈的是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问题。西方从黑格尔到现代的文德尔

班，直至前不久的德里达，都讲 “中国没有哲学”，当然他们的视角和褒贬

立场有异。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西所说的哲学应有很大不同，包括语言工

具、思维方法、人文精神之差异、对自然外物的基本态度，都影响各自哲学

的内容、结构、方法。以往从西方输入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

观、道德论、美学，有相同之处但更大是差异。本课题可以分解出中国古代

本体说、知性论、方法论、人与自然的比照等问题。

７中国哲学与东亚文化
当今世界以经济为主导，世界一体化成为一种强势推行。与此相反，其

反作用力也在深层次上涌动着。其核心问题是文化的差异，核心的核心则是

价值观及整个哲学系统的差异。于是相对亲缘的文化自然联袂，经济一体

化，首先可推行的是文化哲学区域化。中国哲学与东亚哲学这个题目既有学

理上的深层蕴含，又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而这一课题的开拓恰恰是 “十

五”的较弱环节。此一问题可分解为儒学与韩国文化、儒学与日本文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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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教哲学与韩国文化，中国哲学与东南亚文化等课题。

８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注意，渐有一些关注中国

哲学的西方学者。和平发展的内力、持久力表现于文化，特别是价值观、世

界观、道德、美学等。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同时又有与人类文化的

共通性特点。中国哲学的国际化问题是长远问题，但又是当下应下手处。本

问题可分解为：中国古代人性论与现代人文精神、中国古代辩证法及其价值

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本体论研究、中国古代知性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

学及其现代意义。

９中国哲学与现代化
一个社会首先是人的物质活动载体，而在物质活动的背后，总是精神活

动由之产生又导引着它自身，中国哲学、文化几千年来积淀而成，并成为一

种定势，中国的现代化由中国文化、哲学制约着它的样态、状貌、发展速度

等。本问题在 “十五”期间受到学者较多关注，但尚嫌不足。此问题可分解

为：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方法论与现代科技发展、中国古代道

德观与现代环境伦理等课题。

１０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哲学与文化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文化在相对表层上影响中国的现代化

面貌、取向、国际化介入姿态、对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方式等，而哲学则是

这个文化的核心，它诉诸这个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应然道德、美丑评判、主

客关系理解等。“九五”、“十五”期间有一些专著、论文讨论文化问题，但

问题不甚集中，述论嫌泛。本问题可以选择以往讨论较多的宋明理学，向文

化哲学一路挺进；可讨论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换问题；可专题研究佛教中国

本土化的文化基因问题；可讨论现代新儒家的开新意义与时代局限性问

题等。

三　西 方 哲 学

（一）“十五”期间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西方哲学研究总的来说，研究范围宽，研究程度深，取

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集中在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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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以康德逝世２００周年为契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广度和深
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东方哲学研究也颇有成就，发表了一批重要

的学术成果。但对外国哲学现有成果的介绍、翻译和诠释仍然是研究的侧重

点，而有分量的分析批评和对话则嫌不足；对本体论、形而上学和一般方法

论研究较多，对应用哲学研究较少；对理论层面研究较多，对现实层面关注

较少。

１古希腊哲学
“十五”期间，我国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颇有成就。学界对于前苏格拉

底哲学、古典希腊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分别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批有质量

的译介和论著。其中前苏格拉底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的研究相对薄弱。古典

希腊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重点，“十五”期间，古典希腊哲学研究领域

存在两个重大理论分歧，一个是关于 “ｅｓｔｉ”一词应该翻译为 “是”或 “存

在”抑或采取灵活的态度，有时翻译为 “是”，有时翻译为 “存在”。另一

个是有关 “ｉｄｅａ”一词应该翻译为 “相”还是 “理念”的争论。

２中世纪哲学研究
“十五”期间中世纪哲学的研究依然薄弱，主要集中在本体论的神学形

态、中世纪逻辑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学界肯定了中世纪对于哲学发展的

积极作用。认为不了解中世纪，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个性。

对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奎那和奥古斯丁，并注意从新的角度对中世纪哲

学的核心人物予以关注。中世纪哲学与古典希腊哲学的关系也受到部分学者

的关注。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

３近代哲学研究
近代哲学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内容主要涉及对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家

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启蒙的真谛并不在于简单的发展或进步，而在于精神变

化的方向性。也有学者提出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

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而是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

本身的颠覆，是对思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鼓吹，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

本主义本质。另外，关于休谟哲学和莱布尼兹哲学研究等方面，也有了可喜

的进展。对休谟哲学的研究除了继续围绕着休谟的 “是”与 “应该”的伦

理难题展开，学界还对休谟的人性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莱布尼兹哲学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莱布尼兹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莱布尼兹思想遗产的现

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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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德国古典哲学
“十五”期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依然是热点。学者们重点研究了德

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伴随着康德逝世２００周年的纪念活动，对康德的研究
成为 “十五”期间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亮点。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在质和量两

方面都继续深入，显示出与国际康德哲学研究接轨的良性态势。黑格尔哲学

的研究不仅注重对其核心思想的研究，注重对其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还出

现了一些新的方向，如对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实践观点加强研究，并对黑

格尔哲学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谢

林、费希特、费尔巴哈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费尔巴哈

的辩证法思想越来越受到关注，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表现出的形而

上学不彻底性，都受到学者们的重新审视和研究。

５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形态，是哲学研究在当代的主要表

现形式。与传统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性质、讨论问题的范围和方

式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林立，种类繁多，不是一个

统一的思想体系，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潮流。

“十五”期间，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无论是对现代西方

哲学名著的翻译还是在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 （译）著。

（１）意志主义。“十五”期间对意志主义的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仍较
有收获。学者们围绕叔本华的知识论、悲观主义伦理学和尼采的解释学、权

力意志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２）现象学。现象学是由胡塞尔开创的一种哲学思潮。它不是一种统一
的学说。往往是老哲学家的问题引起新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企图另辟新的解

决途径；或老哲学家的方法被新哲学家用到新的领域中去，同时又发展了这

种方法。“十五”期间，我国的现象学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一方面对现象学

原有主题讨论得更加深入、集中；另一方面研究范围日益扩大，法国现象学

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实践研究。内容

涉及现象学的自然观、现代性现象学、现象学在中国、现象学与语言、现象

学与社会理论等等。同时，对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思

想，学界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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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是从逻辑学领域出发，重新定义
和解释哲学问题。“十五”期间，分析哲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克里普克研

究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 ２期开辟了专栏以纪念维
特根斯坦逝世５０周年，出现了大量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论文。关于分
析哲学的发展动向问题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深入挖掘了维特根

斯坦对后现代解释学的启发作用，并从分析哲学的新近发展特征和解释学

发展的启示性视阈指出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趋势。注重在中西哲学

的比较视野中展示分析哲学的独特风格是 “十五”期间分析哲学研究的又

一特点。另外，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

关注。

（４）政治哲学。 “十五”期间，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集中在对自由主
义、罗尔斯政治哲学研究和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上。部分学者试图从对自

由主义的重新解读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主要分歧中来挖掘自由主义研究

的新意。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争议

理论以及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来展开。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从人性论

的角度来阐释和论证。还有学者关注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若干新问题和新

动向。

６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主张反对和超越心物二元论、一元论和决定论，反对基

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十五”期间，

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上升和深入的研究态势，除了对后

现代一词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并尝试对它与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关系进行了展

望。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另外，关于德里达、福

柯及利奥塔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７哲学史及哲学走向研究
“十五”期间对西方哲学史及哲学走向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何重写西

方哲学史以及对哲学走向的各种不同探讨，成果丰富。其中有 １０多种关于
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通史或通论的专著或教材。此外，学术界还就西方

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见解。同时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转向问题

也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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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东方哲学研究
东方哲学的研究相对薄弱，集中在对日本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研究上。

学者们考察了日本哲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伊斯兰的宗教哲学史以及伊斯

兰哲学中的 “是”、“存在”和 “本质”等问题。

（二）本学科领域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本学科领域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薄弱

环节。

第一，缺乏对西方学术研究所积累起来的深厚学术传统的了解，从而使

我们的研究一直处在一种低水平的重复的模式上，不能与西方的研究同步，

并与之进行有效的交流。

第二，一些基础性问题研究还显不够，对具体的概念或术语缺乏细致

而深入的讨论，不少研究还停留于述评阶段，深入、专业、系统的研究

少，大量经典尚未译成中文。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的研究依

然很薄弱；虽然古典希腊哲学研究已比较充分，但深入的、有创见的研究

少，而概述式的、论点综述性的研究多，同时缺乏哲学思想应有的深度。

西方中世纪哲学和文艺复兴哲学也缺乏研究；西方近代哲学除了德国古典

哲学研究有所进展外，其他各国、各段的哲学研究只呈零星状态，不成规

模、缺少深度；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对欧陆人文哲学研究较多，主要集

中在海德格尔、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似应较全面地进行追踪研究，

对当代分析哲学及相关的科技哲学，欧陆也在正面建构的科学与技术哲学

和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当今俄罗斯哲学和当代阿拉伯哲学，都应着力

研究。

第三，缺少对国外哲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对人物和哲学流派

的译介只是观点和文本的解释，而不注意它们所研究的问题，不注意它

们对哲学和社会、对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不限于对某

个流派展开评述式的介绍，而是要通过分析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某

些相关的或相似的问题提出的重要观点，展开系统的分析和阐述，最后

形成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有利于我们的对外交流，有利

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有利于我们逐渐形成有中国特色

的哲学理论。

第四，对西方哲学与中国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缺乏研究。研究西方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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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的就在于利用西方思想家思想中的精华来为我国学术研究服务、为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们不应该只埋头于西

方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而应该利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来促进我国哲学和文化的

研究和发展。

第五，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关注还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全球性问

题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如全球化中的道德问题、

全球正义问题、国际新秩序中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等等。

第六，西方哲学的研究缺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对

话。西方哲学的研究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同时与中国哲学之间

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既促进西方哲学的发展，又促进中国哲学的

发展。

第七，与近年来西方哲学界对应用哲学 （比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应

用伦理学、文化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哲学的研究等）的关注程度相比，我们

对本体论、形而上学和一般方法论研究较多，对应用哲学研究的成果较少，

内容也较分散，显得比较薄弱。

（三）本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课题建议

“十一五”期间国内西方哲学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深

入发展。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以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重点

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将进一步推进。大量的西方哲学经典文献将被翻译介

绍过来。东方哲学、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西方应用哲学的研究

力度将进一步加强，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将更深入广泛。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获得突破。

“十一五”期间西方哲学研究可列入如下课题。

１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自然观的研究
以前我们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史的问题来加以研究，把它作为一

种朴素的世界观、初级的物理学来加以把握，而忽略了它内在的哲学质素，

忽略了它与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差异。现在再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应当着力

于从差异性的角度来进行，以充分展现早期人类世界观自身的泛神论的、唯

灵论的以及物活论、生机论的独特性，而在方法上不应当是对自然科学现成

模式的简单运用，而是应当采用现象学的描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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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古典希腊时期形成的各种学术团体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传承的研究，如
对小苏格拉底诸学派的研究，对柏拉图学园的研究，对亚里士多德的漫步学

派的研究

因为，古代西方基本的思想氛围和理智背景是由这些学术团体的活动所

奠定的，而不是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孤立完成的思想著作。我们只有深入

到这个领域，才能接触到真正意义的思想史。

３关于 “ｂｅｉｎｇ”的意义研究
课题包括 “ｂｅｉｎｇ”在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哲学著作中的不同意

义，西方形而上学理论与这些意义的联系，现代哲学家对形而上学传统的

批判与 “ｂｅｉｎｇ”意义的新阐发，中国人过去的译法和争论，该词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有无与 “ｂｅｉｎｇ”相对应的范畴，如何理
解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与西方、印度的形而上学思想有

何不同等。

４物质和精神范畴在西方哲学中的演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物质和精神 （心灵、理智、意识）这对范畴源远流长，是从古希腊到现

代的认识论、本体论的重要范畴。该课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是在何种

意义上使用这些范畴的？与费尔巴哈等唯物主义者有何联系？马克思主义哲

学为什么能够实现哲学的变革？

５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哲学的影响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科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它在哲学中的影响远比牛

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小。原因之一是它推翻了基督教的创世论，动摇了

目的论和预定和谐等唯心论的基础，在西方备受神学和哲学的责难。只有少

数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纲领，在研究人性、人与动物、

意识与行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使用科学的证据和方法，取得了前

沿成果。应吸收这些成果，用哲学和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推动进化论在社会

科学和哲学中的应用。

６西方人本主义的传统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嬗变
“以人为本”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中有很多论述。马

克思主义中 “以人为本”的思想既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也是彻底的改造，

既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人学的批判，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的

重要基础。该课题可以厘清从古代哲学到马克思，再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人学思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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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杜威和实用主义研究
杜威对中国影响很大，过去对他的批判有简单化倾向。现在对杜威的译

介也不够，只是把他当作实用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不了解杜威，也不会理

解当代美国哲学。美国汉学家多用杜威思想解释中国文化和哲学。杜威本人

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也使他能够成为中美哲学和文化对话的一个关键人物。深

入研究杜威与实用主义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气

质，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研究本课题必须深究实用主义的

历史起源和文化背景，澄清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完整地理解实用主义

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追溯实用主义的逻辑发展，探讨实用主义在不同阶

段的特点，阐明实用主义的局限和当代意义。

８西方哲学的每一分支 （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

经济哲学、道德哲学、应用伦理学、教育哲学）都可以成为一个课题

但不要泛泛介绍，要有前沿问题。如以前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解以物理

学哲学为主，现在应更加关注生物哲学和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与高科

技有关的哲学问题。

９１７世纪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路向、内在矛盾和深刻影响
１７世纪西方形而上学不仅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发端，而且为现代西方哲学

的转向提供了可能性。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问题和争论以萌芽的形式潜存于

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西方１７世纪形而上学
做过许多评论。本课题需重点讨论 １７世纪形而上学的起源、发展与内在矛
盾，探讨１７世纪的认识论转向为什么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揭示１７世纪形
而上学基本概念的历史演变，分析 １７世纪形而上学与宗教、科学的互动关
系。阐明１７世纪形而上学对现、当代的影响 （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影

响）。

１０启蒙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历史效应
启蒙哲学是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渊源，研究启蒙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

近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和重大问题，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

和当代社会的深刻问题。本课题需要弄清启蒙哲学的基本涵义，启蒙哲学的

基本理念和理论框架，启蒙哲学与理性主义的依存关系，启蒙哲学的叙事方

式和局限，启蒙哲学与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以及它的历史效应。

１１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观念和知识论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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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关。德国古典哲学尽管是我国几代学

人的主要兴趣所在，但其理性观念和知识论一直没有获得系统的梳理与探

讨。研究本课题需把握 “理性”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递嬗演变，探讨它

与知识论的内在张力，阐明其中是否蕴涵了非理性主义的可能性，分析现当

代哲学从中得到的助益与教训。

１２现象学与解释学在法国和美国的发展
现象学与解释学是我国哲学界近１０年关注的焦点之一，论著日见其多，

原著的翻译也颇有收获。但研究的重点限于德国少数几位哲学家，如胡塞

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舍勒等。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象学

和解释学在德国以外的国家，如法国和美国也获得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并且有

各自的特色。研究本课题，应重点反映这种发展，指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论

题和方法有何种改变，阐明不同的哲学传统对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发展产生了

何种影响。

１３当代德国的科学哲学及其与现象学传统的互动
提起当代德国哲学，人们每每想到法兰克福学派，想到尼采、胡塞尔、

海德格尔、雅斯贝斯、伽达默尔等人，但对德国的科学哲学人们讲得很少。

实际上，这既不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德国哲学，也不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德

国哲学的优秀成果，更不利于我们有效地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本课题的研

究可以弥补这种缺憾。它要求完整地反映德国哲学界对待科学技术的不同态

度，避免部分哲学家对科学采取的纯批判性立场，说明当代德国哲学家在科

学技术本质、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的语言结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方

面所做的重要探索，阐述当代德国科学哲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１４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
后现代主义无疑是当代西方的重要思潮，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虽然莫衷

一是，但大家都承认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性，强调差异，强调不能用统一的

模式去解释各种文化现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对马克思主义采

取了不同的立场，后现代主义特别引人注目。研究本课题既有利于我们对一

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回应，而且有利于我们发掘一些

有益的东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课题需重点讨论解构主义对马克

思主义的解读，“现时代”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

与后现代主义的响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语言、逻辑方面对我们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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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等。

１５西方知识论与形而上学研究
这个课题的基本设想是，重点研究西方知识论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突出

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哲学的基本理念入手，把握西方

哲学的发展逻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将会对我们关于哲学的一般理解产生重

要影响，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解，强调西方哲学的思辨特

征。该课题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可能包括知识论的形而上学特征；西方形而

上学与其他哲学分支的关系；知识论与一般认识论的关系；西方哲学对哲学

的一般理解。

１６西方哲学的当代问题
该课题主要是高屋建瓴地分析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侧重在当代西

方哲学的历史渊源考察，从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的西方哲学问题，特别是要

突出当代西方哲学问题的时代特征。该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可能包括 “语言

的转向”给当代西方哲学带来的重大变化；“现象学运动”为当代西方哲学

设定了一些重要话题，如意向性、意向内容和对象、本质还原、悬置等。哲

学解释学的兴起造就了当代哲学中的 “理解”话题，特别是哲学家们对解释

与理解关系的讨论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思路。经验与社会的作用导致

了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问题的重新思考，时代的变化促使了当代西方哲学

走向了新的、更为宽阔的思想领域。

１７当代西方语言哲学问题研究
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与许多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同时，语言哲学也被看作是与传统哲学关系最

为密切的哲学分支，甚至被看作是西方哲学传统在现代的最好代表。因此，

研究语言哲学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当代西方哲学与当代科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该课题将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可能包括语言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语言哲学与语言学、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逻辑学、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

１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应用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西方哲学中发

展最为迅猛的一个哲学分支。由于全球化的到来，全球正义、国际新秩序、

全球伦理、制度建设、民主与法治等问题都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特别

是在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进展，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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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该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可以包括全球正义问题、普

适伦理问题、民主与制度建设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

题等等。

１９外国哲学名家原典的翻译与研究，西方哲学史资料汇编的翻译
如翻译与研究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一些名家的代表作，翻译国外已有

的西方哲学断代研究资料汇编 （包括整理许多难得的残篇资料）。这是外国

哲学学科的一项基本建设，对国内的外国哲学教学与研究都很必要。这对２０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由北经大学哲学系编译的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是个扩

展。要打破翻译不进规划的限制。这可以成为一种系列课题，关键是要有计

划、成系列、持之以恒。 “十一五”期间可先列入一些，今后继续做下去，

就会有规模效应，会起长久的学术影响。中国是大国，要有气魄做这项基本

学术建设。

２０西方近代启蒙哲学和西方现代性研究
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根植于西方现代性的所谓 “启蒙设计”，

有其哲学内涵，包括所谓 “宏大元叙事”。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

与弊端，也可从这种西方哲学的 “启蒙设计”中进行探究。这需要对西方

近代哲学有总体的深入研究，并着重从哲学角度考察西方的 “发展”

设计。

２１当代西方哲学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哲学大量地反思西方现代性的负面后果，这表

现在各种哲学思潮中，如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后期存在主义与弗罗姆的人道

主义哲学批判西方的 “技术文明”造成的人的异化，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与

德性论等一些社会伦理学说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主流

核心伦理价值，后现代主义这股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从总体上批判西方

的现代性。通过这种课题研究，可深入总结西方近现代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

的弊端与教训，透视其哲学根源所在。

２２西方发展理论的哲学研究
从１９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孔德到２０世纪的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曼海

姆的知识社会学、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帕森斯的社会功能主义，一直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包括弗朗索瓦·佩鲁的 《新发展

观》）倡导的以人为中心、也注重文化之重要作用的社会整体发展理论，各

种理论都包含着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总结与反思。现代性是多元的，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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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同于西方现代性。过去只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其中某些理论，未从哲学

角度、结合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考察。从哲学上研究、整理西方的社会

发展理论史，可获得正负面的理论借鉴，这有助于我们从哲学上研究提升、完

善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多元的，中国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但可从西

方现代性中得到某些借鉴与教训。

２３后现代问题和后现代主义追踪研究
当代西方哲学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论争，对我

们研究与实现中国的现代性有参考价值。就时代特征与社会形态而言，西方

发达国家是否可称为已进入一个 “后现代”社会？西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

义哲学与文化能否成为西方社会形态的基本文化精神与主流文化价值？当今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与根本矛盾虽未改变，但在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它在知识地位、资本扩张、社会构成、文化形态等方面，确有新的

形态、特性与矛盾。中国的现代性处在当今世界日益密切的全球性交往情势

下，就应从哲学的高度重视研究与借鉴当今西方名为 “后现代”的新特征、

新趋向，这有助于完善中国现代性的设计及其实践。

２４古代希腊与罗马的主要哲学家、哲学流派的研究和断代研究
这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源头，国内希腊哲学虽有开展，但上述研究

还较薄弱，加强此项研究，自有增进学科建设的意义。如关于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哲学的总体研究，６００多年持续存在的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哲学研
究，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哲学的断代研究，都可以开展。

２５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
西方中世纪哲学上承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下启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哲

学，有复杂的演变，并非只是黑暗、停滞的基督教教廷官方哲学，并且和阿

拉伯哲学也相关联。对奥古斯丁到阿威罗伊主义、前后期经院哲学，应有系

统的研究与总结。否则不能理解文艺复兴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由来。现在

有宗教 （包括基督教）研究热，但对这个重要环节却缺乏研究，源流不清，

应予适当加强。

２６文艺复兴哲学研究
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哲学、库萨·尼古拉、布鲁诺、当时的新柏拉图主

义到科学哲学思想和清教哲学与伦理，国内都还缺乏专门研究，而这关系到

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哲学先导，所以开拓研究这个尚属相当薄弱的断代哲

学，颇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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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别的哲学史研究
至今国内学者只出版一种 《美国哲学史》，翻译一本英国学者威廉·里

奇写的 《英国哲学史》。如何紧密联系这些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文明背

景，来写出这些国家的哲学发展史，来评估它们在世界中的历史作用，也是

一种在国内的创新研究，颇有价值。这需要开掘这些国家哲学思想发展史的

丰富资料，做出系统的概括与总结。

２８当代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一些流派的追踪研究
如哲学解释学、解构论、符号学、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批判理论的新进

展，研究全球化与文化哲学的一些学说、一些 “后现代哲学” （不同于后现

代主义哲学）等等。它们和当代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密切相关，颇有

意义。

２９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相关的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科学理论、
科学与技术哲学的追踪研究

分析哲学在出现多元化趋势，有不少新趋向，并涉及语言哲学、心智哲

学、逻辑哲学等。与此密切相关，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也在发生演变。

过去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西方科学哲学是分开在两个学术 “圈子”

做的，影响了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度。要提倡西方哲学研究者和科技哲学研究

者联手、互动地来推进这方面的课题。

３０前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
联系苏联解体和当今俄罗斯演变，来总结它们的哲学问题与哲学演变，

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可资借鉴的实际意义。要通过这种课题，来培养现已稀

少的中青年学者。

四　伦　理　学

（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和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依然得到关注，并向纵深发展。除了道

德本质、社会功能、道德范畴外，道德价值与道德信仰、道德与自由的关

系、全球伦理与新时代道德建设也备受关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继续深入，

以德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和诚

信问题是 “十五”期间研究的热点。应用伦理学研究方面，经济伦理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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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仍是关注的重点，同时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突破，公

共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加强使

应用伦理学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中外伦理思想的研究围绕代表人物、

代表学派和有关道德范畴，以及经典伦理学著作和中西伦理比较研究展开，

并更加注重传统伦理对于现实的意义。

１伦理学理论研究
“十五”期间的伦理学理论研究中，除了对善恶、义利、良心、正义等

道德范畴、集体主义道德原则、道德本质和社会功能、道德价值、道德信仰

等基础理论继续深入研究外，道德和伦理的关系、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

系、道德教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受到关注。道德是否是一种生

产力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全球伦理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学者

们深入研究了全球伦理对话的方法问题、全球伦理的可能性以及儒家德治思

想的普世意义。

２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研究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 “十五”期间伦理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适度定位道德的功能、如何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的道德

评价，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以及 ２１世纪道德建设的创新
思路等问题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此外，学界围绕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关

系和公民道德建设等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

３应用伦理学研究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与现实结合的切入点。近年来，国内的应用伦理学

研究一派繁荣，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界对科技伦

理、医学伦理、环境伦理等不同领域中的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入，制定出了种

种不同形式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十五”期间对应用伦理的研究更加深入、

广泛，主要围绕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展开，同时政治

伦理、医学伦理、传媒伦理、公共行政伦理、制度伦理问题也受到关注。但

是对于应用伦理学到底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还是一种程序方法论或者是二者

的统一，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

（１）经济伦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诚
信、信任、责任问题越来越成为热点问题；企业伦理依旧是经济伦理研究的

重要课题；经济伦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化；生态伦理经济也受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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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创立进展顺利，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但是对于

经济伦理的界定、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即经济伦理学到底是应用伦理学

或实践伦理学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特性的学科，学界提出了不同看法，

还没有达成共识。

（２）科技伦理。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也越
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传统伦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

看待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自然就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热点。“十五”期间的

科技伦理研究，一方面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内容涉及基因工程、克隆人的伦

理研究；另一方面更注重对技术实践、发展、应用的伦理道德问题探讨。

（３）环境伦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十分关注的
问题。“十五”期间对环境伦理的研究是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围绕

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 “天人合一”对于生态伦理

的重要意义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探讨。对现代文化

中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批判也成为 “十五”期间环境伦理讨论的热点问

题。学界一致认为现代人的消费已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而是完全

出于对时尚的追求，这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另一方面严重地破坏了环

境。对非人自然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则是环境伦理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为学界所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被许多学者视为环境伦理学的另一个理论

基础。

（４）网络伦理。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对传统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十五”期间，对网络伦理的理论研究进一

步深化，内容涉及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网络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网络伦

理危机及对策、网络伦理的困境、计算机伦理，分析了网络道德规范确立的

依据，并继续网络道德建设的探讨。学者们还对西方网络伦理研究状况做了

介绍。

４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十五”期间学者们对中国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围绕着不同历

史时期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古代经典伦理著作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进行研

究。伦理范畴继续深入研究义利、诚、忍，另外孝、耻等范畴也受到关注。

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方面，试图挖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民

族精神和传统伦理对于当今道德教育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民间伦理思想也开

始关注。

３０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５外国伦理思想研究
“十五”期间对外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哈贝马斯、尼布尔、康

德、亚里士多德等历史人物的伦理思想研究，对西方正义等伦理范畴的研

究，对西方道德教育的理论及其实践研究。中西、中日伦理的比较研究成果

也比较突出。当代西方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特别是英国的功用主义伦理思想也

受到重视。伦理思想史方面有专著出版。

（二）本学科领域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总的来说，“十五”期间伦理学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和重大的进展，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第一，伦理学基本原理方面。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的阐述集中在对于善

恶、公正、集体主义方面，对其他范畴和原则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对道德

的社会功能的探讨多数局限于理论方面，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关注较

少；对道德的运行机制、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不够。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研究也不够深入。马克思、恩格

斯把伦理学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伦理学的革命

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对伦理问题做过系统研究的首推恩格斯。目

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多，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以前的伦理学派和

思想家的历史渊源关系梳理不够，比如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伦理学与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系问题、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

系、１９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系问题都有待于深
入研究。

第三，对中国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对于中国当代道德建设的借鉴作用挖

掘不够。研究伦理思想史，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服务。

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伦理还是西方伦理思想史，都应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方法论为指导进行全面研究，并凸显中国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对当今我国社

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的启发和借鉴作用。而目前，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中外伦

理思想史资料的挖掘与整理、不同时代的伦理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和对

伦理学重要范畴的理论梳理，对传统的继承和对外借鉴也没有能与实际有机

结合。

第四，在外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中，还存在研究较为分散、缺乏对西方伦

理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的问题。比如对当代外国道德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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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薄弱。道德哲学实质上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究道德的形而上学研究基础，我

们的研究始终没有确立科学的道德哲学方法论原则；对现代西方企业伦理的

研究始终都处于简要介绍的阶段，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对现代德性伦理的研

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德性伦理的本质及其内容等实质性问题缺

乏全面深入的探讨；研究角度缺乏足够的现代性眼光和宽广的人类学视野与

全球性视野，较少从全球化背景中，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转

型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等角度去研究德性伦理及其价值等问题。

第五，与人类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正在逐渐深

入，但缺乏突破性的进展。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界定尚不统一，学科建设尚不

完善、系统，学术界与经济界沟通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够，未能有效地把

理论与实践问题相结合进行分析，缺乏在现实意义上的创新；科技伦理、生

命伦理、环境伦理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争议；行政伦理的研究主要采取宏大叙

事的方式，往往使研究流于形式，缺乏案例研究和现场调查；传媒伦理研究

还不够成熟，仍处于一种规范的建塑阶段，很难谈得上创新且有成就的学科

建构性研究。

第六，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来说，虽然做了比较广

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系

统的有深度的理论成果，缺乏相对完整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道德体系。对于这

个问题，应从理论上加以全面的思考和论证，着重研究和解决不同领域、不

同方面的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探讨对不同人群进行道德教育的有

效途径和方法，并尽可能地开展道德建设方面的调研。

（三）本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与课题建议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十一五”期间伦理学的研究将表现

为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应用伦理学分层次的、分领域的、分部门的

专门研究日趋发展。各种伦理学新学科在不断创立，呈现多学科综合研究态

势。伦理学研究领域也会不断扩大。对传统的继承和对外借鉴也将进一步

加强。

“十一五”期间伦理学可列为课题的有：

１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伦理资源。以儒家文化为例，就包含了一整

套完整的道德范畴、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教化、道德修养体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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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不可能脱离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必须以传

统文化为依托。然而，继承传统文化并非照搬传统文化，如何使中国传统伦

理与当前社会的现实基础紧密结合起来，使其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丰富

资源而非社会发展的羁绊，是一个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但至今仍未很好解决的

问题。

２社会信用体制建设中的伦理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所伴生的一些不良现象引起人们的日

益关注，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等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内广泛存在的诚信

缺失问题也日渐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社会诚信和信

用体系的建设问题涉及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尤其在伦理学领

域，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紧迫性。

３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一些落后、丑恶的社会现象和不良道德观念对青少

年的影响日益明显。青少年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不仅是目前社会发展中

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且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期健康发展都会产生重

大的影响。有鉴于此，党和国家专门颁布了有关青少年道德建设问题的文

件，作为青少年道德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的依据。但是，这样一个重

大的问题不是靠一两个文件就能完全解决的，其中所涉及的具体理论和实践

问题，仍然需要理论界的不懈努力。

４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法治社会中的道德建设问题）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改

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古老的问题

又有了新的含义和内容，即如何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中加强道德建设，使德

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使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现

法治和德治的完美结合，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又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性的

新问题。

５中西伦理文化的比较与融合问题
由于文化差异，中西伦理思想既有本质上相同的一面，又有理论基础和

具体原则规范不同的一面。随着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中西伦理文化中的差

异性引起人们日益广泛的兴趣。同时，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借助西方伦

理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也迫切要求对中西伦理文化比较问题进行广

泛深入的研究，以促进两种文化更好的交流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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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
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其所作所为也同样具有道德意义。在国际

竞争日益加剧及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下，在国家交往中建立一种什

么样的伦理秩序，如何保障这种秩序的有效运行，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

发展，实现国际和平稳定和公平公正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贫国和

富国间的差距日趋拉大，霸权主义的重新抬头，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研究

的现实紧迫性。

７道德建设的手段与机制问题
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一直备受党和政府的重视。但

是，对于道德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社会道德建设对

于科学理论指导的需要，成为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瓶颈，随

着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对道德建设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这一问题已渐渐

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８社会公正问题
社会公正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是与社会发展中不公正问题的日

益突出相联系的。近年来，社会两极分化 （突出表现为贫富分化），对

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等一些现实性较强的问题引起了伦理学界的普遍关

注，从而与其相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成为了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

课题。

９生命与医学伦理问题
在应用伦理学的发展中，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始终是两个重要的领

域。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医疗体制的转轨，这两个问

题在国内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中也逐渐升温。生命科学发展的道德界限问题、

对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等问题是目

前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主要课题。

１０环境伦理问题
环境问题是目前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关系到

世界各国各个阶层人群的切身利益。因此，环境伦理问题是世界各国应

用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对来说，国内伦理学界对这一问题

的关注较晚，理论研究的水平还相对落后，没有重大的、能引起广泛社

会反响的成果问世，基本上还处于对西方研究成果的模仿和介绍阶段。

目前，在国内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还是一个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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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的领域。

１１科技伦理问题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器官移植、克隆人、人类基因、网络化问题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直接地产生影响。科技发展的创造性和革命性将打

破任何人为的道德禁区。因此对当代科技发展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现实和潜

在的道德危机，必须认真研究。这个课题包括科技是否价值中立的问题、胚

胎干细胞问题、克隆人问题、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等等。

１２行政伦理研究
当前，鉴于一些领导干部在公共利益与个人职权、金钱与权力、权力与

法律、权力与真理、领导与群众、职位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许多认

识误区，并由此引起滥用权力等各种政治腐败现象，政治伦理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它包括制度伦理建设问题、道德监督机制问题和提高干部自

身素质问题。

１３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建设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再加上西方思想道德思潮对我

国的冲击，这就使得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复

杂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探

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体系。

１４全球伦理研究
随着经济、技术的全球化发展和环境、人口等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人类

道德信仰和生存出现了潜在的危机，人们开始关注全球伦理。它包括全球伦

理的含义和形态、建立的可能性、条件、方法和途径，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

的关系，如何面对全球伦理的思潮等问题。全球伦理的研究有助于东西方文

化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平等公平的对话，抵制霸权主义的作用，促进全人

类的共同发展。

１５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价值观和价值导向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我国社

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都日益深刻并复杂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当前价值

取向的多元化，但价值导向必须一元化，必须使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不断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而且思想道德建设也必须要有价值观和价值导向为其定位，

才能有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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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逻　辑　学

（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我国逻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上有了重要突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符号逻辑
符号逻辑是逻辑学领域中最基础的部分，符号逻辑的许多问题，如应用

问题、哲学问题、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等都已作为逻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

专门研究对象。“十五”期间，对于这一基础理论部分，学者们并没有忽略，

对它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进一步从技术层面研究一些公理系统或

者定理自身；用素朴的观点介绍集合论的基本知识；编写适合当作高等院校

人文学科的数理逻辑教材，更便于传授和普及经典逻辑理论。

２哲学逻辑
哲学逻辑是以模态逻辑为代表的一类逻辑的总称，它极大地拓宽了逻辑

学的研究视野，把现代精密的演绎科学方法注入了哲学、伦理、法学等学

科。从广义上说，哲学逻辑的范围极其广阔。“十五”期间，该领域的研究

可谓硕果累累。弗协调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发展迅速，在引介国外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了国内自己的理论成果；模糊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等分

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３自然语言逻辑
自然语言逻辑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是介于现

代逻辑和形式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目前，作为现代逻辑的一个分支，自然语

言逻辑尚处于草创阶段，但它有着蓬勃发展的态势和强劲的生命力。这一分

支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十五”期间，该领域的研究已深入到语用

的层面，并且语用的思维维度正被作为一种方法用在对悖论等问题的解决

上，语用学转向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和信息科学交叉发展；语言逻

辑的形式化发展也更进了一步。

４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研究逻辑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主要对逻

辑学家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分析。具体说来，包括逻辑学的学科对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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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围、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十五”期间，该

领域对存在难题、逻辑的研究对象等基础问题仍在追问，认为逻辑的内在机

制和研究对象并不完全一致；成果斐然的悖论研究和认知问题交叉发展。

５归纳逻辑
归纳逻辑是关于或然性推理的逻辑，所谓或然性推理，即其前提真时其

结论很可能真但不必然真。现代归纳逻辑的显著特点是对或然性推理加以系

统化和定量化研究。现代归纳逻辑还面临着一个传统逻辑遗留下来的问题，

即休谟问题，亦即归纳的合理性问题。“十五”期间，该领域加强了对现代

归纳逻辑的研究。

６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属于逻辑学重要的应用性领域，是要实现计算机

对人的智能的模拟，使计算机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的品质。它的难点不在于

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

性思维。因而，人工智能关心如下课题：诸如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

理；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等。“十五”

期间，该领域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７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必须克服将辩证逻辑和

辩证法混淆的错误倾向，走辩证逻辑逻辑化的道路。近些年来，随着国内逻

辑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有些学者根本否定辩证逻辑是逻辑。“十五”期

间，对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合理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一步加

强了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

８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这一被公认为可通过思维训练提高思维能力的

分支，在国外课堂上是一门成熟的大学课程，但于国内只在局部范围内受到

了重视，只在少数大学课堂开设为一门课程。但自从有些学者在学术会议上

多次倡导后，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浪潮。它作

为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其实际意义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重视。“十五”期

间，该领域在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并挖掘出我

国古代墨家逻辑中的论证逻辑。

９中国古代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局面热烈，各种角度、不同层面的挖掘在向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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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类观点不断推出、相互争鸣。“十五”期间，该领域关于 “中国古代

有无逻辑”的本体研究和反思仍在继续；进一步加强了与西方逻辑、因明的

比较研究，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教材；不再局限于对墨经的研究，拓展

了我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范围。

（二）本学科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

从上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十五”期间，我国逻辑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理论上的分歧尚未统一，还存有一些环节的

研究比较薄弱，尚待加强。

逻辑学理论上存在的主要分歧，诸如 “究竟什么是逻辑？是否只有形式

化了的东西才是逻辑？逻辑悖论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辩证逻辑？辩证逻辑

能否形式化？究竟怎么样的形式化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科学合理的？什么是

本质性？批判性思维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学的关系是什

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合法？”等等问题， “十五”

期间，逻辑学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试图加以解决，但到目前为止，它们仍然

是开放性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学科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逻辑研究虽然在朝纵深方向进一步发展，但总的来说，基础

仍然比较薄弱，尤其是现代逻辑教学和普及不足，缺乏人才，缺乏人才培养

的机制，比如不注重现代逻辑知识的培训。

第二，逻辑学研究领域实际上非常广泛，涉及数理逻辑、认知科学、心

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决策等相关理论科学。但是，逻辑学与

这些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还不够深入。

第三，在应用方面，不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不注重逻辑学科的应

用研究。

第四，国内的学术会议上，学术交流容易停留于问题表面的争论上，缺

乏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第五，研究学科前沿问题的学者缺乏与国际同行交流的条件和主动性，

难以参与和进入国际逻辑研究的行列。

第六，盲目照搬国外同行的逻辑观念和研究成果，缺乏创新性的和结合

汉语语言和思维的研究成果。

第七，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两个逻辑分支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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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工具性作用，但是，国内学者对它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它们的研究

不占主流地位。

另外，我国的逻辑学教学、传播和普及工作做得还不是太好。首先，近

年来，逻辑学者们一直是围绕着逻辑的研究对象和逻辑教学而论争，尤其是

用现代逻辑取代其他逻辑的观念严重阻碍了逻辑的教育与普及。其次，学者

们在认识上虽然已经意识到，高校逻辑教学应分为两个层次，即逻辑专门人

才的培养层次和非逻辑学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 （包括思维能力的训练）层

次，要达到第一个层次的目的，一阶逻辑是基础，同时还需要通过专门的逻

辑课程的学习，要达到第二个层次的目的，非形式逻辑 （主要是批判性思

维）则比较适合；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缺乏到位的、合适的教材，尤其是面

向第二个层次的培训方面的教材目前还没有。

（三）本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课题建议

在 “十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逻辑学理论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

入，其广度上也会有较大的拓展。“十一五”期间，总的来说，非经典逻辑、

模态逻辑包括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和人工智能的逻辑仍然是学科发展的

大方向。国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应用逻辑也是个很

重要的研究分支，应予以一定的重视。我们也应该看到，非形式逻辑即批判

性思维学科在国外发展的势头也很猛，我们需要加强批判性思维学科建设。

逻辑哲学问题仍然值得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也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方面。接下

来的５年里，逻辑学的主攻方向应该包括非经典逻辑、批判性思维和中国古
代逻辑。

“十一五”期间，逻辑学科应该列为规划课题的应该有：

１模态逻辑与哲学
充分了解模态逻辑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最新进展，考察模态逻辑与哲学

的关系、模态逻辑的哲学基础和意义，密切结合模态逻辑的作用来进行

研究。

２弗协调逻辑
理论特征、历史渊源、三个方面的系统 （即正加系统、弃合系统、相干

系统）构建情况、具体作用，在计算机、法律等方面的应用情况，哲学意义

尤其对于哲学辩证法的意义。需要全面系统总结弗协调逻辑三个方面的研究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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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道义逻辑
道义逻辑在我国的研究起步很晚，与国外差距很大。道义逻辑的研究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道义逻辑的发展丰富了哲学逻辑的内容，拓宽了逻辑学

研究的领域。作为一种元—法学研究方法为法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手

段和分析工具。道义逻辑的研究不仅在建立法律专家系统中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而且对于立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是实施法律公正的重要手

段，应当加强道义逻辑的研究。

４哲学中的逻辑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些学派是重视逻辑的，甚至认为哲学就是逻辑研

究，如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也有反对逻辑甚至反对理性思维的。那么在各

派哲学的视野中，逻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逻辑对于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

么？逻辑对哲学的发展和研究究竟有什么作用？

５逻辑哲学问题研究
研究逻辑研究中提出来的各种哲学问题。像逻辑的本质是什么？逻辑的

中心问题是什么？究竟怎么样的东西就可以说是逻辑？需要有科学正确的逻

辑观点和分析方法。

６自然语言逻辑
系统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及其关系。研究自然

语言逻辑对于日常思维、计算机语言翻译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充分借

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７人工智能与逻辑
在研究各种计算机语言，尤其是描述性语言的基础上，考察逻辑在其中

的作用，比如各种非经典逻辑对于计算机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意义。结合应用

来研究和考察专家系统。

８辩证逻辑形式化研究
解决辩证法的逻辑基础问题。必须以经典逻辑为基础和工具，充分吸收

国外非经典逻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弗协调逻辑的研究成果。

９批判性思维和逻辑
研究逻辑在批判性思维中的作用和应用。将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创新能

力、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结合起来。要充分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同

时也需要结合我们中国人思维的实际，搞案例教学和研究，真正在应用中来

发展批判性思维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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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名辩学与逻辑
研究名辩学中所蕴涵的逻辑思想的本质，需要在三个层面上来研究中国

古代逻辑，即批判思维层面 （逻辑应用层面）、论证逻辑层面、方法论层面

和逻辑理论层面。需要对中国古代逻辑做更深入的考察，需要运用西方的现

代逻辑工具和以批判性思维做基础，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争论。

１１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逻辑
认真考察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实际应用学科中的逻辑问题，提供逻

辑在哲学学科中的支持维度。发挥逻辑学在哲学学科中的真正作用。需要进

行实证化的研究。

１２法律逻辑
法律逻辑是逻辑在具体学科领域的应用，即应用逻辑中的一个分支。法

律逻辑的性质和研究方向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以前所认为的形式逻辑原理加

法律内容的例子，法律逻辑不仅仅是逻辑，还要把具体的法律思维内容和特

点考虑进来，应当侧重研究法律领域里的逻辑应用问题。

１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已经取得了许多很好的成绩，但是，探讨清楚人类的认知过

程，对于研究人工智能问题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故而认知逻辑仍有待于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１４博弈逻辑
博弈逻辑也属于应用逻辑的范畴，它研究 “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在

互动的过程中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做出行动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场合都在进行博弈。而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逻辑分支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亟待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

六　科学技术哲学

（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对人与自然问题

的关切形成了该学科来自现实问题的发展动力，加上自然辩证法学界多年来

的理论积淀和自主进化，自然辩证法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２００１年 １１
月全国自然辩证法首次学术发展年会在北京召开，２００２年８月第二届学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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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年会、２００３年第三届学术发展年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２５周年纪念
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表明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以探究学科本身问题为主，围绕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和未来趋

向、自然辩证法领域内各专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以及本学科同其他

学科的交叉研究等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内

涵，进一步扩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视域。

作为 “十五”规划的主要内容，学界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沿问题的哲学思

考渐趋深入，特殊学科的科学哲学，如量子力学、宇宙学、复杂性科学和认

知科学等学科中哲学问题的讨论日益兴盛，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

学的研究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互动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计算、信息和赛博世界

对科学技术哲学的问题解读提供了新的视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成为热

点。生态哲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等

成为重点探讨的对象。

第一，开展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为科学发展观的

提出做出了前期理论支持。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

第二，开展了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的研究，为经济建设提出了直接的理

论支持。

第三，组织编写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其中教育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

牵头编写、黄顺基主编的全国理工农医类硕士生公共教材影响最大。

（二）本学科的主要理论进展

１科学哲学
“十五”期间科学哲学研究不断创新，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１）科学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解读方式，呈现出一种
继承与发展的新趋势。对于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合理性、客观性等问

题，已经开始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对科学知识进行理性重构的重点已不再

是证实、说明和理论还原的形式结构，而是科学方法、理论和本体论的历史

呈现。

（２）由于科学哲学元方法论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生物学、认知科学、人工
智能等学科领域，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发生了从元方法论研究向具体科

学哲学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既包括对具体科学的进展进行哲学分析，也包

括考察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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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程，从而体现了一种只对科学进行描述而不是进行解释的 “非统一

性”方法。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主的物理学哲学研究一直是科学哲学研究

的重点，新兴的信息哲学、认知科学、复杂性哲学、生物学哲学和其他具体

科学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３）社会科学开始进入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范
围。国内对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哲学思考已有

时日，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可预测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等问

题，随着社会科学成几何级数增长，必将成为科学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我国

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刚刚起步，目前虽然尚无适合于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的研究范式，但仍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４）科学哲学开始走向跨学科研究。一直被科学哲学拒斥的科学知识社
会学 （ＳＳＫ）开始走进科学哲学研究，开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２技术哲学
“十五”期间，在继续进行技术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技术

哲学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理论进展。

（１）国外技术哲学思想的引进与评述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海德格尔
技术哲学思想仍在进一步深入挖掘，杜威、伊代、皮特、芒福德、伯格曼、

佩斯、柯亨、米切姆、费恩伯格等技术哲学家的思想也进入了我国学者的视

野。美国当代技术现实主义思潮、俄罗斯技术哲学、德国技术哲学的研究都

取得了一些进展。

（２）在技术哲学的人文主义领域，一方面有学者积极关注技术发展中出
现的有关哲学、社会等问题，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带来的相关问题，另

一方面有相当多的学者将其视野延伸到技术战略与政策、技术创新、科技成

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等广阔的范围。作为 “十五”规划的重要课题，关

于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

（３）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与技术批判的研究方兴未艾。从社会建构论
的角度，赋予技术以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关注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

技术与文化的研究，体现了技术伦理新的研究向度。高技术伦理学，主要是

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伦理问题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４）在技术哲学的工程主义领域，工程哲学的研究成为 “十五”期间

技术哲学的最大亮点。源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工程实践，以工程活动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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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的工程哲学将成为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３科学技术与社会 （ＳＴＳ）
“十五”期间我国的 ＳＴＳ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１）关于休闲问题的探讨。对于休闲问题的研究是 “十五”期间自然

辩证法研究的热点。围绕休闲理论和休闲应用，研究内容涉及休闲与科学发

展观、休闲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休闲中 “人文关怀”思想的考察、休闲生活

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创新、休闲教育与国民素质、休闲与文化产业结构的调

整、休闲伦理与人的道德观、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休闲与科学发现、技术

发明与艺术创造、休闲与文化产品市场的开发、休闲与社区科普、马克思主

义休闲思想研究、联合国休闲宪章研究、中国儒道佛家休闲思想研究等

方面。

（２）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十五”期间创新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
提出了 “绿色技术创新”概念，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意义、实践

模式———生态工业园区进行了探讨。此外，还进行了创新集群及其政策

意义，创新研究的三螺旋模型，技术创新域的技术消费论，现代企业技

术创新的发展趋势，科技创新趋势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等问

题的研究。

（３）关于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的研究。学者在对 “科学普及”和 “科

学传播”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且对是否应以 “科学传播”取代 “科学

普及”产生争论，但对科普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从传统

科普发展到现代科普，科学普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充。对 “公众理解

科学”（ＰＵＳ）、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普及的概念、立场、信条等问题的
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正在朝着理论体系化

和学科建制化的方向努力。

（４）关于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是 “十五”

国家规划课题，也是世界哲学探讨的重点领域。“十五”期间我国学者在这

一领域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对生命科学中伦理问题的研究上，对生物技术主要

是基因技术、计算机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５）关于科学与文化问题。由 “索卡尔事件”引发的关于两种文化的

科学大战引起全世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我国学者引进、介绍了强纲领

（ＳＳＫ）、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反科学主义思潮，同时，在中国要
不要反科学主义这一问题上展开了争论。

３２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４生态哲学
生态哲学作为一个新兴哲学学科被列为 “十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十五”期间，在生态哲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主要进行了以

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１）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方法。生态哲学是基于现实的生态问题而产
生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但现成的现代性思想

很难用于解决问题，因此生态哲学必须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

价值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重构适合于当代社会的哲学理论体系。

（２）环境伦理可否成立。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问题是环境伦理能否成
立的关键。从旷日持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出发，在人与

自然之间有没有价值关系这一问题上学界仍然争论不休。

（３）对于自然和自然系统概念的区分。生态哲学是人与自然关系之思，
有学者提出，应将具体的 “自然系统”概念和抽象的 “自然”概念区分开

来，自然系统是有限的、原则上可以被人类认知的，而自然是无限的。

（４）宗教生态思想的研究。宗教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已有学者
研究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和伊斯兰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意识，佛教生态思想的研

究在我国刚刚起步，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

（５）对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
（６）生态哲学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态哲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

础，实现自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以生态哲学思想为指导。在环境

保护实践中，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建立生态化的、可持

续的经济体系，已成为生态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５科学技术史
“十五”期间科技史研究主要涉及中国科技史、西方科学史、中西科技

史比较、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综合史、学科史等方面。科技史中对李约瑟问

题的研究持续多年，该问题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关心的热点。对于李

约瑟问题的研究，进而引起了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的争论。

（三）本学科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第一，自然辩证法的本体论方面，即自然哲学研究相对不足。学界关于

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还存在理论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

３２１哲　　学　　　　



重要组成部分，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地位相同。国内自然

辩证法学界的相关理论与教学研究，通过几次大的研究领域或视角的转换，

日益倾向于科学哲学化、技术哲学化、社会哲学化，最近又萌生了经济哲学

化和工程哲学化的新势头，而自然哲学的研究日趋淡化，有学者指出，这一

趋势将会动摇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理论根基，并最终使自然辩证法虚无化和边

缘化。

第二，科学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是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与国外科

学哲学研究成果相比较，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成果中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

究成果相对较少。造成差距的原因在于我们与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

范式差异颇大，且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学科背景与国外不同，大量文科背

景的研究者导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深入。

第三，技术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科内部存在工程和人文两种倾

向、两种范式、两套话语系统，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很少；研究视野不

够宽泛，主要偏重于技术创新、技术社会学等应用研究，对技术哲学相关

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还不够。类似问题的存在表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仍

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纲领，因而也不是一个相对坚实

与统一的学术领域。因此，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技术哲学发展还处于

非主流地位甚至边缘化的地位，远不能与其对时代精神追求的目标相

匹配。

第四，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在我国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科技伦理

和解决一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国外已有较多研究，具体深入到空

间伦理、信息伦理、水资源伦理、工程伦理等，这一领域值得我们重视和加

强研究。

第五，ＳＴＳ理论研究需要加强。在国外 ＳＴＳ研究有两种含义：一指科
学、技术与社会，另一指科学技术研究。后者是前者的理论部分。我国对前

者介绍较多，对后者介绍较少，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太清楚。国外的 ＳＴＳ研
究注重理论导向，而我国的 ＳＴＳ研究比较注重实践导向。此外，对技术的社
会形成 （ＳＳＴ）的研究尚需加强。

（四）本学科发展趋势预测及课题建议

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基础上，我国的自

然辩证法学科正在形成一种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研究框架，即科学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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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有助于本学科在理论空间上的拓展，打破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

治学乃至修辞学之间的学科界限，同时也有助于本学科向实践领域进军，从

而进一步增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２０多年来，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大
体上处在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的各种流派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哲

学研究进路应当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本土经验为基础，从而建立起有中

国本土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

“十一五”期间本学科需要规划的课题如下。

１科学主义的问题
有关 “科学主义”的争论很多。有人认为，在当前中国，科技比较落

后，才扎下一点根，何来科学主义，应该大力倡导科学主义。而另一些人则

认为，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对科学的错误看法，应该批判。科学主义

究竟是什么？在我国究竟有没有科学主义？这样的科学主义应不应该反对？

如果应该反对，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对此，需要做一番深入的探析。

２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问题
我国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来自恩格斯没有发表的著作，２０世纪后半期

为了与国际接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然而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后，学科研究的

主要内容日益趋向于对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引进

和介绍，而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理论研究日渐减少。因此，应当追求自然辩证

法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出发来研究自然辩

证法。

３科学发展观与节约型经济系统的科学支撑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

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生态化。经济活动生态化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与生

态系统和谐共处的 “节约型经济系统”，而建立节约型经济系统的前提是使

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得到体现，实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这个问题目前

在理论上尚有很大困难，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４科学发展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国家行为取向对可持续发展有强烈的影响，国家的作用可分为正面的

引导作用和负面阻止作用，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如何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才能使国家在宏观决策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才能使其对科

学发展观的落实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因此，

应加强对科学发展观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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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中国古代科学的地位问题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是伴随着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而产生的一个新

问题。多年来在科学史界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众说不一，相应的中国古代有

没有科学这一问题的结论也迥然各异。这一问题的讨论基于对中国古代科学

技术的基本认识和基本估价，而且涉及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

明确科学的基本含义，厘清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与联系，在正确理解李约瑟问

题的基础上找出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

展、推动我国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６科学普及问题
科学普及是把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通过多

种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为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不断提高公

众科学素质的系统过程。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时期，一方面

科技原创新能力的提高要求社会提供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为科技队

伍不断补充最优秀的后备人才；另一方面反对伪科学和迷信也需要通过科学

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因此，开展科普活动、进行科

学普及问题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但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而且对实现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近年

来我国学者依据对科学技术之 “二阶研究”的丰富资源和传播学的理论对科

普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在科普理论研究方面有很大进展，但由于科普

问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些问题争议较大，需要求新求变，

以新的思维框架来研究科普问题。科普过程与科普研究的正规化、专业化也

势在必行。

７消费文化的创立模式问题 （休闲文化）

休闲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一个

值得关注的时代问题。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用于社会必要

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这一社会实践结构的变化，深刻

而全面地影响着人的生活质量和行为方式，影响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产业结

构，影响领导决策层的战略选择与调整。如何认识休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

如何建立正确的休闲技术和休闲文化，需要理论界予以关注并加以探讨。

８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
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是当今世界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

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国还很薄弱。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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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忧虑，如基

因技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克隆技术以及其他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对空间伦理、信息伦理、水资源伦

理、工程伦理的研究也有待于一步深化和发展。

９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研究
技术创新生态是指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技术创新，是建立在绿色技术

发明基础上，以获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人类历史

发展到今天，传统的技术创新活动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了

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避免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

弯路，在我国大力提倡技术创新的生态化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变高代价、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低代价、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拓宽国际市场，突破 ＷＴＯ绿色贸易
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要抢占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都必须加

快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研究。

１０草原生态文明问题
草原是畜牧业的根本，也是保持水土、减少空气污染、缓解沙尘暴，

即保护环境的主要植被。由于我国草原，尤其是各畜牧业大省区草原受到

不同程度的破坏，不仅为各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带来了诸多问题，而且也引起了很多环境问题。草原生态已成为人

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草原生态的破坏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无度、无

序开垦，过度放牧，在草原地区无规划地开采地下矿藏等，正由于这些原

因，使草原大量退化、沙化和荒漠化。而草原的恢复或重建也同样需要多

方面的条件，如改变用农耕文明的眼光去审视草原生产力、改变只强调牲

畜头数而忽略经济效益等做法，实施有效的制度安排等。

１１唯物史观与生态哲学相结合的研究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列宁把它称之为 “科学思想

中的最大成果”。唯物史观只能在将其基本原则运用到社会历史实践中去、

运用它们来分析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丰

富和发展。正确地理解、阐释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

地分析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揭示当今社会深刻的矛盾冲突及其根源，把

握其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认清我们的历史地位和责任，已成为哲学研究

的一个重大课题。生态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新形态，其研究对象是以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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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以自然主义作为方法论指

导，而应当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如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旧唯物

论的水平，不把 “人口、环境、资源”这些 “感性”、 “直观”放在社会

关系中、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思考，就不可能看到环境问题的本质

所在，也就不可能树立科学的环保意识。

七　美　　学

（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是新世纪的头５年，在这一期间，我国各门学科均取得了
长足进展。美学研究在继承以往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的问题域，

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回顾 “十五”期间的这几年，美学研究在基本原理、中

国美学、西方美学、中西比较美学等方面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果。

１美学基本原理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自我定位问题，学科的基本原理研究解决的主要

就是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走向问题。美学基本原理的研

究由于关涉美学学科自身的定位和走向，所以一直备受理论界关注。“十五”

期间，美学研究者对美学内部基本原理进行挖掘，不断深入对不同美学体系

的争论以及对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在 “美”和 “审美”的

元美学分析、审美心理和审美体验等美学基本原理诸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

美学转型与建构新美学的可能性，为美学学科的定位和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有

益的思路。

２中国美学研究
全球化时代交往的普遍性一方面使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色

日趋淡化，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各国之间

的壁垒日益变得脆弱；另一方面，全球化强化了民族的自我意识，彰显民族

个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美学研究也在回溯

古代美学，对古代美学思想和美学思潮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挖掘和发扬中国古

代美学的民族性、现代性和世界性因素。

（１）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美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美学、道家美学
和禅宗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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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现当代美学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一个非
常重要的时期，中国现代美学和美学学科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十五”

期间，学界围绕美学的现代性与现实性、美学思想的发展主流等问题取得了

一些研究成果，并在回顾美学 ２０世纪的学术进程的基础上对新世纪的美学
发展进行了展望。

３西方美学研究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现代，西方美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各个时

代美学都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质态，尤其在当代，西方美学在现代及后现代西

方哲学的领域中出现了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转换，学界在当代西方美学、

分析美学等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深入的拓展，在某些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较为

精进的论说。

４美学热点问题研究
（１）审美文化研究。鉴于当代社会审美的泛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新

趋势，审美活动已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在 “十五”期间关于审美文化

的研究仍然是美学界的一大热点。这期间围绕审美文化基本理论、审美文化

史、审美意识、审美文化与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关系、当代审美文化的未来走

向等问题，学界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２）美育研究。自 １９９９年美育第一次被正式列入国家教育方针以来，
美育作为素质教育中极为重要和特殊的组成部分一直备受美学界和教育界关

注。“十五”期间，研究者们把美育推向社会和学科的前沿，更加关注其现

代境遇，并尝试从范式等角度探讨美育学科定位问题。围绕美育的本质、美

育观念、美育的现代使命、美育理论的实践应用，学界进行了研究。

（３）文艺美学研究。文艺美学作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
的分支学科，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艺术，然而对文艺美学学科定位问

题学界一直有争论，关涉文学艺术是否需要审美价值、艺术创作中有无和需

不需要遵循艺术规律等问题。 “十五”期间美学界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定位、

产生、发展和意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关注。

（４）生态美学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活动涉足范围的日益扩
张，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已超出了自然自我修复的能力，这种 “竭泽而渔”式

的索取方式尽管已被人类加以认识和反思，然而历史不能重演，自然环境不

能重构，破坏已然造成。自然环境的被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引发了美学

研究者的思考，学者对以往的主体论美学产生了怀疑，并对以往实践美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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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 “自然的人化”、 “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问题提出了挑战，生态美

学研究应运而生。

（二）本学科领域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尽管美学研究在美学基本原理、中国美学、西方美学等

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就美学的长远发展来讲，此学科还有许多薄弱环

节和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而为美学在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

方向。

第一，美学体系的建构。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必然要求具有一个学理框架

以实现美学理论的体系化。然而就如何构建美学体系而言，学界争论较大：

是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来建构美学，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来建构美学，成为学

界主要的分歧。当然，就西方美学而言，２０世纪的西方也主要不是以本体论
来建构体系，而是以体验为主，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已经被改变了；就目前

美学的发展而言，片面采取本体论或体验论两种体系构建思维模式中的任何

一种都是不明智的，应该充分吸收利用中西方的思想资源，加强中西方的比

较、对话、融合，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采取新的角度，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革命性的新理论。

第二，关于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深入。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成就主要在于把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引

入美学理论，确立了唯物主义美学观念。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
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建立了 “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在反思和批判反映论美学

原理的机械论弊端的基础上建立，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发展。

将美学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是科学的、正确的，然而近年来围绕实践美学，学

界却展开了争论，实践美学陷入了困境。使实践美学走出困境并不在于抛弃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抛弃实践的哲学观点，而在于将美学的哲学基

础和美学本身区别开来。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社会历史实践观念，并不等于美

学本身的基础与核心是实践。

第三，问题意识的缺失。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有明确的问题阈也就是要

有问题意识，这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平台和前提。然而近年来美学研究的问题

意识越来越不明晰，以至于美学甚至很难对自己提出一个切实的问题。尤其

是主张边缘性、模糊性的后现代审美景观的出现，更使美学自身的问题意识

定位日趋模糊，使美学边界渐趋消失。针对此种情况，美学研究者确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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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意识就成为需要迫切加强的环节。

第四，审美教育的失效。目前社会各界在观念上已日益认识到审美教育

在塑造人格、提升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却仍把审美教育

作为工具，只是作为知识和技能加以传授的手段，而并没有将美育提升到构

成健康人性和人格的组成部分的高度，当代美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美育

的工具地位，实现人生和审美的统一。

第五，多元美学的对话尚待深入展开。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东西美学之

间、各种美学体系之间应该加强对话，然而如何开展有效的对话，以实现美

学在丰富自身的过程中实现发展却是一个尚待加以研究的问题。

（三）本学科发展趋势预测及课题建议

“十五”期间美学研究在总结回顾以往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现

实问题，更加注重本学科与现实的结合，结合时代提出的发展要求不断调整

学科发展的方向，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根据 “十五”期间美学研究状况

和专家学者对未来的展望，我们以为 “十一五”期间美学研究将会继续在基

础理论研究、美育建设、西方美学、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展，据此提出以下几个相关课题。

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美学体系建设
目前学界关于美学体系建设的争论见仁见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种主张

上：一种主张是 “实践美学说”，认为实践是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体系只

有建立在实践的基点上才是科学的；另一种主张是 “生命美学说”，认为美

学的根基在于人自身，是以人的生命为本体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在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科学的美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

什么样的美学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探讨和研究。

２美育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十六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也被包含在其中。信息时代的特点之一便是信息、文化的可复制性、商业性

和大众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美育在提升人性和塑造人格，解决人的精

神境界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然而对于美育究竟指的是什么？如何具体实

施？学术界和教育界还比较模糊。只是提出问题还远远不够，如何解决问

题，如何让美学研究从应然状态进展到实然状态及如何在世俗性、日常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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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让美学发挥其应有的培养精神境界的作用是个重大课题。

３加强东西方美学的对话、互补与融合
随着世界各国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程度的加深，东西方截然两分的局

面已被打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就美学来讲，谈及西

方美学存在一个明显的理论倾向就是西方美学是以本体论和主客二分的认知

模式构建美学体系的，而东方美学尤其是中国美学更讲求体验，是超越主客

二分的。而今，东西方美学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启发关系已成为客观存在的事

实，学者日益意识到东西方美学思想具有相通之处，例如已有西方学者指出

老子哲学与梅洛—庞蒂美学思想在感知的可见性、虚空、视而不见之物、内

观自省等方面是共通的、融合的，还有学者揭示了叔本华哲学与印度美学具

有内在关系。东西方美学的对话、互补与融合已成为美学发展不可阻挡的趋

势。对东西方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促进东西方美学的交流、对话将成为理论

界的又一课题。

４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意义
全球化浪潮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造就了一体化整合，文化亦有全球化

趋势。在全球化过程中，冲突与融合并存，个性与共性共显，民族性与时代

性兼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成为文化交往的基本理念。在这样的文化

背景下，有学者预测说 ２１世纪将是跨文化美学的世纪。在美学交流对话日
盛的时代，如何确立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 “历史的现实合法性”，如何阐发

中国美学在人生、教育、艺术创作、比较美学研究等方面的意义，如何实现

美学的 “世界性”和 “对话性”也将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中国古典美学

中寓含着和谐、人伦、自由等特征，中国哲学和美学整个处在天人合一的环

境中，具有整体性和与自然协调一致的特点，就目前整个地球的生态状态而

言，我们需要放远眼光，开阔视野，在东西方美学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上，吸

收西方美学的精华，充分挖掘东方美学中具有世界共享性的思想资源，阐发

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以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５美学与现实的结合
美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类审美化或艺术化生存的问题，只有在审美境界

中，人才能达到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的理

想境界，才能使对象世界充分感性化、成为完全属人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

的对象性现实。然而在审美的升华中，人们却发现美学似乎离人们的现实生

活越来越远了。这种状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有所改观。知识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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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非物质社会，我们目前正处在 “体验经济时代”，美学已介入经济问题

和当前的文化现象，把美学和第二媒介时代 （电子媒介时代）创造的新的文

化现象作对接，加强美学的现实应对力度，将是美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６审美文化研究
当代文化产业化的实践带来了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然而由于商业资本

不规范地介入审美文化运作，所以审美文化正在遭遇来自商业动机主宰一切

以及对感官享受的无限制追求的挑战。审美文化不能逃避现实的挑战，如何

回答和解决文化工业化、媒介化、产业化带来的审美超越的缺失，依据今日

审美文化发展的语境实现审美文化创新，即对当代现实提出的问题给以创造

性的回答，以现实性、人本性、批判性、创新意识来重新构筑变化时代的审

美境界，将成为审美文化研究新的热点和难题。

哲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陈先达

（本报告由陈先达主持，根据部分学科组成员的意见，由

任洁和童萍整理完成）

附录：“十五”期间哲学研究主要专著目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１）本体论：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衣俊卿等：《２０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澍军：《马克思理论世界观形成轨迹论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聂锦芳：《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
杨方：《元哲学初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胡军：《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林德宏主编 《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３１哲　　学　　　　



何中华：《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余治平：《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萧诗美：《是的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认识论：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之谜的哲学探索》，云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２。
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天思：《理性之翼———人类认识的哲学方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怡、郦全民、陈敬全：《虚拟认识论》，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辩证法：
孙正聿：《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唯物史观研究：
魏忠英：《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４。
有林、张启华：《论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
郭大俊：《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邓小平社会历史观研究》，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商逾：《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吕希晨、何敬文主编 《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

代意义》，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高新军：《揭开历史发展之谜：〈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谭培文：《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２。
李崇富、林建公主编 《“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
孟庆仁：《现代唯物史观大纲》，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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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勇民：《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唯物史观的当代探析》，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２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１）关于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性的研究：
王锐生、黎德化：《读懂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云飞：《跨越 “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１。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孙正聿：《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

店，２００３。
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

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商逾：《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叶汝贤，孙麾主编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田启波：《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张文喜：《马克思论 “大写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 〈人类学笔记〉、 〈历史学笔

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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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
刘放桐等：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当代哲学向何处

去》，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１。
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 “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第２、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俞吾金、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黄继锋：《阿尔都塞与马克思》，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韩秋红、李百玲：《断裂还是传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

观》，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张一兵、胡大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程出版社，２００４。
衣俊卿等：《２０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

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张翼星、贺翠香、陈岸英：《读懂列宁》，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向春阶：《列宁晚年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社２００１。
俞良早：《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万民：《列宁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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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成：《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李声禄、张国新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

民》，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钟家栋主编 《重铸中国魂：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复旦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庄福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
高文武：《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哲学思想

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王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①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下），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３。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专题著作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
邱守娟：《毛泽东的思想历程》，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邓力群主编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经济战略家毛泽东》、《外交战略

家毛泽东》、《哲学大师毛泽东》、 《文化巨人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薛广洲：《毛泽东哲学与中西哲学融合》，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余品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

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吴秉元：《论思想路线与领导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应用研究》，香

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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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４。
张启华：《读懂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百年后的毛泽东丛书”是一套纯学术性、思想性研究的著作，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它包括 《毛泽东眼中的

人》（熊芳、雍涛著）、《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薛广洲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薛广洲著）、《毛泽东政治思想
透视》（萧延中著）、《毛泽东的美国观》（唐州雁著）。

②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研究：
林建公、林庭芳、金钊：《读懂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顾有富、吴光章、申倩主编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云南民族出版

社，２００１。
姜忠主编 《邓小平与新世纪人生哲学》，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陶文楼主编 《邓小平理论与创新思维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宋惠昌：《大政治家的思想和智慧：邓小平的政治哲学》，经济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董德刚：《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的建设哲学》，河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曾德盛主编 《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新汉：《邓小平认识论思想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筠泉、方军主编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２。
屠春友：《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２。
宋景堂：《邓小平哲学思想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聂锦芳、刘秀萍：《超越 “后发展”困境：现代化理论图景中的邓小平

发展观》，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鑫：《邓小平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实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高屹主编 《邓小平理论发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涂大杭：《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４。
冯特君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李德顺：《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赵家祥主编 《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贡献》，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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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林建公等：《邓小平的实践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秦宣主编 《邓小平理论精论集：１１６位专家学者论邓小平及邓小平理

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
沈远新：《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中国经济出版

社，２００４。
陈占安主编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龚育之等：《重读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４。
郭大俊：《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邓小平社会历史观研究》，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余源培主编 《邓小平理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４。
黄楠森主编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上海社会科学院编 《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４。
张改枝：《邓小平发展理论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魏胤亭、史瑞杰、刘学敏： 《邓小平经济哲学初探》，天津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
裴传永主编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２００３。
龙平平主编 《邓小平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研究：

王伟光主编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邹吉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论：邓小平江泽民制度建设思

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桑学成：《创新与超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

性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刘世军、郝铁川： 《江泽民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洪志健：《论 “三个代表”的科学体系》，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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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若干

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崇富、林建公主编 《“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
赵明富、张新华、唐明华：《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理论创

新》，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２。
苏希胜主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包心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山东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４。
黄力之：《先进文化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周毅：《先进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应用哲学研究
（１）发展哲学研究：
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杨信礼：《发展哲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邱耕田：《发展哲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刘陆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中立等：《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鑫：《邓小平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实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聂锦芳、刘秀萍：《超越 “后发展”困境：现代化理论图景中的邓小平

发展观》，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韩庆祥：《发展与代价：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种代价学分析》，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２。
刘森林：《重思发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经济哲学研究：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余源培：《寻找新的学苑———经济哲学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
黄亚清：《经济学哲学论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２。
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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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２。
朱书刚：《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苏桂凤：《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理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邬昆：《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３）文化哲学研究：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李小娟主编 《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２版），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黄俊杰编 《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２。
周正刚：《文化国力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姚新勇：《悖论的文化》，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刘涛著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
洪晓楠：《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大连出版社，２００１。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价值哲学研究：
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韩安贵：《马克思历史观的价值内涵》，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刘永富：《价值哲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肖海鹏：《价值观念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晓升：《价值的冲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冯平：《价值之思》，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陈新汉：《民众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杨桂森：《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
李江凌：《价值与兴趣：培里价值本质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５）人学研究：
韩庆祥、邹诗鹏：《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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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诗鹏：《人学的生存基础：问题清理与论阈开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６）社会哲学研究：
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修订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南：《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云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
王新生：《市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高懿德：《未来社会哲学构思》，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２。
涂可国：《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生存哲学研究：
邹诗鹏：《实践生存论》，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郑小江： 《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死问题的探索》，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２００２。
董德福：《生命哲学在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全球化问题研究：
俞可平主编 《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丰子义、杨学功编 《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
俞可平主编 《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郁建兴：《全球化：一个批判性的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二）中国哲学

１儒学研究
陈来：《现代中国哲学追寻》，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刘蔚华主编 《儒家研究文丛》，齐鲁书社，２００１。
李锦全：《李锦全自选集》第三、四册，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
冯达文：《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文平、曾荣华编 《儒家文化现代透视》，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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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荣编 《儒家传统伦理的传播与影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玉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２００４。
陈启智编 《儒学与全球化》，齐鲁书社，２００４。
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齐鲁书社，２００４。
２易学研究
陈居渊：《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齐鲁书社，２０００。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２００１。
詹石窗：《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仲尧：《易学与佛教》，中国书店，２００１。
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汪学群：《王夫之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２。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３简帛文献研究
丁四新：《郭店楚简竹简研究》，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

郭齐勇：《近５０年出土之文献与中国哲学史》专论，２００２。
除郭店楚简的研究之外，“十五”期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藏书》（一）、（二）、（三）册的出版又掀起了学界对上海战

国楚竹简的研究，目前已有朱渊清、廖明春主编的 《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

究》一书出版。

４中国现代哲学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
郭齐勇：《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２０世纪末中国哲学重大问题探

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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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编 《徐复观文集》（五卷本），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郭齐勇、郑文龙编 《杜维明文集》（五卷本），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２。
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丁祖豪、郭庆棠等：《２０世纪中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中国矿

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树人：《庄子的批判性和后现代性》，载 《文史哲》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汤一介主编的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顾英、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三）西方哲学

１古希腊哲学研究
汪子嵩等主编 《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章雪富：《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宋继杰主编 《Ｂｅｉｎｇ与西方传统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王太庆译 《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谢文郁译 《蒂迈欧篇》，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刘小枫译 《会饮》，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德国古典哲学
李秋零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第一、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邓晓芒、杨祖陶编译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梁志学：《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郭大为：《费希特伦理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文堂：《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ＳＥＩＮ》，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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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梁志学译黑格尔 《逻辑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薛华译黑格尔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现代西方哲学
陈亚明：《经典文选》丛书，共四卷，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
《学术前沿》，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推出第三、四辑。
叶秀山：《纯粹哲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１）意志主义：
刘小枫选编 《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叶秀山：《试析尼采之 “永恒轮回”》，载 《浙江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叶秀山：《何谓 “超人”？》，载 《浙江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傅永军：《试论尼采的反政治与反主题》，载 《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

第１期。
金惠敏：《内部感觉的效能边界———论叔本华意志认识论的内在矛盾》，

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叶秀山：《试论尼采的 “权力意志”》，载 《浙江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李知恕：《论尼采的哲学解释学思想》，载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２）现象学：
靳希平编 《现象学在中国：胡塞尔 〈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

议》，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
倪梁康主编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辑·现象学与语言》，上海译

文出版社，２００１。
倪梁康主编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四辑·现象学与社会理论》，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
倪梁康主编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五辑·现象学与中国文化》，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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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现象学思潮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３）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
涂纪亮主编 《维特根斯坦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陈波主编 《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亚军：《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政治哲学：
刘小枫主编 《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万俊人译 《政治自由主义批评与辩护》，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张汝伦译 《政治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后现代主义哲学
江怡主编 《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
汪堂家译保罗·利科的 《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
杜小真编 《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３。
杜小真主编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
姚大志、赵雄峰译 《利奥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莫伟民译米歇尔·福柯的 《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尚杰：《归隐之路———２０世纪法国哲学踪迹》，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哲学史和哲学走向研究
叶秀山、王树人： 《西方哲学史》 （学术版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刘放桐等：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当代哲学向何处

去？》，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志伟主编 《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黄颂杰：《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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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西方哲学史》，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卢风：《启蒙之后———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的得与失》，湖南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６东方哲学研究
葛荣晋主编 《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杨捷生：《伊斯兰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２。
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２００３。
王家瑛：《伊斯兰宗教哲学史》，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

（四）伦理学

１伦理学理论研究
余涌：《道德权利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
倪愫襄：《善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崔永东：《道德与中西法治》，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彭定光：《社会的正义基础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宋希仁：《伦理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葛晨虹：《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邓晓芒：《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许启贤：《道德文明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龚群：《道德哲学的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张世欣：《道德教育的四大境界》，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萍、钟明华主编 《文化视野中的青年道德社会化》，中山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何怀宏：《良心与正义的探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陶富源：《终极关怀论》，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田秀云：《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任建东：《道德信仰论》，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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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研究
夏伟东：《变幻世界中的道德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吴奕新：《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罗国杰：《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窦炎国：《社会转型与现代伦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唐代兴：《优良道德体系论：新伦理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王晓朝：《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应用伦理学研究
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言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卢风、肖巍主编 《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
吴国盛主编 《社会转型中的应用伦理》，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
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施惠玲：《制度伦理研究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赵敦华：《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经济伦理：
周中之、高慧珠：《经济伦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窦炎国主编 《现代企业伦理学导论》，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韦森：《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朱林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乔法容、朱金瑞主编 《经济伦理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王淑芹：《信用伦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科技伦理：
刘学礼：《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李春秋：《当代生命科技的伦理审视》，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徐宗良等：《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环境伦理：
李培超：《自然与人文的和解：生态伦理学的新视野》，湖南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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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１。
朱坦等主编 《环境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何怀宏主编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裴广川主编 《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美〕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民译 《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轮》，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训贵主编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曾建平：《寻归绿色———环境道德教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网络伦理：
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赵兴宏、毛牧然编著 《网络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黄寰：《网络伦理危机及对策》，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朱银端：《网络伦理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姚新中等：《中西方人生哲学比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姚新中、赵艳霞译 《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刘宗贤：《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齐鲁书社，２００２。
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河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徐惟诚：《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桂梅：《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向及现代价值》，

中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任剑涛：《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３。
刘和忠：《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许建良：《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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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外国伦理思想研究
龚群：《当代西方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牛京辉：《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龚群：《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

往伦理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金生：《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

究》，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宋希仁主编 《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刘时工：《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万俊人主编 《２０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杨君武：《第四条思路———西方伦理学若干问题宏观综合研究》，湖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五）逻辑学

１符号逻辑
刘壮虎：《素朴集合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慕泽：《数理逻辑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慕泽、余俊伟：《数理逻辑基础———一阶逻辑与一阶理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哲学逻辑
鞠实儿：《基于开放世界预设的３—值逻辑》，《智能计算机研究进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美〕罗斯著，钱同慧译 《模糊逻辑及其工程应用》，电子工业出版

社，２００１。
周昌乐：《认知逻辑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桂起权、陈自立、朱福喜： 《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张清宇：《弗协调逻辑》，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小五：《条件句逻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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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语言逻辑
张斌峰：《人文思维的逻辑———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维度》，天津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１。
邹崇理：《逻辑、语言和信息———逻辑语法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逻辑哲学
梁彪：《逻辑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建军：《逻辑悖论研究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家龙：《模态逻辑与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归纳逻辑
熊立文：《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辩证逻辑
金顺福：《辩证逻辑》，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非形式逻辑
〔荷〕爱默伦、荷罗顿道斯特著，张树学译 《批评性论辩：论辩的语用

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中国古代逻辑
温公颐、崔清田主编 《中国逻辑史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杨武金：《墨经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孙中原：《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孙中原：《墨家逻辑的现代研究———沈有鼎贡献的意义》，载 《中国文

化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刘培育：《２０世纪名辩与逻辑、因明的比较研究》，载 《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程仲堂：《墨辩逻辑学解构》，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崔清田：《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载 《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

第３期。

（六）科学技术哲学

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
余谋昌：《自然价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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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志远：《最后的消费》，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张富国：《日本科技哲学思想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研究
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教材编写方面的进展
黄顺基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 《自然辩证法

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魏忠英：《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４。
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谭斌昭：《自然辩证法概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刘兵、李正风主编 《自然辩证法参考读物》，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思孟等主编 《自然辩证法新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陈昌曙主编 《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东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善信：《科学与哲学联姻的结晶：自然辩证法》，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功耀、曹志平主编 《科学技术哲学教程》，中南工业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姜振寰主编 《科学技术哲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生态哲学与文化哲学相结合的研究
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欧阳志远：《上帝的陶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钱俊生、余谋昌主编 《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４。
黄志斌：《绿色和谐管理论———生态时代的管理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
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３。
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何怀宏主编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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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齐鲁书社，２００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蔡永海：《以人为本与生命多样化———漫谈环境与自然生态哲学》，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七）美学

１美学基本原理研究
陈望衡：《２０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曹俊峰：《元美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孝尉：《美学论纲》修订本，贵州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孔智光：《理想美学》，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周宪：《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潘智彪编著 《美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健夫：《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祁志祥：《中国美学原理》，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牛宏宝：《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陶伯华：《美学前沿实践：本体论美学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靳绍彤：《美学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曾繁仁：《美学之思》，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中国美学研究
（１）中国古代美学研究：
徐林祥：《中国美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巴蜀书社，２００３。
陈望衡：《境外谈美》，花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
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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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豪：《风骨的意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曹顺庆、王南：《雄浑与沉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蔡锺翔：《美在自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古风：《意境探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钟仕伦、李天道主编 《当代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张国庆：《儒、道美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４。
包兆会：《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王凯：《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皮朝纲：《禅宗美学思想的嬗变轨迹》，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汝信、王德胜主编 《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２）中国现当代美学思想研究：
单世联：《美学的历史：２０世纪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邢建昌：《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的转型》，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李健夫： 《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反思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莫其逊：《美学的现实性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健夫：《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３西方美学研究
童庆炳：《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牛宏宝：《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程孟辉主编 《现代西方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杜寒风：《会通精神：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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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哲军，刘峰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山东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宛小平：《边缘整合：朱光潜和中西美学的思想关系》，安徽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
张弘：《美之魅：２０世纪前的西方艺术和审美沉思》，汉语大词典出版

社，２００４。
章启群：《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美学热点问题研究
（１）审美文化研究：
易存国：《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毅、刘绍武：《智者的审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陈新汉：《审美认识机制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谭容培：《审美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王义军：《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美育研究：
吴俊：《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姚全兴：《生命美育》，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袁鼎生主编 《教育审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祁海文：《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齐鲁书社，２００１。
于文杰：《通往德性之路：中国美育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王旭晓、姜敏编 《美育探微》，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２。
袁济喜：《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徐恒醇：《美育书简》（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曾繁仁主编 《中西交流对话中的审美与艺术教育》，山东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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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３。
杨宝树主编 《面向新世纪的美育与素质教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文艺美学研究：
胡经之：《发展文艺美学》《胡经之文丛》，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１。
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邢建昌、姜文振：《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 《文艺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谭君强、李森主编 《文艺美学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杨春时：《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谭好哲、程相占主编 《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齐鲁书

社，２００３。
周来祥：《文艺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林宝全：《马克思主义文艺审美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谭好哲主编 《从古典到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民族性问题》，齐鲁书

社，２００４。
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王朝元：《文学艺术与审美》，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４。
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颜翔林：《怀疑论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生态美学研究：
袁鼎生：《审美生态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２。
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教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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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理论经济学科 “十五”期间
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　政治经济学

“十五”期间，政治经济学学科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引下，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与时俱进，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开展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

要进展，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

（一）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１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内容和形式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成为了中国政治经

济学理论发展中的主旋律，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成为了许多学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 “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资本论》的方法论意

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阐

释”等一系列论著中，林岗、张宇等人提出了 “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现代内容和形式”的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

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 《资本论》的方法，并根据 《资本论》的启示，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

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

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

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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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 “硬核”①。他们还试图将这五个命题具体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分析范式的新解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主编了 《政治经济学论

丛》系列丛书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出版）学术书刊和 《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译丛》（经济科学出

版社出版）。这些成果反映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

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

的努力。

“十五”期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明显增长，并对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国内的马克

思主义学者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在 《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一书中，林岗

等人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道路以及产权理论

和企业理论等方面入手，对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在逻辑和事实

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检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制度问题上的

优越性。他们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这两种

范式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具有不同的方法、概念

和理论逻辑。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相比，在

逻辑上更加严密，更符合历史事实。② 吴宣恭等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

方的产权理论从方法论、理论体系、产权与企业、产权与公平和效率、产权

与制度变迁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系统地发掘和整理了马克思

的产权理论，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科学意义，并在如何坚持马克思

主义产权理论的指导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借鉴西方产权理论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③ 吴树青在 《从 “华盛顿共识”到 “北京共识”的几点思考》④ 中，从

比较中国和前苏东国家改革的不同理论基础和实践结果，及经济史发展的实

际深刻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产权改革的错误。裴小革对新自由主义

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产权

理论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为我们从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中各种产权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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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阐释》，《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林岗、张宇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吴宣恭等：《产权理论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吴树青：《“从华盛顿共识”到 “北京共识”的几点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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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在经济运行分析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

果。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柳欣等人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对现实

的研究是错误的，新古典理论把所有这些变量作为技术关系来对待的研究方

案从根本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

理论、分配理论和对有效需求的分析能够正确地说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变

量的决定。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使它适合于所谓 “现代

经济学”的发展，而是重新申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

和基本结论，通过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得出对现

实问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并根据这一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价值理论

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利润率为核心、包括了国民收入核算、有效需

求、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等在内的宏观经济学体系。② 微观经济分析方面，

白暴力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模型，对价值、供给和需求、价格

决定、生产函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构建了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

济学理论相区别的市场主体行为的一般理论。③ 此外，林岗等人还试图将微

观与宏观打通，在澄清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相互关系的前提下，对需

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作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解释，在分析单个商品市场价

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基础上，说明价值规律如何左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并进

而引出关于 “劳动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宏观总量分析构架。④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教材建设方面也得到了体现。如由谷

书堂主编的 《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由吴树青为顾问，逄锦聚、洪银兴、

林岗、刘伟主编的 《政治经济学》，由程恩富主编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和

由张宇、孟捷等主编的 《高级政治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等，都试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

借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有关学科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

实际，力求以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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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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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革：《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４
年第２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杨文进：《马克思的宏观
经济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白暴力：《财富、劳动与价值》，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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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性进展，并试图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体系、内容和概念进行了比

较大的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及、提高和发展。①

“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评介和研究有了

显著进展，诸如法国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节学派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ｌ）、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ＳＳＡ）、以罗默为代表的分析学
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新的流派逐步为国内学界所了解，一些重要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献，

如曼德尔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华伦斯坦的
《现代世界体系》（

!

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历史资本主义》
（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１９９９）、巴兰的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蔡中兴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阿尔都塞和艾蒂安·巴里巴尔的 《读

〈资本论〉》（李其庆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阿明的 《不平等的发展》

（高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多斯桑托斯的 《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弗兰克的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顾海良等译，中央编译
局出版社，２００１）、罗伯特·布伦纳的 《繁荣与泡沫》等在近几年陆续翻译

和出版，这些文献的出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

作用。

“十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重要的机遇。

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组织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在中共中央精神的指导下，

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政治

经济学教材建设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

重大课题的攻关正在展开，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无疑将产生

重要推动作用。

２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在党中央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指引下，我国学术界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发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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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书堂主编 《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 《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程恩富
主编 《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张宇、孟捷等主编 《高级政治经

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论著，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推动了对于劳动价值论的

研究。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取得重大进展，为确立中国初级

阶段的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做出了理论贡献。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涉及到了许多问题，如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

价值与价格的关系问题、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问题、管理与价值创

造问题、转型问题、科学技术与价值形成的关系、劳动价值论与我国分配制

度的关系、劳动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论的比较、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问题、第三产业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等等。在这场讨论中，劳动价值论与

要素价值论的争论一直是一个焦点。有的学者从现阶段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

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和

财富创造过程中”都作出了 “实际贡献”， “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仅劳

动，而且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资本或技术本身

都不能单独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作用的。如果

不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收益分配，那么，价值创造过程

就会中断，劳动创造价值也无从谈起。”① “不只是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

动也创造价值”。因为 “如果物化劳动真的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

（剩余价值），那就表明作为物化劳动的机器设备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

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②，还有的学者从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

归纳出三个暗含的前提，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和论证，得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已经过时，应该用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取而代之的结论。③

对于这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多数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上

述的这些观点混淆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也不了解生产和分配的关

系，是资产阶级庸俗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 “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④ 有的

学者指出，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的原始形式，是２００年前萨伊提出的 “三位

３６１理论经济学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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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公式，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的现代形式，是１００年前克拉克提出并经
后人进一步发展的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然而，目前，边际生产力分配

理论仍然存在三个重要缺陷：其一，资本的测度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存在性

问题；其二，成本函数的成立性问题；其三，“没有剩余”假定前提的一般

性与最大利润二阶条件存在性问题。这些内在的逻辑缺陷外在的表现为对现

实问题解释的三个理论困难：一是分配主体确定的困难；二是 “贡献”确定

的困难；三是无所有权要素 “贡献”归属问题。因此，劳动价值论是唯一科

学的价值理论。①

多数学者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经

受得住实践考验的。②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严重

误解和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不能否定，而

应当结合变化了的现实加以发展。这种发展应面对以下四个方面新的情况：

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变化；二是作为劳动价值论的研究

对象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三是劳动价值论不仅运用于经济关系的制度分

析，还进一步运用于体制分析；四是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整

体格局。③ 有的学者指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性工

程是对劳动的含义进行拓展，从总体上说，第三产业的劳动应视为创造价值

的生产性劳动，科技劳动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创新力，管理劳动体现了

人类劳动独具的组织力。④ 还有的学者指出，对生产价值的劳动的范围应该

根据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变化进行适当的扩展，应该注意到精神生产 （包

括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在当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但

也不能进行无限的扩大，以至于把本来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劳动 （比如军

队、政府公务员的劳动等）也当作创造价值的劳动。⑤ 不少学者认为，应该

根据变化了的经济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要研究科技革命、

经济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等新的经济现象条件下的价值创造问题，要以

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要突破只有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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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暴力：《要素价值论的矛盾与困境》，《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１期，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几个问

题》，《经济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卫兴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几个问题》，《新视野》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把科技劳动、经营管理劳动、部分第三产

业的劳动等都纳入到创造价值的主体中来，从而扩展生产劳动的范围，以此

达到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目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

经济学中不仅是揭示剥削和分析价格长期运动的工具，而且被用来揭示资本

主义再生产的目的和手段、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这一研究把劳

动价值论和马克思所发展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非均衡理论联系到一

起，从崭新的角度加深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①

随着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关于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创造性和

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以劳

动价值论为基础说明知识经济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他们强调，在知识经济

社会，劳动价值论仍然适用，知识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

其价值只能通过人的脑力劳动被保存或转移，在脑力劳动过程中，脑力运

用知识进行劳动，知识是作为脑力劳动的生产资料被使用的，不能自身创

造出价值，因此不能认为知识也是价值的创造者。② 郭华、李雨燕认为，在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仍然具有商品的二重属性，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中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理论对于知识同样适用。智力劳动者的抽象

劳动凝结为价值，具体劳动决定使用价值，知识产品价值同样由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

力。③ 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品的价值决定不能以其中直接耗费的一般人类

劳动来衡量，因为知识产品具有的生产和创造的唯一性和其可同时参与任意

多的生产过程的特征，决定了知识产品不具有社会平均的性质，知识产品的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应该等于该知识产品所引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节约的

量，即等于在该知识产品产生之前，社会在生产某种物质产品时所花费的一

般人类劳动量，减去该知识产品产生以后生产同种同质同量产品所需要的劳

动量。④

此外，在价值转型这一有关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内在逻辑

一致性的经典问题上，我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取得一些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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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的进展。①

３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
“十五”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当代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新的变化。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
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一些

新的重要变化，如何估计这种变化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概括和总结。高峰认为，说美

国在９０年代出现了与过往时代迥异的新经济，完全言过其实，导致美国经
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现繁荣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利润率大幅提高的直接原
因，这主要是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率的下降和生产率的上升，此外，由股市异

常繁荣刺激起来的有效需求的扩张也起着重要作用，另外还包括信息技术革

命、全球化以及经济关系和制度结构的演变等深层因素。他还认为，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具有周期性性质，而且可能意味着美国经
济走出了７０年代以后缓慢增长的局面，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②

杨国昌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社会化是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

重大调整，产业结构服务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趋势，宏观经济调

控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正孕育着社会主义因

素；③ 杨晓玲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即规模垄

断阶段和技术与产品的垄断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技术与产品垄断开
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④ 池元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从实质

上说就是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的占有与管理日益社

会化；⑤ 戴文标提出，混合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３６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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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的混合性、经济调控手段的混合性、社会成员身份的多样化等方面。①

邱海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生产社会化”仅指与资本集中相适

应的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社会分工的发展，同样也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形

式和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大型化与分散化并存，中小企业

具有强大生命力。这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有重要影响。② 孟捷认为，投资于

重大产品创新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应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资本

积累理论的框架中去。为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

的解释进行反思。他认为，通过投资于重大产品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运动规律或内生经济机制可能自主地带来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③

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严重挑战。有的学者提出，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新的科
技革命不能适应；②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新的生产力；③旧矛盾的发展；④来
自于经济全球化的危机；⑤资本主义开始变得缺乏兼容性。④

（２）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
流迅猛发展，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争论也愈演愈烈。在中国，近年来理论

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如王振中主编的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俞可平

等主编的 “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从各个角度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经济全球

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围绕着加入 ＷＴＯ，中国的理论界对全球化的实
质、影响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为基础，强调了全球化所具有的双重性质：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

化高度发展的表现，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不

只是某些技术因素决定的，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

新一轮扩张，是资本主义扩张为全球性制度的一种进程，因而经济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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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带来了机遇，又带

来了空前的挑战。它加剧了 “国际化”与 “民族化”、 “中心”与 “外围”

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并使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日

益边缘化的倾向，加剧了环境危机，使国家主权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全球

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增强。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保

持清醒的头脑，制定合理对策，在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和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

的同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 “全球主义”者鼓吹的 “民族国家崩溃说”和

“主权有限论”以及建立 “全球政府”的主张。① 还有的学者指出，虽然资

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全球化相伴随，但是，只是从 ２０世纪末开始，资本主
义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球资本主义的阶段。得出这一判断

的根据是：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新自由主义风靡

一时，资本主义制度急剧扩散并遍及了世界的所有地区，资本主义全球化在

地理上达到了极限。其次，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找到了自己坚实的技术基

础。信息革命的广泛普及和信息技术成为基本的技术范式，赋予了资本和生

产难以想像的流动性，以便于资本对抗劳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尽量避免社

会和国家的干涉。再次，跨国资本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权力

中心，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的经济和政治过程的支配日益强烈。最后，从制

度形态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各个世界的各个部分不断相互融合，并赋予它一

种特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日益挣脱国家的控制，使所有物质的和社会的空间

逐步服从资本的法则，从而使资本主义日益成为全球性的。② 他们还强调，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称的，即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日益自由流动，而劳动

力的自由移民日益困难，这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南方与北方、资本与

劳动、人权与主权的基本矛盾，体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刻矛盾。③

（３）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九五”期间，我国的一些
学者以 《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

新的现实，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所有制结构和运行特征，取得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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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展，主要的成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 （高峰主

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研究》（高峰等著），《法人资本所有制与

公司治理》（何自力著），《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刘骏民著），《社会资

本论—产业资本社会化发展研究》 （张彤玉著）。这些成果对于现代资本主

义经济中的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合作制企业、股份资本、金融资本、法人

资本和虚拟资本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制

度、宏观调控、垄断与竞争、产业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的学者还提

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解释进行反思，产品

创新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应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

的框架中去。通过投资于重大产品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或内

生经济机制可能自主地带来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① 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深化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②

上述研究成果，推进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

４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

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十五”期间，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

（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来，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

究，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为指导，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党的有关决议，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以公有制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含义、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性质、多种所有制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等问题。③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地位和意义，学术界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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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国有企业，意

味着国有企业基本上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来。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了 “非国

有化”或 “民营化”的主张，要求取消国家所有制，将国有企业变为非国

有企业。但是，多数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认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

位，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

本标志。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要求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

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那种要求 “缩小国有企业存在的范围，使其

仅仅成为矫正市场失灵工具”的主张是有害的。①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并不意

味着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在中小企业中也存在着合理

基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因为有公有制

经济才有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由于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只能是主体，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

体。如果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那么，

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就不能成立，没有什么主体非主体之分了。②

（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
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对于如何从理论上

说明这一问题，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劳动

价值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决定，应当承认土地、资本等非劳动

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

种观点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关系

是所有制关系的表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首先是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中的体现。因此，根据按生产要

素分配否定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从

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来的。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意味着承认只有劳动才

能参与收入的分配。收入的分配方式是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相适应的。③

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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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

则，十六大对这一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

市场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关于公平

和效率的这些理论得到了理论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对于目前中国收入

差距的状况的估计，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生活

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趋势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状态，由

贫富悬殊差距导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正在形成，① 在分配中坚持了 “效率优

先”的原则，但 “兼顾公平”在现实中的贯彻并不理想。② 也有的学者提

出，鉴于目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拉开的现象已经形成，因

此，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原则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的准

确性和时效性仍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只能逐步加重要公平的分量，逐步实现

从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 “效率与公平并重”或 “公平与效率的优化

结合”过渡。③ 有的学者指出， “经济学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是指少数人依靠

垄断生产资料，剥削和压榨广大劳动者，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状况。”④ 还有的学

者强调，生产决定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不能变，因为它是

针对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提出的，含有把生产搞上去的根本用意。而

要把生产搞上去，就必须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效率优先，以调动广大生产者和

经营者的积极性。而改变原来的提法，则有走回头路的嫌疑，是不利于提高

生产的。⑤

十六大提出要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少

学者对于这一政策作了具体的探讨，他们强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

训表明：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我国中

等收入者无论是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持有的收入总额上，与国外一般水平相

比还是较低。而且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面临两重难题，若单一扩大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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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总人口中比重，只能降低衡量标准，根本上还是要增加收入；但如果我

国中等收入阶层内部结构不合理，若仅增加收入又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

展。所以我们要重塑投资主体、完善投资机制、丰富投资工具、开放投资领

域、优化投资环境以促进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可这对低收入者的

关注过少，国家应在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率的前提下，以扩大就业来提高低收

入者的收入水平，实现全面的小康。①

（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

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进一步改革的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形成，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日益深入。有的学者

指出，市场经济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实行的，总是同当时当地的社

会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

方，在于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

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

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最终实现全体人

民的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② 还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品

质包括以下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在开放型市

场经济下新宏观和中观调控形式；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

式；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其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

有效形式。③ 有的学者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初期的

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在产权关系上，从内公外私到 “公

私合营”变化；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从地方政府主导型到中央政府宏观

调控下的一般市场经济的变化；在分配制度上，从 “微观讲公平，宏观讲效

率”到 “微观讲效率，宏观讲公平”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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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型变化。① 这种市场经济是一种国家主导型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还有

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的，是适

度分散的而不是过度分散的。②

（４）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发展理论。“十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
有了重要的突破。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理论和科

学发展观，这一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围绕着新的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理论，近年来理论界进行了不少有益的

探索。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新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理论

在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都贯穿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人与自然之间的

良性互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精神；③ 有研究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历次周期波动中，上升阶段的持续时间往往很短，仅有一两年。我国经济运

行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急于求成，片

面追求高速度。２００３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４年的宏观调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是一次见事快、动手早、具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

想和目标更为明确，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④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的新型工业化主要特征是，以信息化带动的，充分

发挥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且利用后发优势，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

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的工业化，这一改革过程要以市场为导向由政府来

推进。⑤ 有些学者强调，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是统一的，只有以建设

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生

态文明包含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

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⑥ 还有的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

值取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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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学者根据我国工业化的实践提出了三元经济的
理论，将农村工业作为独立存在的一元，将二元经济结构扩展到由 “农业部

门经济、农村工业经济及城市部门经济所构成的经济体系”① 的三元经济分

析，或者从地域的概念上将第三元叫作 “以小城市、镇及国有农场为有机组

成部分”② 的第三发展极，这种意义上的三元经济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一种概括。“十五”期间，我国的一些学者将知识经

济 （新经济）的概念引入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提出了新的三元经济模型。黄

泰岩认为，新经济部门的确立和发展，将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

变，即从目前的 “二元经济结构”转向 “三元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

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在三元经济的新框架中探寻中国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③ 乔根平认为，随着经济信息化的发展，在传统的工

业和信息产业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阶梯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信

息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出现了三元经济结构的问题。④ 在确立了三元

经济结构的分析框架之后，他分别就三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资

本转移机制、政府干预以及三元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

（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

“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的指导下，在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加强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对经济改革和

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反映更加及时，涉及的问题广泛而全面。如

“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问题、再就业问题、宏

观调控问题、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问题、市场体系

的发育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不仅更加及时，而且研究的深度进一步提高，广度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不少

有价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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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有企业改革
“十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关注的焦点。有的

学者指出，尽管我国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解

决：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外的国有企业脱困问题突出，难度很大；从战略

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任务还很重；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

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仍然是真正的攻坚战；加紧探索和建立国有资产有效的管

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仍然任重道远；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日显

重要，但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大，亟待解决。①

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认

为，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关键原因是对国有企业定位模糊不清以及没有抓住

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特殊职能”的定位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完全是企业，

所以衡量国有企业绩效的标准不应是经济指标。② 还有的学者强调，长期实

行的技术发展战略导致了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 “预算约束软化”，所以

必须解除国有企业承担的种种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获得自生能力，这是国

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③

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近年来企业理

论中的一个集中问题。在讨论中，有的学者对 “股东至上主义”提出了批

评，他们认为，“股东至上主义”要求所有者应该是企业的主体，但在国有

制的条件下，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实质所有者，而权利的约束又在无约束地膨

胀，这极易导致所有者缺位和廉价投票权的出现，使经营者在获取企业控制

权方面占据有利地位，而这往往与企业的利益相悖，所以一个有效率的企业

治理结构要求体现 “共同治理”原则。④ 有的学者指出，以有效的方式对国

有资产进行管理，是完善我国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建立符合市场经济

运行机制的国家所有权管理体制，就要实行 “两个分开”，建立相互关联的

两个层面的产权委托代理关系。其中，建立有效的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体制

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制度建设的核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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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国有企业改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其中，国有企业资产流失问题引人注目。有的学者强调，当前既要消除以公

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的现象，又要纠正国有企业改制中侵吞

全民公共财产、损害公共利益的倾向，在改革中要壮大国有经济的力量。①

２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

关注。不少人强调了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指出我国劳动力数量长期

供大于求，供求矛盾突出，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经济增长率出

现明显回升的同时，就业却没有同步增长。厉以宁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

因在于，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中，人员闲置和工作量未饱和的现象普遍。另

一方面，技术创新过程中，产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就业不会以同样的

比例增长，因此出现了就业量和产量增长不对称的情况。② 胡鞍钢认为，在

中国农村虽然不存在公开的失业，却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即就业不足现

象，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导致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转移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③ 莫荣认为，随着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

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领域。同时，西部大开发，加入 ＷＴＯ使得经济结构调整
的步伐更快。由此导致就业结构大调整，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结构调整出

来的劳动力，在就业总量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跨行业转移十分困难，就业的

结构性矛盾突出。④

针对目前我国就业的现状，经济学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对策性意见。

胡鞍钢认为，政府应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积极主动的发展战略。经济发

展目标由经济增长优先转为就业优先；劳动社会保障政策从社会保障为重点

的被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转为创造就业为主的主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从限

制农民进城转为鼓励农民进城；主要新增就业渠道从正规就业转向非正规就

业；从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转为鼓励吸纳下岗人员。⑤ 吴敬琏认为，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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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既保护私有财产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０７日 《人民日报》。

《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与必然选择———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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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荣：《对我国就业政策的几点建议》，《中国劳动》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当前就业形势的特点
与对策》，《求是》２００２年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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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能再依靠财政补贴、银行贷款来维持数量巨大的冗员。从过去几年的经

验看，出路在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活力和

创造力。中小企业是下岗人员再就业的主要渠道，因而应当采取逐步放宽投

资领域、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实行公平合理的税费政策、建立社会化服务体

系等一系列政策，来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魏杰认为，解决农村

问题，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一环，还应该大力发展

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来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莫荣认

为，为了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各项社会经济政策都要优先考虑就业问题，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保持国民经济的必要增长速度。同时，应当加强职业

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劳动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最后，还

要完善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使劳动者顺利实现

就业。

３“三农”问题
“十五”期间，“三农”问题日益引起各方重视，解决好 “三农”问题

也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学界围绕 “三农”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

的探讨，致力于寻求解决 “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三农”问题涉及多方

面内容，近年来讨论的热点主要有：关于增加农民收入，关于征地制度的改

革和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以及关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对以下三个方

面问题的讨论尤其热烈。

（１）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讨论。钟甫宁认为，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才是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市场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农民才有从

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农产品的供应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不打算或没有

能力大量补贴农业生产，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就必须下降到大体上与农

业 ＧＤＰ相应的水平，才能保证务农可以得到与从事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
入，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保持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体相同，现阶段

务农劳动力应当下降到全国劳动力总数的２０％甚至更低，扩大就业是增加劳
动者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的关键政策。①

林毅夫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一直沿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

业转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调整两个结构调整的方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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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但近年来农村产业、就业出现了逆向调整。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开始成

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城市企业开工不足，导致投资下降，新增就业机

会减少，农民难于转移到城市就业，乡镇企业则受到了更大冲击，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是消除过剩生产能力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首要政策。① 他还认为：增加农民收

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而无论是农村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提高科技投入水平，都与农民的素

质有很大关系。而劳动力素质决定于教育水平的高低，因此，农村教育成为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得到提高的一个重要保证。②

温铁军认为，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决策者可有两个选择：其一，以劳

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

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向非农转

移。其二，若此建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 “非市场”的、内部化

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

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他认为，若不能实行这两条， “三农”

问题难以解决。③

赵阳提出，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民增收减负的 “一剂良药”，他提出农民

收入持续下滑、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最根本原因是农村财税体制的长期僵化

使然。④ 马晓河则提出，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性强，具体操作非常重要。他认

为，农村税费改革应实行两步走战略：第一步，近期一是要提高乡村两级减

机构、减事和减人、减支出的效率；二是坚持中央财政继续向农村税费改革

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三是积极解决乡镇九年义务教育经

费问题。四是逐步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第二步，从长远来看，农村税

费改革应和城市乃至全国整体税制改革统筹考虑，以公平和城乡一体化为标

准，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税制结构。⑤

孔祥智、马荣等针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思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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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收入增长过缓，提

出在深化粮食企业改革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要

建立包括多元主体和多元市场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并形成真正的保护价格机

制；其次要完善粮食储备制度，粮食储备是粮食正常流通的必要保证，是粮

食流通体制中的重要环节，要准确计算收购量和储备粮并确定合适的计算

标准。①

周其仁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回避产权界定，财富的产权界定状况对

财富价值、从而对财富提供的收入流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回避产权界定问

题寻求农民收入增加的 “招数”，基本都是缘木求鱼。他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第一，政府永久地废除关闭粮食、棉花和一切农产品市场的行政命令，以后

政府 “干预”农产品市场，只能限于政府出资 “收购”或向市场 “销售”

农产品，但不准关闭市场或宣布民间自由交易为 “非法”；第二，废除 “民

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确立农民放弃农地要 “得到市场水平的代价”

的准则；第三，废除靠行政权力 “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 “公司办

城镇”的新体制；第四，把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 “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

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第五，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要增

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并通过此种服务改变地方和基层

政府的职能；第六，加快开放农村的行政垄断市场。②

（２）关于征地制度改革和保障失地农民权益问题。黄祖辉、汪晖的研究
显示，现行征地制度下，非公益性质的征地剥夺了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发

展权，用地单位和政府则分享了这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从社会的角度看，降

低了土地配置效率，延迟了土地开发时机；较低的征地成本也带来了较高的

交易费用和延迟成本。③

孔祥智、王志强认为，当前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补偿

标准低，并且大部分农民只得到部分补偿；当前实行的货币安置方式实际上

等于不安置；征地工作缺乏透明度，农民没有知情权，更没有发言权。因

此，必须对现行土地征用和补偿制度进行改革，要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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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置权，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使其物权化；严格执行公益性建设用地国家征

用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全面建立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取得制度；彻底改革

征地补偿费用计算和分配办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①

周其仁提出，今天农用土地在承包经营期内可以由农户合法地自由转

让，城市的建设用地可以长期向公司和私人批租使用权等形式实现转让和再

转让。目前唯一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发生在上述两个转让之间———也就是农

用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问题的症结，就是现存体制仍然把政府强制征地

视为农地转用的唯一合法途径。所谓土地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其实就集中

在改革征地制度、确立 “农地转用”的市场转让权。②

蒋省三、刘守英等人主张，开放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市场，允许农民集

体和承包农户以多种方式转让集体建设用地，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结束

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

下，集体和承包农户都可以选择多种合约形式实现土地的转让和转用。对于

千家万户农民进入非农土地市场可能引起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可以通过自

愿基础的合约和组织的选择来解决。农村集体可以接受农户的委托，集中开

发非农建设土地或设施，但不能违背自愿原则、侵犯农户的转让权。③

温铁军认为，现行征地制度要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

农民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交易成本。当政府要从农民那里拿走土地，叫垄断

征占也好，叫买也好，交易成本太高了。农民虽然没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

道，但他可以上访，包围政府。原来制度框架下的交易成本太高，高到了政

治化的程度。所以，尽管这个制度曾经给政府带来收益，但如果制度成本增

加到影响稳定，当然就必须要改变。他提出，集体土地的保障功能大于生产

功能，各项补偿得给农民。如果地方有条件以政府文件或条例的形式来规定

集体土地入市的收益分配，那么，入市以后的收益不可用于当年分配，也就

是不可用于一般性的分配来补足农民收入。这个收益只能用于农村的社会保

障。除此之外，要做一定的制度安排，专项用于医保、社保开支。这部分收

３７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②

③

孔祥智、王志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补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４年
第５期。
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２００４。
蒋省三、刘守英：《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发展调查》，《管理

世界》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益也不能由政府拿着，因为它是集体的，根本意义上是由成员权决定的。①

（３）关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白南生、何宇鹏的分析表明，靠
农业生产的增长维持农民持续收入增加的可能性不大，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很

难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过去的若干年和今后相当长的

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是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户收入增长的重

要途径；大规模的候鸟式的农民流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的特殊方式。② 王建华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促进劳动力转

移、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加快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③

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城市

就业率或失业率。王格玮提出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迁移距离和文化习俗也

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④ 刘社建、潘慧认为，由于受到来自户

籍与就业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面临很多问题，特别

是现有城市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各方面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

赵耀辉的研究表明，在分析教育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方面，劳动力流动的倾

向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中国以往许多研究低估了教育对农村劳

动力流动的贡献。⑤

马九杰、孟凡友针对农民工迁移的非持久性问题 （即农民工进城但并不

永久地居住在城市或举家迁入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低的受教育水

平、较短的进城时间、较低的收入、较低地位的职业及工种，以及较差的居

住社区环境，导致农民工的非持久性迁移取向；迁移距离并不是持久性迁移

的主要障碍，迁移距离越远的农民工表现出的持久迁移意愿越强；城乡收入

差距是影响农民工久留与否的首要因素。⑥

宋洪远、黄华波等经过调查，发现从调查反映的情况看，一些劳动力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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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较集中的地区仍然存在着对外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

及户籍管理等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有，而且在

一般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也有。他们认为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和制度是

产生这种政策变形和执行偏差的根本原因，提出为了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中央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并且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

约束机制，保证出台的政策能够严格执行。①

针对进城打工就业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朱晓斌提出政府教育政策的制

定应本着解决机会不均等、调整由市场体制所导致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对农

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也不例外。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对全国范围

内的义务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大致确保各阶层受教育群体和

个体的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国家应遵循将公共教育资

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公共教育资源应对处境不利的儿

童倾斜，这是公平观的现实表现。②

林毅夫认为，对于流动人口的子女，他们的义务教育应该由流入地的政

府来提供，因为进城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做了直接的贡献。从经济学的

角度来讲，一个工人的工作所得除了货币收入之外，还应该包含各种福利，

包括对其子女的义务教育。既然进城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做了直接的贡

献，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子女的义务教育就应该由流入地的政府来提供。如

果仍由流出地的农村来提供，等于是落后的流出地补贴发达的流入地，这种

补贴方式会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③

４宏观调控理论研究
“十五”期间，宏观调控理论研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大

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的看，主要的新情况和新进展是，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和上升阶段两种不同的宏观调控

进行了全面的理论研究。“十五”期间的前一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主要
围绕如何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和克服通货紧缩等问题展开了理论研究和

探讨；“十五”期间的后一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控速降温和防止通胀的宏观调控展开了理论研究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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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具体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情况和新进展：

（１）对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４年的宏观调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初步建立后，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所进行的第一次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没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一种

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为

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去进行宏观调控。① 另一种

观点或主导的观点认为，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具有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

须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无形的手”和 “有形的手”

的有机结合，是战后许多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所建

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

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

分，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市场

经济的活力，又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

应有之义，它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在经济

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

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宏观调控的立足点是为了发展，为了

更好的发展。②

（２）对经济形势判断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二十多年

来最为激烈的争论。有人称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主要有以下十种

观点：

第一，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总量过热③；第二，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出

现总量过热倾向、过热趋势或过热苗头④；第三，认为是局部过热，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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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应结构性地有扩有控①；第四，认为我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过热，不要轻

言经济过热②；第五，认为我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的问

题③；第六，认为我国经济是正常的 “热”，如果有市场有需要，不管多热

都不能称其为 “过热”④；第七，认为我国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与通

货膨胀，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⑤；第八，认为当前我国

经济不是过热问题，而是宏观经济偏冷特征并没有明显改变，最终消费还没

有激活⑥；第九，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有冷有热，冷的是消费，热的是投

资⑦；第十，认为不能简单说经济过热或不过热，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

情况要比用过热或不过热来概括，更复杂得多⑧。

较多学者的观点是认为局部过热，或出现过热倾向、过热苗头。对经济

形势不同判断的背后，隐含地表明对是否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和怎样进行宏观

调控的看法。

在我国经济运行是否过热的争论中，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过热是否仅

是一个总量概念、宏观调控是否仅是一个总量调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过

热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社会总需求过量增长，超过了总供给增加

的可能。宏观调控就是要总量调控，而用 “局部过热”的说法不能准确描述

问题所在。⑨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宏观经济学中， “过热”的确是一个总量

概念，但宏观调控不等于宏观经济学。宏观调控是个实践问题，是多科学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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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运用的问题，既包括总量问题，也包括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行业结构、

企业结构、地区结构、物价变动结构等等）。在我国国情下，宏观经济，不

论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增长，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问题。我国

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总量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仅

仅做一般性的总量分析是不够的①。

（３）对通货膨胀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底至２００４年初，对２００４年我国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学术

界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已经很明

显②；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③；再一种观点

认为，当前局部性的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④。有学者指出，

在分析通货膨胀问题时，一定要做动态分析，而不能只做静态分析，不可混

淆当前时点与未来时点。在当前时点看，价格总水平可能还没有明显上涨。

但这不等于在未来时点价格总水平仍然不会明显上涨。通货膨胀有一个传递

过程，必须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才能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若等通货膨

胀严重之后再来进行宏观调控，那就迟了，宏观调控要未雨绸缪。⑤

（４）对经济周期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使用 “经济周期”概念来分析和

判断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指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

阶段”。这使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再次活跃起来。在对我国新

一轮经济周期特点的认识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对我国 ＧＤＰ
增长的短周期 （波长３～４年）、中周期 （波长 ７～８年）、中长周期 （波长

１４年）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 ＧＤＰ增长过程中，２００３年是短周期波动的扩
张期、中周期波动的复苏期、中长周期波动的谷底，而中长周期波动在２００４
年进入复苏期。因此，我国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快速增长期，在短期内出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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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树成：《怎样把握当前的经济走势》，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 《光明日报》；王洛林：《中国经

济前景分析·序言》，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２００４年春季报告》，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６月；刘国光：《宏观调控若干问题的思考》，经济蓝皮书 《２００５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周小川语，见 《物价走势：考验宏观调控》，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 《中国信息报》。

姚景元语，见 《物价走势：考验宏观调控》，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 《中国信息报》。

李晓西语，见 《物价走势：考验宏观调控》，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 《中国信息报》。

刘树成：《怎样把握当前的经济走势》，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 《光明日报》。



济过热的可能性很小。① 但另有学者指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条件具有

四大特点：其一，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变了，但经济过热仍会发生，仍需防

止出现大起大落。其二，消费结构变了，但需求面的消费制约仍会存在。其

三，市场供求关系变了，但供给面的瓶颈制约仍会存在。其四，物价态势变

了，但经济增长过快仍会导致通货膨胀。由此，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努力延

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② 也有学者指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增长的基

础 （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内容 （重化工业化活动全面展开）、机制

（市场调节居于主导地位）都与以往的增长有很大区别。与此同时，一些新

矛盾、新问题也开始显露。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适当，则其可以达到的高

度、持久性、稳定性要超过以往任何一轮增长。但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不

当或不及时，就极有可能导致经济运行的较大波动。调整政策取向并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很大，经济运行面对的风险加大。因此，要把握好宏观调

控的时机、方向、力度和重点，对经济内在的周期性扩张趋势因势利导，防

止局部的、苗头性的问题演化为全局性的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③

二　世 界 经 济

“十五”期间，世界经济学界在跟踪世界经济形势、考察世界经济格局、

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应对金融风暴和加入 ＷＴ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构成世界经济学科研究的三大组成部分国际

投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三个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主要

表现：

１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问题的研究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进入一个振兴的时期。

在经济全球化中区域主义、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成为世界经济研究的

一个焦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区

域主义是多边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补充，

３８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②

③

李建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７期。
刘树成：《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人民日报》；《新一轮经济

周期的背景特点》，《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卢中原：《把握经济发展新周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经济日报》；张立群：《新一轮经济

增长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２００４年２月３日 《中国经济时报》。



而不是一种障碍 （谢建国，２００４；盛斌，２００３；李向阳，２００２）。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的重大障碍 （薛誉华，２００３）。

２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在世界三大区域———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一体化问题研究中，东亚问题

成为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东亚的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研究都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尤其是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对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研究，包括最优货币区的考察、经济

对称性和趋同性的衡量、动态标准等 （戴金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余永
定，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万志宏，２００４），二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余永定，２００３；张斌，２００４），三是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和中国的对策
研究 （李晓，２００４；张斌，２００４）。

３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和人民币汇率决定问题
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

币汇率调整问题，国际金融作为世界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

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其

一，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问题，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使用单方程计算人民币

均衡汇率 （张斌，２００３；张晓朴，１９９９；林伯强，２００２；张瀛，２００４）。其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经济增

长与宏观经济波动 （何新华，２００３；李建伟，２００３；谢建国，２００２；南开大
学课题组，２００４）。

４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引进外资已经有２０余年的历史，如何认识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完善和修正中国的引进外资政策，是跨国公司领域研

究的中心问题。最近５年来的研究集中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出口竞争
力、技术进步、就业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其是研究了外商直接

投资在中国的溢出效应 （戴金平，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冼国明，２００２；江锦帆，
２００４；蒋瑛，２００４；徐涛，２００３；陈涛涛，２００３）。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有一些负面影

响，积极作用是显著的，中国应该进一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

起飞。

５在国际贸易领域，ＷＴＯ问题成为中心问题
研究集中在 ＷＴＯ的运行机制问题、ＷＴＯ的新议题的进展、ＷＴＯ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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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投资协议和投资框架的建立、中国进入 ＷＴＯ后的发展问题，等等。在该
领域，对 ＷＴ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成为一个亮点 （朱彤，２０００；盛斌，
２００４）。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农业和金融服务业
两大行业，众多的研究成果也就集中在 ＷＴＯ对中国农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影
响问题上，包括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的金融政策调整问题、农业政策调整问题、
财政政策调整问题 （宫占奎，２００３；弓劲梅，２０００）。①

三　金融财政理论

“十五”期间财政金融理论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得

到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研究方法和成果都获得了新的进展。学界比较重视理

３８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徐建军：《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和利益分配》， 《世界经济》２００４年８月；
张燕生：《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２００３年４月；谢建国：《多边贸易
自由化与区域贸易协定：一个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世界经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薛敬孝：
《东亚经贸安排：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２００４年６月；薛誉
华：《区域化：全球化的阻力》，《世界经济》２００３年２月；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
济合作》，《世界经济》２００２年５月；朱文晖：《世纪之交的国际双边 ＦＴＡ谈判的动态与中
国的对策》，《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戴金平：《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与模式
选择》，《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万志宏、戴金平：《货币区的动态最优决策：兼
谈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世界经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张斌： 《东亚区域汇率合作：中国视
角》，《世界经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熊长江：《亚洲单一货币的可行性与前景分析》，《国际金
融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９期；周好文：《东亚货币合作：一个简单的制度分析框架》，《南开经
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张斌：《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模型研究》，
《世界经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何新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世界经
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李建伟：《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
经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张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升值压力下的政策建议》，《南开经济
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谢建国：《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协整研究与冲击分借》，《世界
经济》２００２年９月；张瀛：《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跨时期均衡模型》，《世界经济》２００４
年８月；南开大学人民币问题研究课题组： 《稳定人民币汇率，促进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
化》，《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戴金平：《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戴金平：《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地区差异
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冼国明： 《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
资》，《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徐涛：《引进 ＦＤＩ与中国技术进步》，《世界经济》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李宗卉：《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陈涛涛：《中国ＦＤＩ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２００３年
９月；江锦帆：《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世界经济》２００４年１月；
宫占奎：《公共财政：加入ＷＴＯ后的财政政策调整》，《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朱
彤：《ＷＴＯ的政治经济分析》，《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盛斌：《中国对外贸易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论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实证研究、数理分析、计量分析等手段开始得到比较

多的运用。

（一）金融理论

１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关于利率市场化问题　 “十五”期间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利率市场化的内

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国际比较与借鉴、中国的利率体制改革等。多数学者都

赞同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但在我国

利率市场化条件具备与否上却有两种观点，例如，钱小安认为我国金融机构

还没有建立权责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有待完善，没有

收益与成本、权力与责任之间的相互约束，利率就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①；

韩冬则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产权制度多元化的银行体系，股票债券市场

等直接融资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回购市场、公开业务市场、外

汇交易市场和票据市场发展较快，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提

供了有利条件②。

关于货币政策目标及传导机制问题　李念斋提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关注
金融市场的稳定③。许崇正等认为由于资本市场在迅猛发展，股票市场的作

用越来越重要，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要重定：在把稳定物价作为最终目标的

同时，把经济增长、资产价格稳定以及就业增长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④。

而盛松成等认为开放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内部目标应设定为保持总量平

衡，外部目标应为汇率基本稳定基础上的经常项目轻微顺差⑤。在我国，公

认商业银行信贷途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近年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种

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发育不良好，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出现障碍。王

珏等认为货币政策过分依赖信贷渠道将会影响货币政策效应，应重视利率渠

道的根本性作用，形成以利率渠道为主、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为辅的货

币政策传导体系，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保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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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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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钱小安：《金融开放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的动力、约束与步骤》，《金融与保险》２００３年第５
期。

韩冬：《中国利率市场化问题研究》，《河南金融干部管理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李念斋：《论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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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　“十五”期间，理论界出现了 “货币

政策是否应该干预股票市场”的争论。许崇正等认为，股票价格的波动无论

是否是由与经济基本面相关的因素引起的，都可能破坏股票市场传导机制，

对金融稳定和长期经济稳定构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不能放任股票市场自

发的传导货币政策，须将其纳入监控指标体系中①。余明桂等、孙华妤等则

主张中央银行对股市的态度只能是关注而非盯住，如果用货币政策手段来干

预股票市场的过热或过冷，不仅会削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会人为改变股

票市场的运行规律。②③ 邓乐平、冯用富等认为随着金融资产的种类与数量

不断扩张，整体经济呈现出 “倒三角形”的势态，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

系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货币政策干预股市的波动是无效的④。

２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研究
何为民营银行，这是民营银行争论的首要问题。关于民营银行的定义，

主要可以归纳成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产权结构说，认为由民间资本参

股或控股就是民营银行；二是资产结构说，认为民营银行的服务范围主要是

民营企业，贷款客户主要是民营企业；三是公司治理结构学说，认为按照市

场化的原则经营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四是经营者身份说，典型的是国有民

营和民有民营的提法。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状况，曾康霖提出了民营银行

较为宽泛的定义，认为 “民营银行相对于官营银行或国有银行而言，只要这

个银行的产权为民间所有，由经理层独立自主经营，以赢利为目的，资产的

所有者享有对净利润的分配权，这样的银行就是 ‘民营银行’。换句话说，

民营银行就是 ‘民有、民营、民享’的银行”⑤。

关于发展民营银行的目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支持民营企业说；二

是深化金融改革说。第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体制与民营经济具

有明显的排斥性，二者之间存在观念冲突、制度冲突以及利益冲突，解决这

些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发展民营银行。大多数学者持第二种观点，认为无论从

银行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力发展民营银行都十分必要。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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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民营银行的路径选择上，有的学者主张新建，重点发展增量，有的学者主

张立足改造，优先重组存量。

３资本市场研究
关于股票市场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政策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股市是

国民经济晴雨表，但却与实际不符。贺强通过建立政策周期直观的政策量化

标准，从中抽象出股市、政策和经济三种周期的特征，来研究它们的互动关

系。研究显示，经济周期对股市周期有内在、长久和根本的决定作用，但并

不意味两个周期完全同步。１９９１年以来，中国政策周期和股市周期几乎完全
同步地运行了一个半周期，虽然股市周期在反映政策周期时具有夸张性、超

前性与滞后性，但不影响政策周期决定股市周期的结论。如果三种周期背离

的时间太长，背离的空间过大，股市周期就有可能摆脱政策周期的支撑，向

经济周期合理复归。① 许均华等将政策变量划分为连续性和离散变量，运用

回归分析研究连续性政策与股市的关系，利用统计分析、事件方法研究非连

续政策变量的影响。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考虑股票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认为，伴随资
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界限日益模糊，货币供应

量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失去了稳定的联系，货币数量不再简单地与物价和收

入呈比例关系，而是与经济体系中所有需货币媒介的交易 （包括金融市场交

易）有重要相关性。实证分析显示，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

另一组成部分。由于目前股票市场尚不规范，央行应该关注股市的波动，但

不能把它作为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②

关于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　发达国家的股市存在财富效应，美联储还将
此引入了经济预测模型，但国外对于财富效应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却有较大

争议。目前我国尚在讨论 “财富效应是否存在”。林琳借鉴莫迪利亚尼的消

费扩展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还不显著，发达

地区的消费与虚拟财富的相关性更高，虚拟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有挤出效应和

棘轮效应，即前期的股票投资收益对后期的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现阶段

挤出效应明显大于财富效应；由于市场不规范，上涨时大投资者受益，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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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小投资者受损更大，因而上涨时消费与投资收益负相关，下跌时则正

相关①。

４金融监管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是否采取统一模式监管问题　大多持支持意见。普遍认为，在

我国金融发展初期，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对于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

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银行、信托、证
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机构的融合，将使现存分业监管体制所

隐含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使不同类型金融机构

之间的业务区分日益模糊、业务往来更加密切的形势下，为了加强监管协

调、提高监管效率，需要采取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有学者建议，在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将监管的

三驾马车形成合而为一驾马车，现在三驾马车的联席会议表明我国已经走出

第一步。而且在监管体系的构建上，为了更好地实现由现在的分业监管尽快

向统一监管过渡，需要尽快考虑与国际接轨，建立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监管委

员会。同时，要积极发挥一线监管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实行适当分级

监管，由现在的一级监管转变成三级监管。②

关于混业经营问题　虽然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但金融业
混业经营是有条件的，而且目前无论从宏观监管环境，还是微观主体的制度

基础都不具备混业经营条件，因此，分业经营还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政策选

择。与此相应，面对混业经营初露端倪的新形势，我国的金融监管应根据金

融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调整。首先，事前设定一成不变的我国金融业监

管模式是不切实际的，金融业监管模式应该根据混业经营试点中出现的具体

情况逐渐调整成熟。其次，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业监管机构改革

看，业务统一客观上要求监管机构的统一。③

（二）财政理论

１公共财政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公共财

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者财政模式，国家分配论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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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论所涉及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主要回答财政的本质，

而后者主要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定位或者财政类型。如贾康

认为，所谓财政，简要地说可以概括为 “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财政

是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服务的理财系统。从经济学上看，它体现的是一种

分配关系，这个分配关系主体必须是政府，没有政府作为主体的分配，

就不能把它称为财政。那么财政作为一个理财系统，要按照何种导向来

运行，才能最好的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战略目标的要求呢，

回答就是公共财政。①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能问题　学界一般认同，资
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这三大经济职能应当包括在内。除此之外，也

有观点从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承担着领导经济

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任务出发，推导出我国公共财政还具有支持经济

体制创新、管理国有资产、建立财政投融资管理体系等职能。② 还有的观点

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除了具有三大基本经济职能之外，尚具

有监督职能。③ 而王国清等则认为，财政职能除了经济方面的之外，政治方

面体现为维护国家的职能。④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　学界从收入制
度、支出制度和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重点内容包括：税费改革、税

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预算改革、分税

制的进一步规范尤其是省以下分税制的完善，等等。这些研究，对于丰富和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框架，对于财政改革的实践，均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２公共支出理论研究的进展⑤

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绩效问题　 “十五”期间对于公共支出与经济绩效

之间关系的研究，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是从公共支出的结构出发，分析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强调人力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庞瑞

芝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最优财政支出的建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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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支出应该确定最优的收益对象。① 阎坤和王进杰在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时，提出从长期的经济增长着眼，政府支

出应更多投资于公共资本与人力资本领域，而不是用于消费和转移支付。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也是 “十五”期间公共支出理论研究

的一个重点。胡书东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变动之间的关系。计量

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相关，政府支出增

加对民间消费的作用是挤进的，而不是挤出的。② 谢建国和陈漓高则利用一

个基于跨期替代的模型得出结论：在当年，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呈

互补关系，但在经济系统经过充分调整达到长期均衡时，二者之间则转变为

替代关系。③

关于公共支出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十五”期间，学界尝试寻找一些新

的视角，以获得对公共支出制度研究的突破。如黄继忠区分了现实财政支出

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对省级财政支出制度进

行了分析。其基本结论是，现实的有关财政支出的事前合约 （正式制度）并

不完善，因此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的浓重色彩；有效监督的

制度条件不够完备，使得托管人对有关财政支出的立法软化，监督乏力。这

是目前财政支出产生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的根源。④

３财政风险理论研究的进展
“十五”期间学界对于财政风险的研究，至少体现出两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是从政府资产负债结构是否匹配的角度来认识财政风险；二是拓宽了对政

府负债的范围界定，即从仅仅关注政府的直接显性负债发展为全面考察政府

的直接、或有、显性、隐性负债。

１９９８年，世界银行公共部门管理专家 ＨａｎａＰｏｌａｃｋｏｖａ发表其世行政策
研究工作论文 《政府或有负债：威胁财政稳定的隐蔽风险》（“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ＨｉｄｄｅｎＲｉｓｋｆｏｒＦｉｓ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在这篇具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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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的文献中，Ｐｏｌａｃｋｏｖａ首次提出了 “财政风险矩阵”（ＦｉｓｃａｌＲｉｓｋＭａ
ｔｒｉｘ）的分析框架，并按照直接与间接、显性与隐性的标准将政府负债划
分为四大类，进而比较系统地描述了政府或有负债对财政稳定性构成的巨

大威胁。这一分析框架对于 “十五”期间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比较

大的影响。

马拴友在国内率先运用 Ｐｏｌａｃｋｏｖａ的财政风险矩阵对中国公共部门债务
进行了估算。刘尚希、赵全厚则系统性地运用 Ｐｏｌａｃｋｏｖａ的财政风险矩阵，
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四类负债状况。他们的总体结论是：近期看，

中国的财政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但呈不断扩大的趋势。① ２００３年，刘尚希发
表论文 《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这篇论文进一步发展了他与赵全厚

２００２年论文的基本思想，强调单纯地就债务论债务是没有意义的，财政风险
必须在政府支出责任与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进行比照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卢

文鹏在其专著 《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担保与财政成本》一书中，则开辟了一个

研究财政或有负债与财政风险的新角度，即从财政成本权衡的角度来研究中

国经济渐进转型过程中的次序安排问题。

四　外国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史

“十五”期间，我国理论界在外国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出

版了一大批专著、论文、教材和译著，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许多重大课题有了阶段性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一）“十五”期间外国经济学说 （包括西方经济学）研究的

概貌

　　１综合外国经济学说的最新发展动态，加强对前沿理论的介绍和评论
近些年来，外国经济学说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说发展异常迅

速，学派林立，许多非经济因素被引入经济分析之中，由此而产生了各种新

兴分支、交叉学科。有些经济学内部出现进一步的细化，如金融学进一步细

化为行为金融学、新制度金融学、新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体系选择理论、金

３９３理论经济学　　　　

① 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Ｊ］，２００２，《管理世界》２００２年第５
期。



融市场摩擦理论、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计量学以及与货币经济学相区别的金

融经济学等。对上述外国经济学发展新动态，我国理论界的反映较为迅速。

对这些新动态有的作了介绍、译介，有的作出简要的评论和分析，体现了中

国经济学的开放性。

２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加强外国经济学 （西

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分析

企业理论是这一时期微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几乎所有相关领域都

有所涉及。这里可将其分为：第一，企业成长理论：企业家理论、企业融资

理论、产权改革与企业的发展、企业 “进入权”理论、中小企业研究专题、

企业与市场关系、企业间信任理论、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道德审计、

企业 （动态）能力理论、企业战略联盟、合同与企业理论、企业并购研究、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分析、资本结构理论；第二，企业成本理论：企业破产成

本理论、企业价值估计研究、知识资本理论、沉淀成本理论；第三，企业组

织理论：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员工持股理论、企业失

败理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利益相关者治理 （共同治理理论）、人力资

本产权理论、剩余控制权理论、企业知识管理理论、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家族

企业的研究等。同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市场界定理论、消费者剩余理

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此外，还从总体上考察了西方

微观经济学的徘徊与发展的状况。

宏观经济学中的失业回滞理论、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函数研究、经济政策

动态一致性理论、均衡信贷配给研究、时间不一致性在经济政策中的应用、

探索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货币政策目标研究、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研

究、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消费选择理论等都是

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增长理论的研究中，除了继续保持对传统学说的兴趣

外，内生增长等新增长理论的探索正日益加深，主要论题有内生增长理论中

的公共支出理论、内生增长与失业的关系、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以

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等。

这一时期，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学流派的分析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学者

们针对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对经济文献进行专题梳理；一些重要经济学

家的思想精华被重新挖掘、发挥。对于众说纷纭的各经济学流派，除了系统

介绍以外，还将其理论观点进行研究、对比、取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

方各流派争夺主流正统地位的论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

３９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的争夺，中国大多数学者保持超然的态度，不以官方地位与否褒贬其优劣

高下。

对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探索努力近年逐渐增多，这一方面体现在

对西方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说吸收和借鉴。有许多学者从历史沿革、学

术渊源的角度进行总结性研究，取得较好的成就。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经济

哲学和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研究方法与基本原则及现实意

义的争论、争鸣上。尤其是在经济学的日益 “数字化”问题、“经济学帝

国主义”问题、道德和经济的关系问题、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作用问题、生

态经济伦理问题、关于传统儒学对现代经济伦理的作用问题等几方面出现

研究热潮。

３借鉴国外经济学有效的经济规律和先进的分析方法，解释、解答中国
经济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

理论和建议

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案例和取之不尽的

研究素材，同时又提出了各种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如经济转型、环境保

护、区域发展、公共品提供等。近几年来，理论界对上述问题作出多方面的

探索。

转型理论近１０多年一直是国际、国内经济学界的热点。最近，俄罗斯、
东欧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对早期的改革主张进行反思，检验已有理

论，发展新的理论。经济学界放弃 “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含有市场化与稳

定化、私有化等主张的 “后华盛顿共识”。中东欧国家力求更动态地理解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逐步形成新的转型理论——— “渐进—制度观”。

我国学者加强了对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经济学的研究和评论，尤其是把俄罗

斯经济体制改革同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如对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

轨进行总体评价；总结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俄罗斯的转轨前

景及其应用中国经验的可能性等。我国学者还明确使用 “转型经济学”的

概念。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倡导，环境与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理论界在吸收国外环境经济理论中关于资源与环境的价值评估、财产权问

题、可持续性问题、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理论、环境问题的数量

模型、越境环境问题、环境与资源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研究等成果的

基础上，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反思。他们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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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乐观论和环境悲观论，确立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

的生态经济论。认为生态价值高于经济价值，在绿色消费、绿色 ＧＤＰ核
算、环境税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分析、新绿色革命、农村经济与生态

环境的互动机理、环境标准的经济效应、水土保持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好

成果。

西方经济学中区域经济理论已由传统的区位理论发展到区域经济发展理

论，而其中最新的进展则是新地理经济学。面对这种新兴的应用学科，中国

学术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从总体上吸收、思考其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学科

体系等基础性问题。事实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相当发达，论题深刻

而具体，如区域经济划分理论、区域现代化问题、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理论、

区域经济趋同性假说、区域增长趋同研究、区域增长的结构因素分析、区域

经济与产业集群研究、产业结构协调理论、行政区域经济等等。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先后出现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发展

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梯度推移发展等新探索、新模式。区域

经济理论界还把经济全球化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

区域一体化问题、地方产业群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对策问

题等。

至于公共品经济理论，其所涉及的主要范围：公共品需求与供给分析、

公共投资的效应研究、公用事业的垄断及其规制理论、公共开支的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研究、公共品实验研究以及政府在公

共品提供方面的作用等等，我国学者也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国理论界对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动态一直保持着关注

的态度。国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 《资本论》和劳

动价值论都表明了态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扬或贬低。对此，我国学者近

几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①在争论、争鸣的同时，回顾、反思一
个多世纪以来劳动价值大论战的历史，反驳一些西方学者对劳动价值的否定

说法，坚持发展劳动价值论；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结合时代特点，提出
“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等多种价值理论模式；③拓展新的研究思路，将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他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④致力于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的尝试；⑤注重研究除劳动价值论以外的问题，如
马克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资本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

论等。

３９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二）“十五”期间外国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得的

主要成果和重要进展

　　１“十五”期间外国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得的主要学术

成果

这一时期，学术界第一个重要成就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重新修订、出版了一批新的高校教材。胡代光任总主编、高鸿业任顾问的

“２１世纪高等学校经济类核心教程”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包括
《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管理经

济学》、《劳动经济学》等６门，在学科安排上较为集中，突出基础，是一套
高水准的大学教材。邹恒甫主编的 “经济与金融高级教程丛书” （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注重向新领域拓展，包括 《动态经济学》、 《经济学中的拓

扑方法》、《产业经济理论》、《货币理论》、《财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市场的经济方法》、《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９门
课程。白永秀、王军旗主编的 “新世纪、新概念经济学专业系列教材”则试

图在既与国际接轨、又能取材于中国案例等方面做出探索。此套教材 ２００３
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类成果是出版、发表了大量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其中很大

一部分学术专著以丛书的形式，聚集而出，声势浩大，可谓 “规模效应”。

林岗等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论丛” （２００１），
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其贡献不仅在于及时反映国

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而且在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

代形式的努力，其中可以刘元春的 《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林岗和张宇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作为代表。程恩富主编的

“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含有８本专著，涉
及俄罗斯东欧经济学、激进经济学、日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凯恩斯主

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个方面，具有

取材广泛、中外融合、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特点。刘凡主编的 “现代西

方经济学丛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包括刘凡、刘永斌 《产权经济

学》、胡震等 《过渡经济学》、方齐云等 《增长经济学》、王晓刚等著 《信息

经济学》等，涉及制度理论、政府理论、现代企业理论诸多方面的内容。这

套丛书力图在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原有新古典理论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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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上有所突破。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的 “当代经济学

系列丛书”（２００２）含有４个子目，即当代经济学文库 （反映中国经济学最

高水平）、当代经济学译库 （翻译出版外国名人名著）、当代经济学教学参

考书 （介绍国外高校通用教材）、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 （着眼于国际经济学

最新进展）。这套丛书的特点在于反映了当代经济学的大致面貌和历程，总

结并挖掘出已有或潜在成果，展现了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中青年经

济学家文库”（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已陆续出版了３３本中青年学者的经
济学著作，内容涉及经济效率因素分析、市场理论、效率与供给经济学、共

生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

除了丛书之外，还有大量单行本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和数量众多的学

术论文、会议论文拥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成果中，有的拓展了所在学

科的领域。如海派经济论坛第１４次和第１５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提出要
以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

构建一种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 “新马

克思经济学综合”，即新的建立在经济全球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

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这是一种大大地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领域的思路。有的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革新。杨小凯、张永生著 《新兴古典

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和杨小凯 《杨小凯谈

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等著作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
的方法，改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而确立起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学科体

系。有的可称之为 “补白”之作。如蒋自强等编写的２３０万字四卷本 《经济

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打破已有的 “美欧中心论”，在经济

学研究对象领域实现时空融会贯通，整个研究体例令人耳目一新。有的在研

究视角上独树一帜。如郑栋材 《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综观经

济学原理探索》（广东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３）试图打破传统微观、宏观经济学
的视角分野，建立起统一的即综观的理论框架。颜鹏飞、孙波 《中观经济研

究：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再思考》 （《经济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以介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的新眼光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乔

洪武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 （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在众多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成果中，以其独到的整体个案的研究视角取胜。

王耀中 《中国投资体制转型研究———一种中西比较的新视角》 （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也是不可多得的有关研究中国转型期投资体制的著作。还有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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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得到深化。如针对劳动价值大讨论中存在的疑难点，

顾海良、张声雷合著 《马克思劳动价值的历史与现实》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以马克思本人由劳动价值的反对者到赞同者为起点，讨论了 《资本

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方法体系、劳动价值论在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之交的命运
以及当代劳动价值的新课题、国际价值的新形态，既有历史角度又有当代意

义，使劳动价值大讨论进一步深化，从而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许多学者在批判原有理论的不足上或反驳错误理论

上下工夫，推出了一批富有科学批判精神的力作。韩德强 《萨缪尔森 〈经济

学〉批判———竞争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对西方经济学持整
体批判的态度。白暴力 《评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所谓否定》（《经济

学动态》，２００１年第８期）对英国学者斯蒂德曼 （Ｓｔｅｅｄｍａｎ）的论文 “Ｍａｒｘ
ａｆｔｅｒＳｒａｆｆａ”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王曙光 《经济学的贫困：科学反思与范式

革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认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分析范式
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言之 “致命的自负”，应该对经济学进行全面严

肃的反思。在变革旧有的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还推演出新的结论，比如对

ＧＤＰ的研究。朱龙杰将现行 ＧＤＰ与绿色 ＧＤＰ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现行
ＧＤＰ的不足 （《现行ＧＤＰ与绿色ＧＤＰ进行比较研究》，《江苏统计》２００１年
第９期）。杨缅昆主要考虑了绿色ＧＤＰ的核算问题 （《绿色ＧＤＰ核算理论问
题初探》，《统计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黄德发探索了可持续发展与 ＧＧＤＰ
之间的关系的建构问题 （《略论可持续发展与 ＧＧＤＰ建构》， 《统计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９期）。而颜鹏飞、李朝辉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进展》［《福建论

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６期］则研究了中国一度盛行的 “ＧＤＰ崇
拜”或 “ＧＤＰ情结”及科学发展观问题。这样，学术界通过讨论、探索，
逐渐放弃原有 ＧＤＰ观念，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之一———绿
色 ＧＤＰ。

注重基本原理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应用是另一些论著努力的方向。张金昌

《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致力于从不同
角度、不同层次研究了评价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方法，如 ＷＥＦ评价法、ＩＭＤ
评价法、出口数据评价法和标杆测定评价法等。杨宝良 《外部经济与产业地

理集聚———一个基本理论逻辑基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

文汇》２００３年第６期）运用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逻辑，对我国工
业经济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邱立成、洪涌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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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基于古诺模型的静态博弈分析》（《世界经济导报》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通过基于古诺模型的静态博弈分析，认为垄断或寡占竞争市场格局的形成取

决于东道国市场的开放度以及竞争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其他如刘友金 《集群

创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 （《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４年第 ５
期），郑海航、时永顺 《对人力产权要求的理论分析》（《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４
年第１１期），张蕊 《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 （《会计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于立、肖兴志主编 《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应用》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等都是讲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很好例证。
除了教材和学术专著、论文以外，理论界的第三个成果是出版了一批重

要的译著。外国经济学名著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由冯兴元等主编 “西方现

代思想”丛书包括米塞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米歇尔·鲍曼 《道德的市

场》等１５部经济学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和 ２００３）。商务印书
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继前几次后又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出版了道格
拉斯·诺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论》、凯

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经典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

版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

未来走向，包括英国大卫·雷斯曼 《保守资本主义》等著作 （２００３）。 “远
东文库·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采用滚动开发，陆续出版的出版方法，目

前已出版了青木昌彦、安藤青颜合著 《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３）等著作。人民大学出
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翻译的主要是处在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
的经济学著作，已经出版的有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维纳

什·Ｋ迪克西特 《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等。

萨缪尔森的 《经济学》第１７版已由萧琛翻译并出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０４），反响很大。ＰＲ克鲁格曼 《国际贸易新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Ａ鲁格曼 《全球化的终结》 （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多纳德·海
德里克·莫瑞斯 《产业经济学与组织》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威廉·
布雷特、罗杰·Ｌ兰塞姆 《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第三版）（人民大学出

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等的出版对理论界的研究工作，裨益颇多。
令人高兴的是，除了翻译外国学者的著作，理论界还注重吸收外国学术论文

的思想营养。许多学者往往将探讨相同领域的学术论文的观点加以梳理、综

述，从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例如徐飞、徐立敏 《战略联盟理论研究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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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管理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６期），范丽群、周祖城 《国外企业道德审计

研究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周勤、盛巧燕 《企业破

产成本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王步芳 《世界各大主流

经济学派产业集群理论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等都是
成功之作。

２“十五”期间外国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主要课题的基本进展

“十五”期间，外国经济学理论界的许多课题取得了重大进展。这里可

将其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 “九五”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如纪

玉山、曹志强等 《现代科技创新经济学》 （长春出版社，２００１），赵家祥、
丰子义合著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 （高等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张小仲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变

化及对策研究》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滕有正、刘钟龄等编著
《环境经济探索：机制与政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黄登仕编著
《经济系统的密度周期性和复杂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等都是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

第二个部分是 “十五”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十五”期间外国经济学研

究领域中大量的科研课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经济全球化问题中的经济全

球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展中国家的对策、与我国经济转轨的互动关系、

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地方产业群的竞争优势等课题；经济政策研究中

的财政政策目标定位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内在关联研究、关于消费习

惯形成研究等课题；转型理论中的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等课题。尤其是

企业理论研究中课题更为集中，包括产业聚集与中国地区差异研究、文化传

统与家族企业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研究、企业并购、产业经

济学理论发展研究、利益相关者致力于企业绩效研究、内部劳动力市场研

究、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研究等课题。这当中又以对中小企业研究最突出：

中小企业聚集创新优势研究、融资战略研究、分布规律及政府作用研究等。

在研究者们辛勤的工作下，上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都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如赵景峰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０２ＣＪ１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理论探讨》２００４年第４期），针对理
论界目前只从一个角度和侧面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局面，试图探索出一套

统一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庄起善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０４ＢＪＬ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俄罗斯 １２年经济体制转轨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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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报》（社哲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对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成本
收益，俄罗斯选择激进式改革的原因、过程及其结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

析和论证。张凤林等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０２ＢＪＹ０３８）的阶
段性成果 《西方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评述》（《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７期）
总结了自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以来的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林汉
川、杨仕辉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０２ＢＪＬ０５０）的阶段性成果
《回应反倾销博弈模型与案例分析》（《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建立
了一个回应反倾销模型，并结合美国对中国倾销的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另

有一些课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同支持，也取得

项目阶段性成果，如张捷、梁迪 《银行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国外

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４期），马九杰、董琦 《中

小企业信贷约束的成因与衡量：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赖明勇、包群 《关于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的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新进展》 （《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８期），周勤、季敏
《沉淀成本理论综述》 （《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曾德明、陈立勇
《利益相关者致力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 ３
期）等。

除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取得可喜的成果外，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也获得

了重大进展。像教育部重大课题 “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

机理及对策研究”（０１ｊａｚｊ７９０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 《国外环境经济理论研究综

述》（张小蒂、黄祖辉、穆贤清，《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对当前
外国环境与资源的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总结了财产权问题、可持续性

问题以及环境与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的研究概况。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十五”规划研究项目 （０１ＪＡ７９０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消费习惯形成的

研究进展》（龙志和等，《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５期）分析各种消费习惯
形成模型，如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消费习惯形成模型、理性消费习惯形成

模型、多重消费习惯形成模型等。其他课题，比如 “十五”规划课题 “从

国际比较看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缺陷及对策”（０１ＪＡ６３００４６）（《金融中介
理论及其变迁》，《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１期）、重大课题 “中国市场经济

研究”（０３ＪＲＤ００１１）（曹和平、林卫斌 《企业与市场关系新释：产业链与市

场结构》，《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等也有较快的进展。至于其他基
金资助的课题成果，在此不一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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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史部分

“十五”期间，在全国从事经济史科研和教学人员的勤奋努力之下，本

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在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学派和学科建设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史学工作者在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学派和学

科定位等方面的探讨继续深入。

例如，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也可说

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

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着重社

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这是极好现象，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

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的全面发展。他认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

论，经济史研究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资料的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学以及

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论证，同时也指出了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

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

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① 吴承明上述有关见解，在经济史学界产生了

很大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从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亦即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

的研究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另有

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要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

基础来研究，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

全面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史研究

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更不是把经济引导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

“社会史”靠拢。②

不少经济史研究者认识到研究工作应当注重古为今用，在选择研究课题

时更加侧重于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有的学者指

出，过去经济史研究中往往重视一些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影响；

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 “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在新世纪

里应注重对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新世纪经济史研究应有 “两个

４０３理论经济学　　　　

①

②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有关章节，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２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淡化、三个侧重”。“两个淡化”是指：（１）淡化断代界限，加强贯通古今
的跨代专题史研究；（２）淡化学科界限，加强多学科交融，特别是社会科学
各学科间的交融。“三个侧重”主要是对经济史与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所作

的区分，即经济史研究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而侧重实证分析，短期

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而侧重中长期考察 （几十年为中期，百年以上为长

期），突变因素和渐变因素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好比经济史

是地质学，现实经济研究是地理学，经济史研究要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素材

和深层次的规律性成果。①

中国社科院武力研究员认为，现代经济史学科目前更多的是采用历史研

究方法，即使采用或搬用一些西方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也必须能够与历史

事实相符合，否则是站不住脚的。因此，生搬硬套、简单的 “拿来主义”在

这个学科很难立住脚。

在学科建设方面，“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史学会在太原 （２００２）、成
都 （２００４）召开了两次大规模学术年会，各专业委员会也分别举行了多种学
术活动，中国经济史学会还与其他单位合作发起了一些学术活动，对经济史

上的传统经济、小农经济、城市发展、市场发育、经济组织、区域经济等问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经济史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济

史学会于２００２年代表全中国经济史学工作者，正式成为世界经济史学会的
团体会员，为加强中国经济史学工作者与世界各国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为

进一步开展经济史国际比较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２００２年，《中国经济史
论坛》在国学网开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投稿和浏

览，成为利用网络技术加强全国经济史工作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２一批视野更为拓展的、有分量的经济史论著相继问世或获奖
“十五”期间国内出版的社会经济史专著，据不完全统计约有３００多种，

发表的有关论文数以千计，难以一一枚举。从这一时期问世的社会经济史论

著选题来看，研究视野的拓展十分明显，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

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货币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

济史、人物评传等，研究论著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过去几乎

是研究空白的中国企业制度演变、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

４０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陈争平：《新世纪经济史学：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３期；《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４年年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支、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

趣，这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

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

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

城市化、市场发育、企业发展和公司制度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

成较大的反响；东南一带中青年学者经数年努力，已经出版了有关中国海洋

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新论著。

原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被认为是学术 “断层”。从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进展很快，“断层”已不复存在。这方面的研

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改革开放 ２６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总体
和各个方面专题的论著，二是研究改革开放以前 ２９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
的综合性和专题性的论著。共和国经济史料整理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

重要者首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一套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篇幅很大，一部分资料书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已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更多的选编工作仍在进行。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国家社

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收录汇编的资料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

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

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档案资料。这

些材料在几十年前绝大部分属于绝密、机密文件。它们对于全面总结新中国

建立后有关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将为

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厚实基础。

经济史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只有 “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先

打下较厚实的研究基础，才能做出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

术精品。可喜的是，“十五”期间一批有分量的经济史专著相继问世或获奖。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十五”期间两届的一等奖中都有经

济史的著作：２００２年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①、２００４年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② 和 《唐代财政史稿》③，中国社科院

４０５理论经济学　　　　

①

②

③

汪敬虞主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并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类优秀成果奖 （２００１）、第四届吴
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２００２）、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２００２）。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国财经出版社，２００１。
李锦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常务副院长王洛林认为这是 “因为经济史的著作比较有分量、比较扎实”①。

这一时期颇受学术界重视的三大套多卷本综合性的经济通史相继问世，

它们都是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大专院校多位专家之力，历时数年，多者

１０余年，而完成的 “有分量、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前两大套于 “九五”

期末问世，“十五”期间获奖②；“十五”期间，新的１０卷本 《中国经济通

史》问世③，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３若干重要学术论争取得新进展
（１）关于 “五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阶段。

关于 “五种生产方式”论争直接联系着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历史的认

识，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论题，２０多年
来国内学界有关论争一直在进行着。 《历史研究》曾于 ２０００年第 ２期刊登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对以往史学界有关论争进行初步总结。

“十五”期间，林甘泉批评有些人说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是斯大林制造的理

论模式的说法。他指出，这种说法不但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实际，也

是对中国学者的不尊重。只要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多少有所了解的

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一定历史阶

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正是他们，明确指出原始公

社、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

几个时代。他强调，对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能指望在一定期限就能得到

共识，而 “社会经济形态所要研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阶级等级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是探讨文明

时代社会特征无法绕开的深层次的问题。”④ 赵德馨则以经济活动中的人际关

系为划分标准，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历史分为５个阶段，即氏主经济

４０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②

③

④

王洛林：《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一套是宁可主编的５卷本 《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获北京市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和中国图书奖。另一套是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的９卷本 《中国经济通

史》，其中 《先秦经济卷》周自强主编，《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卷》

高敏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宁可主编，漆侠著 《宋代经济卷》，漆侠、乔幼梅著 《辽夏

金经济卷》，陈高华、史为民著 《元代经济卷》， 《明代经济卷》王毓铨主编， 《清代经济

卷》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其中数卷于２００２年获第四届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和第
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赵德馨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林甘泉：《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中华读书报》。



形态 （从氏族形成至夏代以前）、宗主经济形态 （夏代至公元前 ８世纪）、
奴主经济形态 （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２世纪）、庄主经济形态 （公元３世纪
至公元８世纪）、地主经济形态 （唐代至清代，公元９世纪至公元１９世纪），
并分别论述了各个经济形态内部的分期和经济特征。①

（２）关于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史学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市场发育是商品

经济研究的议题之一。在 ２００２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经君健会长对近
５０年来大陆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上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至今，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
式核心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史更多地涉及中国传统交换经济的

制度和过程；更多地探讨了地区市场和专业市场、商人和商人集团。有关

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也在深入展开，学者在研究中对流通在经济运行过程

中的作用更加重视。总体上说，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的学术研究，从选题到论证，都与当时的整体理论环境和经济建设息息相

关，从而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史”的研究中

应该出 “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而丰富的历程，蕴藏着大量的经验和

教训，其中许多可以为当前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我国商品经济经历

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长期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及其形成的结果就是我们

的国情内容之一。②

冷鹏飞从整体上研究了我国上古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封建时代 （中

古）商品经济的形态与演变、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形态、中国封建社会

的商品交换形态。③ 何兹全认为战国秦汉的商品经济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生

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

解体，导致城市经济的兴起和繁荣，也导致土地兼并和集中，农民破产流亡，

导致奴隶制的发展，终止土地荒芜、人口减少，使战国秦汉极为兴盛的城乡经

济走向衰落，出现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为中古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④ 蒋

４０７理论经济学　　　　

①

②

③

④

赵德馨：《五主经济形态论纲》，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４年年会论文。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２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何兹全：《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福亚通过史料考证和逻辑分析后则得出结论：当时北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

在北魏孝文帝后出现了恢复局面，南方东晋南朝和北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和

传统市场与两汉相比在某些方面还略有发展。魏晋南北朝的商品经济和传统

市场遵循两汉以来的道路迈动着艰难的步履。① 许檀的研究表明，城乡市场

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化。② 张忠民提出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 “小生产、大流通”论，社会

商品生产的源头在小生产，小生产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独立进行的生产

组织，大流通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统一的全国市场，而是指全国范围内的货物

流通，具有面广、量大、层次丰富等内容，大流通也正是由于有了广阔的小

生产的依托而得以不断的延续与扩展，并由此而造就了传统市场的发育和繁

盛，维持和延续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李根蟠认为，“大流通”只

有相对的意义，它是相对于小生产而言的。他认为 “小生产”自身不可能造

成 “大流通”， “大流通”格局的形成需要考虑比 “小生产”更多的因素，

例如地主阶级消费需求的推动，国家机构和官僚贵族消费需求的推动，尤其

是国家赋税政策的拉动，等等。③ 还有一些学者对近代在西方冲击下中国近

代市场制度的变迁、近代开埠通商后商品市场的繁荣和城镇的发展促进了区

域经济的近代化进程、近代乡镇集市和庙会的发展、近代交通发展对区域市

场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近代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等等进行了分析，而

外国经济史学者戎殿新则指出，市场也有其先天缺陷。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

矛盾，在资本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屡

屡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二次大战后，人们在对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

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了一系列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机

制，使人们把握和驾驭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假如没有国际

经济协调机构和机制，也许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已崩溃多次了。④ 其他

一些外国经济史学者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初期所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发

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和对策等进行了研究。⑤

４０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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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２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２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４年年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
这是 “十五”期间悄然兴起的研究课题，研究者或从经济史，或从思想

史，或从灾害学，或从历史气象学，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许多

研究注意关注技术、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等因素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

系，涉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孙绍骋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救灾思想和救

灾措施、救灾主体、防灾减灾措施、救灾措施等，并对我国当前的救灾制度

提出了对策建议。① 有的学者从先秦诸子思想中发掘抗灾救灾的思想渊源。②

李根蟠指出在我国传统的 “天人关系”论中， “三才”理论比之 “天人合

一”更接近现在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有机统一自然观

的特点。③ 阎守诚对唐代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系统研究。④ 程遂营对唐宋时期

开封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个案研究。⑤ 冯贤亮集中阐述了变动环境下的社

会调控和反应问题，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控制的变迁，进

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讨论。⑥ 宁欣、李凤先以唐代幽州为例，探讨了政治经济

的区域变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⑦ 研究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保障

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整合了社会资源，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⑧

（４）对传统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对传统经济进行重新评价，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论题。方行指出土

地制度、赋役制度和租佃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呈现为以国家配

置资源为主、地主配置资源为主和农民配置资源为主三个阶段，从而推动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⑨ 魏金玉的研究表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

展在清代前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但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制度

形式、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其间有新的因素出现。但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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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朱晓红：《先秦诸子的抗灾赈灾措施》，《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 “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 “天人关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其研究成果包括阎守诚 《唐代的蝗灾》， 《首都师大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阎守诚、李军
《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龚汝福：《浅议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４日 《光明日报》。

方行：《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广阔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

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经君健强

调 “地主制经济”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 “牛鼻子”。① 有的研究利用新材

料，对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其中对秦汉名田宅制的厘清，就是一个例子。②

林刚呼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和生产方式的积极因

素，要注意大力发掘我国近代经济中发生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生

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不应低估我国传统经济包括手工业产品在近代中国

所仍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③

传统手工业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收获。陈振中收集 ７０００余件青铜工
具图录，并对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进行了深入研究，用功之勤，颇受学界赞

誉。④ 郑学檬对古代企业进行了界定，并对古代企业进行了梳理。⑤ 有的论

著从手工业经济的角度对前近代的手工业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述。⑥ 李晓从市

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角度，综合考察了宋代工商业经济，具体发现了政府对

工商业经济的干预、参与及影响。⑦

近些年，以北京地区经济史学者为主体，围绕 “传统经济与近 （现）

代化”这一主题，召开了有关 “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 “中国传统经

济再评价”等一系列小型讨论会，与会学者较为强调小农经济的积极作用。

而另有学者认为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 “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

中的，８０年代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
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 “消灭小农经济”

才能解决 “三农问题”。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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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治集·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杨振红：《秦汉 “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２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郑学檬主编 《中国企业史·古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２。
魏明孔主编 《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该书为４卷本。其中第一卷
“先秦秦汉卷”，蔡锋著；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魏明孔著；第三卷 “宋元

卷”，胡小鹏著；第四卷 “明清卷”，李绍强、徐建青著。

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
赵磊：《“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 《光明观察》。



（５）关于区域经济史研究。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该时期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李伯重认为，推动明清

江南工业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受国内贸易的推动，

江南还处于东亚贸易圈的中心地位。在清代中期，江南早期工业化远未达到

其发展的极限。能源—材料节省型的发展是江南工业的重要特点。① 龙登高

认为，１１～１５世纪江南完成了古典市场的革命性变化，奠定了区域市场的基
本格局，１６～１９世纪江南形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形态，１９世纪后期开
始了痛苦的裂变，但未完成近代转型。② 另外，西部经济开发研究的成果比

较集中。

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较为关注中国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差异。有的学者运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区经济奇迹的出现作了解

释。另一些学者认为：东西部差别比较重要一点是对市场认识上的差别。东

部如上海的官员，谈经济注重质量，而中西部官员则看重经济增长率，反映

出东西部官员对市场认识上的差异、继之则有政策上的不同。进而言之，一

省之内各区域之间差别也不小，东部个别县、镇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比不上西

部平均发展水平。比较有意义的是东部一些乡镇积极推动农民适应市场，而

不是先去明确产权，农民学会在市场中生存发展，农村的发展和市场化就有

希望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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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１５５０～１８５０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中国经济史学会２００２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第二部分　理论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
薄弱环节和发展趋势

　　总的来看，“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成就显著，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研究有了较大起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对

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有了很大的进展，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反

映更加全面及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十五”期间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中还

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　政治经济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展仍然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代
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亟待加强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大发展机遇，要求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有新的突破，以便提供一种能够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的

一般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１００多
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

过渡，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

异。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

新问题，这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巨

大变化需要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

科学的说明。但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在科学说明这些新现象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还不能令人满意。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马克思的个别

结论，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哪些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恰当甚至是

４１２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错误的解释，尚未区分清楚。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大

理论尚需进一步进行探讨和阐释。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

前瞻性问题及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如对改革如何深化，如何有效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解决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如何

在改革开放中有效防范风险，如何加强和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

观调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当前经济理论研

究中热衷于赶时髦、追风潮的短期化倾向仍比较严重，基础理论的研究薄

弱，“玄、虚、浮”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些不正的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侵

袭到对学术成果的评价、项目的评审、奖励等领域，有的研究人员学风不

正，粗制滥造、甚至剽窃行为也有发生。对这些问题，必须予以坚决地纠

正。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观点

还比较流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关系理论概

括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时如何

科学地应用这些范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

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公有制与市场机

制的兼容性、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等一些根本问题的理论还缺乏基

本规范，认识还相当混乱。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性和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有会有消极的影响。

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有所弱化，原有的政治经济
学的领地在不断缩小

近年来，国内重视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有所

发展。不少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力量有所削弱，队伍中

后继乏人的现象比较严重；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相对滞后，具有重大理论

和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相对较少；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

流经济学盛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被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

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种倾向需要尽快纠正。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介绍是

必要的，但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在批判地消化和吸收上还需要下很大

工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是理论和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对

于这一原则应当坚定不移。但也必须清醒看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定的

经济理论或多或少要体现经济生活中当事人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取向，在经

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也占主导地位，体现他们

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的经济理论就应当是主流的经济理论。理论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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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和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所以有所削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

为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不能科学地应对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我们

改革实践的挑战。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应当怎样分

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怎样看待经济危机周期的新变化？怎样看待现代西

方国家的所有制状况？怎样看待分配关系和形式的新变化？知识经济条件下

资本与劳动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和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此等等。在社会主义改

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一

系列新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到市场经

济能不能以及为什么能够与公有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还会走向两

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真正克服市场失灵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得到

真正科学的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

３对 《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的研究和挖掘工作还比

较薄弱

对于 《资本论》的研究，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的研究形式、内容和方

法。必须立足现代视角、运用现代方法、联系现代实践研究 《资本论》。

《资本论》是取之不尽的经济学理论富矿，对它一遍遍地挖掘可以不断地挖

出新的精神财富。过去我们从 《资本论》中挖出推翻旧社会的系统理论，今

天我们也可从中挖出建设新社会的丰富理论。尽管近些年解说和研究马克思

《资本论》的著作和教材在我国可以说有近百种，但有明显特色和新意的不

多。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的研究更加薄弱。实际上，一些西方经

济学的有关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提得更早，阐述得更科学，问题是，我们对

《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的挖掘和深化做得还很不够，

现在出版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著作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的研究框架，针对这种

情况，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得到加强，必须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

（二）“十一五”期间发展趋势

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将得到坚持，对基
本理论的研究会不断加强，拿出有说服力的成果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需要反对两种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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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条主义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在理

论渊源上，要立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基本原则之上；在研究重点上，要坚持

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作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体系红线；在内容结构上，要以改革和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在方法

上，要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现实分析与历史分

析相结合。

２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将以 “问题意识”为导向，对

在中国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进行反思和整理，其中包括理论前提、假

设、方法论基础和理论逻辑本身，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前人，实现创新

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存在两极化趋势：一方面，向专业化、精细化、微

观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向综合化、一般化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具体

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形成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以及流派之间的相

互交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需要在这种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化的两极化趋势

中加以把握。在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时，要注意把握 ２１世纪世界经济
格局变化的总体趋势：既要把握经济发展过程的转变 （包括世界经济一体

化、电子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等）；又要把握制度变迁。构建政治经济学体

系应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做到高起点、宽视野。

３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将拓展
从研究领域看，首先，从制度研究向经济运行机制延伸；其次，从物质

生产领域伸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再次，从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向新的生产领

域扩展。１９世纪的物质生产是以机械加工为主。２０世纪经济不仅有机械化
生产，而且还有自动化生产。下世纪人类的生产活动在向高科技、新产品发

展的同时，从陆地奔向海洋，飞向天空，其触角甚至延伸到宇宙空间。这些

新生产领域出现，无疑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４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将进一步科学化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般都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所使用的方法重

演绎、重抽象，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也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个体劳动和个

体操作的状态。随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仅仅

依靠传统的方法已显然不够了。随着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愈向社会生产实践

活动靠近，其运用的色彩就愈浓。对客观存在的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不仅

需要定性分析，而且需要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要进行周密的观察和预

测，而且要直接地进行调节和控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同自然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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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方法

和手段。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

息论等方法论的形成以及数学上的一系列新成就，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学

的科学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日趋严密精确和定量化。政

治经济学强调运用科学规范的抽象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排斥运用实证分

析方法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也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

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作为研究方法可以有许多种，现代科学的发展为我们

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工具，如数量分析、边际分析、归纳法、演绎法、抽样调

查等。

二　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

１关于宏观经济理论研究
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问题，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较少，应用性的理论研究

略多，而政策性的建议却极多。也就是说，一些学者经常爱提出政策性建议

和发表政策性意见，但这些政策性建议和意见却缺乏一定的应用性理论研

究，更缺乏基础性理论研究。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重工具、轻现实的倾向

有所加剧，许多理论研究往往只是国外模型的简单照抄，与中国经济现实的

吻合程度很低，从而造成研究结论南辕北辙的现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缺乏一支具有较高理论素质的宏观调控研究队伍。

“十一五”期间，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趋势：

宏观经济学将在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通货紧缩

等多个方面，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差距。在政策操作层

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制度背景，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对中国宏观调控理论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宏观调控的实践提供理论支

持和指导。故其发展趋势之一必然是注重经济运行实践的评介；趋势之二是

引入数理以及实证的方法，通过模型及相关论证，为宏观调控的操作提供可

资现实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趋势之三是引入制度、法律等因素，进行历史的

综合的研究。

２关于货币和财政理论与政策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货币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西方成熟理论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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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国际经验来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问题，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货币政策的具

体操作和实际效果层面，并且存在着较大分歧。另外对货币政策的其他相关

研究还略显不足，较零散和不成体系。和国外相关研究相比，货币理论与政

策的研究差距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具有前瞻性，

在对实际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因而能够反馈一些有益的政

策建议从而有效的指导实践。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创新不足，多数研

究都是用以解释现实，用数据拟合和评价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属于后顾式

验证，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因此在政策建议和指导实践方面的效果大打折

扣。这些问题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

在财政理论研究方面所存在主要的问题是：基础性理论研究不够，应用

型理论研究较多；在理论倾向上一些学者注重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其中对凯

恩斯理论关注最多，而对凯恩斯之后的西方各种财政理论研究得较少；在理

论适用性上也不尽如人意，有的研究不注意理论的前提条件，生搬硬套来研

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对某些问题如国债风险浅层次的重复研究，而对一

些具有前瞻性问题如开放条件下财政政策的研究深度不够；有的研究缺乏综

合性，往往孤立地看待财政政策，对政策之间的配合研究得不够。此外，比

较研究存在不足，虽有进行一些国别之间的比较，但选择的比较对象比较单

一，较多的限于几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很少涉及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同

一阶段国家财政政策的介绍。

就发展趋势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应该是在充分把握本学科发展的国际趋

势上，结合转轨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存在的实际

问题，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对经典理论和模型的假设前提不断地进行修正，

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作一些基础性的、前瞻性的和创新性的研究工

作。具体来说，应加强对以下重大问题的研究：如货币供应量的划分和货币

流通速度的再认识、货币需求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研究、货币政

策时间不一致性与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货币政策的结

构调整职能研究、货币政策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货币内生性与外生性研

究等。

３关于世界经济学科
就研究内容而言，世界经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包括以下几点：

（１）世界经济形势的跟踪和预测的能力还很薄弱。我们对世界经济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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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数据库和预测模型，而只能依靠综合性

地参考各国和国际的预测机构的结论。

（２）世界经济研究同改革开放的要求的有机结合还不够紧密。中国经济
增长速度已经是世界瞩目，中国的外资流入量和国际贸易总量，已经明显居

世界前列。因此，在注意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的同时，如何将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汽车市场、中国的教育产业等放在世界经济的背

景上进行比较对策研究，如何测定外汇市场和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对于中国

企业活力的影响，已经不再可以轻视和回避。更深层的是中国的市场地位问

题，目前国际上还有很大的阻挠和否认我们的势力，如何从机制和运行两个

角度，更有效地增进世界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也是一个值得加强的

环节。

（３）研究的内容有待拓宽。目前重点研究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这当
然无可厚非，但是韩国、东南亚、拉美等国的经验，似乎有可能更切合我们

当前的需要。“拉美现象”在国内恐怕就不那么家喻户晓。教育上的一个根

源是忽视 “小语种”，导致人才稀缺。

“十一五”期间，世界经济学科发展的趋势是：研究的专业化、综合化

和中国化。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

学科就显得愈发重要。世界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与方法为指导，吸取西方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合理成分，揭示全球化条件下

国际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世界经济

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范围不仅涵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和国别经济研究，而且需要借鉴和运用发展

经济学、比较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乃至世界政

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学研究

的重点之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关系问题。１３亿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代国

际经济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当然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立足

国内并借鉴国外经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处理好中国

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是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责任。

４关于经济史学科
从整体上看，国内经济史学研究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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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领域不够宽阔。当代中国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各
种取向和目标选择，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时代的新视角开拓研究的新

领域。诸如历史上的所有制 （包括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国民

经济各部门 （工业、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对外

贸易和国际贸易，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

始积累，企业史，历史上重大经济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经济活动，历史上各种

产品的产量与产值、人口、租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生产力和

技术史等等。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应覆盖整个经济学。当

今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技术、生产力、数理、环境、国土、生物、知

识、信息等等领域，并出现了技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相

应的学科。经济史的研究也应相应地跟进。

（２）研究内容上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
束缚研究者的视野。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就出现了研究各断代经济史的学者

分别强调所研究朝代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贬低以前朝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情

况。同时，比较研究，特别是国别比较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这也使得研

究者看问题的深度和研究方法、视野都受到局限。

（３）研究方法不够新颖。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必须
有经济学及其各门分支学科的范畴、原理等理论分析和经济学的定量研究等

各种经济学方法，才有别于政治史，军事史等，才称得上经济史。随着经济

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新成果的展示

和被运用，都会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新方法。要善于选择和运用新的研究

工具、研究方法，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创新与深入。

（４）有些论著质量有待提高。个别作者将国外传入的某些 “模式”生

搬硬套到中国史研究上；也有作者对国内外研究动态注意不够，对同一问题

重复写作，有 “炒冷饭”之嫌。有的论文资料不够丰富，论据不足，或套话

连篇。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继续深化，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

等，现实经济中也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例如，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
农业发展前景，国内保险、通讯、证券、汇兑等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机

制，金融体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

的关系，中国经济安全等等，将对经济史研究提出众多的新要求，也将带

动诸如历代 “三农”史，城乡经济往来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近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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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历届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财政及金融制度关系史，企业制度和工商组织史，各个时期地区发展

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

济史专题研究。

５关于西方经济学学科
展望外国经济学研究之发展趋势，至少应该有两点：其一是继续保持

中国经济学的开放性，开拓学术视野，对外国经济学说，包括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及其历

史、派别都应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其二是实现外国经济学说的中国本体

化，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注重中国国情，力求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学

的现代化。

纵观２０世纪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新古典传统受到了一次次挑战和冲击，大有被一系列新范式替代的局面和趋

势，因而我们应当着重研究以下几个方面：信息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发展

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企业家职能经济学等。

（三）“十一五”以及更长一个时期内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的发展规律看，理论经济学在中国能

否繁荣和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１）能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２）能否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
济学中的科学成分； （３）最根本的是能否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经济社会实
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这三点既体现理论经济学学科发展

的基本趋势，也是致力于理论经济学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和措施。

“十一五”期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包括：

１科学发展观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无

论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必

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从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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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２构建和谐社会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

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

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

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从经济学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和基本分析范式研究
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原理和基本范式方

面的不同特征，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建立具有现代内

容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经

济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和概括，要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重新阐释

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和存续的条件；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

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

行为的一般理论研究，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重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体

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

析框架。

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从理论到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有

待深入研究，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

科学依据和优越性；实践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形

式、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

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和企业产权的 “混合性”以及由此

产生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理好公平

和效率关系等。

６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研究
根据党的十五大与十六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理论和

政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与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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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经济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实现它们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实现统一

的途径和机制。

７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的关系研究
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一直关心的研究课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

个实证性经验研究问题。在经济学层面上，系统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分

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公平观在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会产生

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而收入差距的大小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研

究，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指导。

８扩大就业的对策和思路问题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关系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业问

题是我国相当长时期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如

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就业之路的问题。

９“三农问题”研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适应我国

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迫切需要就怎样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开

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

１０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研究
深入研究怎样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经

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问题。

１１科学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
正确判定宏观经济形势的科学理论依据有哪些？如何建立与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相适应的指标体系？例如，如何分析和

把握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确定经济波动的合理波幅？如何动态地考察物价

走势？应该确定哪些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先导指标？等等。研究这一问题的

重要性在于，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给出具有说服力的依据，防止经济形势

分析上的混乱。

１２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我们过去采取的 “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虽然取得了明显的增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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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但是已经遇到来自经济社会许多方面的越来越严重的警告。传统增长理

论认为，增长的约束条件是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足；新增长理论认为，增

长的约束条件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缺乏，而中国的增长现实还显示，经济增

长的重要约束条件还有增长过程中的环境约束、资源供给约束、结构失衡约

束以及社会和谐约束等。深入分析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约束条件，为中国

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理论支撑。

１３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技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技术和创新能力大

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发展的相关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科技能力

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各国科技发展的相互依存关

系不断加强。在这种大环境中，能否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成为影响一个

国家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因素。迫切需要对我们如何更好地利

用外部技术资源，促进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成长问题开展研究。

１４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有些增长模型正在力图把法律制度、不平等和社会

冲突 （民主、政治分裂、政治稳定性）、政府制度、各类无形制度等制度因

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由于制度概念本身的多样化，有关制度因素对

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的各种新解释尚缺乏标准指标和分析方法的公认框架，

但对于某些类型的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然

而，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新的研究状态尚缺乏清楚的认识和了解。需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

１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方式和生产

关系的发展和演变，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化引起的资本形式的发展，收

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和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和规

制，经济周期的变化等问题。

１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济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条件下，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

理论及当代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发展作为劳动价值论在国际范围内应用的国

际价值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理论 （南北关系、中心与外围、主导与依

附、不平等交换等等）与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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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变迁及其借鉴
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流派和观点以及政策变迁，深入

分析它们的形成背景、适用范围、实践效果，从中找出可供借鉴的理论和政

策，有助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

１８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相互关系及转型研究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现代经济直接取代传统经济的简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表现出碰撞、竞争、合作、利用、共

生、替代等多重关系。在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领域，考察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

中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关系，关注传统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

位、演变、转型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将加深我们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现

代化道路的认识。

１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研究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

有关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发展的

研究比较薄弱，亟待加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经济体制发生

了重大变化，即转为战时经济体制，其对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

估的影响。

２０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中央集权历史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政府主

导型的。因此正确认识和规范政府的经济职能和作用，成为未来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关键性问题。需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而开展相关研究：国家与农民关系

史、政府区域经济政策史、国有企业史、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史等。

理论经济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吴树青

（本文初稿政治经济学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林岗、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同志提供；

宏观经济理论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

室王诚同志提供；金融财政理论部分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

研究中心刘锡良、程均丽，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王国

清、吕伟同志提供；世界经济学部分由南开大学戴金平、北京

大学肖琛同志提供；中外经济史部分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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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孔、武力，清华大学陈争平同志提供，经君健和中国人民大

学贺耀敏提供修改意见；西方经济学由武汉大学商学院顾海

良、乔洪武同志提供；理论经济学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及建议

今后需研究的重大问题由南开大学逄锦聚、刘俊民、王玉茹，

南京大学洪银兴、刘志彪、范从来、张二震、沈坤荣、杨德

才、郑江淮、葛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树成等同志

提供。北京大学吴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中国人民大

学林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树成审阅了各个部分，北京

大学吴树青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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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量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数量经济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经济研究领域正在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应用研究领域，“十五”期间又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

取得了重要进展，数量经济学的普及也有了长足发展。

从面上看，数量经济学所取得的成果与进展较集中地体现在 “２１世纪
数量经济学前沿”这套系列丛书中。进入 “十五”以来，中国数量经济学

加大了学术活动的力度，每年召开一次全国范围的数量经济学年会，并在会

前制定出当年会议的主要论题，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每年编纂一部会议论

文集，取名 “２１世纪数量经济学前沿”。这部论文集基本覆盖了目前数量经
济学研究的各个层面。

目前，在数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研究成果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宏

观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运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所做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

测研究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并得到了中央决策部门的支持。其中，中国社

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每年春秋两季所做的 “中国经济形势分

析与预测”的研究报告具有一定代表性，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

此外，近年来，运用ＣＧＥ（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模拟的研究又取得
了新的进展。

（二）数量经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科研人员收入微薄，科研机构经费紧张，许多研究都带有创收性

质，从而严重影响了数量经济研究的水平与质量，以致造成目前理论研究落

后于实践需要的局面。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

研究两个方面，目前这两个研究领域都是数量经济学的薄弱环节。数量经济

学应用理论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其中既包括技术性较强的模型技术研究，也

包括数理模型研究，需要大量的高级研究人才，但由于科研机构待遇低，往

往难以吸引人才，即使吸引了人才，也难以留住人才。虽然大专院校在待遇

问题上解决得较好，但因老师教学任务重，加之缺乏与政府部门和有关科研

机构的沟通，对现实需要了解不够，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也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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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五”期间数量经济学重点研究方向

“十一五”期间，数量经济学除继续开展 “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

“财政与金融问题研究”、“外贸与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企业与产业经济研

究”、“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等研究外，应进一步加强对中长期发展问题的

研究。特别是通过运用经济计量模型、ＣＧＥ模型等研究手段，对各种宏观经
济问题、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模拟研究，以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同时，数量

经济学还应加强对改革问题的研究。

二　技术经济学

（一）技术经济学发展回顾及 “十五”期间的主要成果

技术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我国广大技

术经济工作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广泛吸收国外相近学科的有

益成分，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新兴综合性交叉学科。技术经济学科建立

的宗旨是扭转经济建设只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果的错误倾向，促进决策的

科学化。我国十分重视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国家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中，将技术经济学作为和工农业科学技术、基础科学并列的
重点发展的七门学科之一，并规划了技术经济学重点研究领域。国家第二个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中，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被列为重
点研究项目之一。二十多年来，大量现代经济理论、经济分析和项目评价方

法引入我国的技术经济学，促进了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进入 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后，国家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和急切需求，为技术经济学科的深
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使技术经济学科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十五”期间，技术经济学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和进展。主要表

现为：

（１）生产率分析。我国学者在生产率研究中，对国际上所采用的乔根森
教授关于生产率的理论和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 “纯要素生产率增长

率”的概念，具有创新意义。中国技术经济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对我国技

术进步的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测度，对中国总量层

次的生产率进行了计算，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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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２）经济增长质量和产业结构研究。采用基于乔根森教授所建立的理论
和方法论，利用我国学者提出的纯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对我国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并在部门水平上对我国 ２３个部门的增长因素
进行计算和分析；同时对不同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比较，对不同

部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分类，研究和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和经济

增长方式的部门差异。

（３）技术创新体系研究。具体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的一般特征，当代技
术创新的主要特点与趋势，技术创新系统的三个层次 （即跨国技术创新系

统、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企业／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的基本结
构与运行机制，技术创新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方式、相关程

度和运动规律，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等。

（４）项目评价理论与实践。在项目评估领域，已形成庞大的项目评估咨
询队伍。在应用上超出了传统工业项目评价的局限，拓展到涉及环境、资源

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领域。针对中国超大型建设项目的需要而形成的超大型

项目经济评价理论和方法，突破了常规项目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拓展了区域

经济与宏观经济影响分析的领域，并应用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京沪

高速铁路、杭州湾交通大通道建设项目、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的宏观适用性

分析等，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科学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二）目前技术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技术经济研究摊子铺得很大，比较散，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１）学科理论有待创新与完善。技术经济学科尚没有形
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技术经济学界对它的理论构架、学科体系、研究对

象和研究内容存在较多争论。目前技术经济学已经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

域，例如，技术创新、生产率分析、知识经济等，但理论较零散，缺乏学科

理论上的系统归纳。（２）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学科的中国特色与国际相关学科
的融合。由于国际上没有与技术经济学完全对应的学科，影响了在这个领域

与国外学术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术经济学科的发

展。（３）学科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应用需要加强。技术经济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在微观经济领域应用较为普遍，今后应加强学科在国家宏观经济与重大决策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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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经济学方法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技术经济

学方法将广泛应用于各种技术政策、产业政策的论证与评价；生产力布局、

转移的论证与评价；经济规模的论证与评价；资源开发利用与有效配置的论

证与评价；企业技术改造的论证与评价；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经济分析与

技术引进的论证与评价；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研制的论证与评价；企业经济

和技术潜力的分析、论证与评价；发展战略的研究、论证与评价等等。以技

术经济理论方法应用为主的咨询业，比如项目评估、估价咨询等面向市场的

行业也将有更大发展，其从业人员中的大部分是一线的技术经济学人才。技

术经济理论方法也将应用于环境研究领域中，如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经济

损失估算，即绿色 ＧＤＰ核算体系，环境政策与管理的经济分析等。在信息
经济领域，将应用于技术进步与信息化战略，企业信息化技术经济评价理论

与方法等。知识经济研究也将把技术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带入到一个新的天

地。技术经济学方法还将应用于以下一些方面：企业绩效评估，证券投资基

金绩效评估，资产评估，资源、生态与环境的价值评估，资本效率与经济增

长分析，人力资源开发，政府公共工程项目评价理论与方法，大型区域开发

项目经济分析与社会分析，技术产权交易和金融挤兑的博弈分析等等。

“十一五”期间本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是，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技

术演变规律和技术发展战略，中国技术进步的走势分析及其促进政策；技术

创新动力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技术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适应性的研究；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经济分析、环境影响分析、区域经济影响分析、社会评价

等综合评价问题等。

三　企业管理学

（一）国外企业管理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纵观国外企业管理学的长期历史演变，可以说主要是企业成长和与企

业成长相适应的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现代企业诞生至今，基本上可以用

五个历史阶段来概括，每一个阶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管理理论出现。一是

现代企业制度确立和普及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主导理论集中在企业论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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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度论方面，提出了赢利企业、企业家、所有与经营的分离等一些最基

本的概念。二是大企业体制阶段。大企业体制的基础是三个大量，即大量

生产、大量流通和大量消费。在这种形势下，“规模经济”理论成为这一

时期企业成长的主导理论。三是企业多角化、跨国化发展阶段。由于规模

扩张的有限性，企业为了盈利最大化，实行跨行业参入和兼并、多角化经

营、跨国化发展。与之相适应，经营战略理论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管理理

论。四是事业重构运动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网络组织理论和企业

集团理论等，企业文化论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五是企业重塑思潮阶段。在

这一思潮中，有关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成长创新的理论正在日益成为主导

管理理论。

企业重塑思潮的兴起，触及到了企业管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它预示

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走向一个全新的时期。目前国外企业管理学所关注的

理论新课题，基本上是以企业重塑思潮为主线的。未来国外企业管理学有

关企业重塑的主要课题及其理论研究将集中在矛盾管理理论、企业范式转

换理论和再生论、反向思维式研究等。其中，近年来反向思维式研究盛行

于管理学界，它包括忘却理论、失败研究、边围创新研究、过度行为研

究、偶然性研究等。这些理论发展趋势对我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二）我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问题

我国企业管理学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原苏联模式
到逐步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学体系的艰辛探索过程。７０年代末，我国逐渐形成
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单纯生产型企业管理学体系。８０年
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企业管理学也初步实现了由生产型

到生产经营型管理体系的转变。９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实行，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管理学体

系已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进入新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

建设提出了强烈要求，以引进为主要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在中国大地上得到

了超常发展。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有与企业管

理相对应的专业，ＭＢＡ、ＭＰＡｃｃ、ＥＭＢＡ等一批专业硕士学位得到了迅猛发
展。研究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高校、企业、社科研究机构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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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短短几年内，几十种版本的译著、教材、编著相继问世；大量的优秀

论文、课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但从总体上看，企业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为：一

是研究方向不甚明确，主要以引进为主，照抄国外的同类教材；二是理论落

后于实践，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够，更没有像国外那样，

一个发展阶段形成一种主导理论；三是应用性不强，企业管理学著作多数都

存在理论多、应用少的问题；四是与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结合与应用不够

紧密。

从学科分类来说，管理学界较为集中的意见是，对当前依然将管理纳入

应用经济学的范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目前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包含

着管理学基础理论、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

管理、技术管理、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等多个相关的专业学科，所以，

应加强对市场经济微观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侧重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

济活动的主体———企业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对适应中国传统文化，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体制的管

理学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和建设。

（三）“十一五”期间我国企业管理学科发展思路

“十一五”时期，我国企业管理学科发展和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是，要

注重反映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科学规律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既反映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和时代特色，又与西方先进管理经验、方法

和理论相接轨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在这一新体系建设

中，要调整研究主体，拓宽研究视野，注意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一般理

论与方法的研究；要加强对现代企业制度及运行机制的研究；要注重对企业

资本运营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要重视对企业发展管理和文化建设问题的

研究。

在此基本思路和原则指导下，“十一五”期间，要注重研究我国企业管

理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有：一是我国管理理论与思想基础的建设与

重构；二是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寻求和探索；三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

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研究；四是基于资源约束背景下我国企业管理经营模式

的探索；五是 “高科技、低耗费、少污染”企业经营模式的研究；六是我国

企业发展的独立性与安全性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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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会　计　学

（一）“十五”期间主要成果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十五”期间我国会计学科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１）会计准则发展与国际协调。会计准则一直是最近几十年来会计学科
的最重要研究领域。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推进了会计准则

的国际化发展，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乃至全球趋同由此成为会计准则研究的

前沿性课题，会计国际化也是目前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五”期间，我国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有诸多著述。这些著述对我国会计

准则的发展从理论上进行了梳理；也有一些著述借用交易费用学说、制度变

迁理论、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对会计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阐

释。在此期间，中外会计准则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比较多。这些比较研究试图

揭示差异，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提供借鉴。关于会计准则的实证研究在

“十五”期间也逐渐开展起来，主要涉及中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程度和效果

的检验，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也从国外研究评介走向本土化经验研究。上述研

究推进了会计学术的发展，也对会计实务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引导作用。但

是，在国情分析方面和量化研究方面还有生硬模仿和脱离国情的情况，在数

据采集方面也还存在一定问题。

（２）资本市场会计。“十五”期间，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研究获得了重要
发展。在资本市场有效性方面，取得了相互竞争的弱势有效和半强势有效的

证据。在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方面，规范研究、案例研究和大样本检验

都产生出了大量成果。结合会计选择和操纵的研究，出现了探究相关行为的

研究成果。关于配股权动机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且相关成果对证券监管政

策的完善明显起到了借鉴作用。当然，应当承认，在实证研究的规范化方面

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３）管理会计创新。“十五”期间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在业绩评价和管理
控制理论与技术方面，尤其是ＡＢＣ（作业成本）和平衡计分卡两个新领域跟
踪研究成果颇多，在作业管理、战略成本管理、管理控制、预算管理、业绩

评价、激励制度、柔性管理、知识管理、环境管理、行为科学、企业文化、

网络信息技术和供需链管理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等方面也已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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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些基础性研究成果。在引进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改革开放的实际，

创新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主要成果包括以邯钢为代表的责任成本制

度、预算管理系统、企业集团的集中财务结算系统、国有大型企业经营者业

绩考核制度等。在研究方法方面，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取得了重要进展。目

前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以引进为主，缺乏原创性，针对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不够。

（４）公司财务。“十五”期间，关于公司财务问题研究，学术界在研究
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公司融资成本与偏好，股利政策

的影响因素及市场反应，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的影响，公司

并购与重组的业绩评价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公

司财务战略的系统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迄今约十来年时间。过
去的研究虽已有所积累，但相对于国际研究状况和我国企业发展状况而言总

体上还很不够。目前，我国公司财务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理论研究薄

弱，盲目克隆 “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二是学术规范上与国际

上通行的学术标准尚有较大差距；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过分注重技巧性，忽略

了研究的思想性和创新性；四是实证模型大多直接借鉴国外的同类研究，缺

乏对实证模型假设条件的深入分析，降低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５）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与财务。与企业会计研究和财务管理研究相
对应，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和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在实践的运作方面取得很大的

进展，研究主要覆盖以下领域：政府和相关机构财政绩效的受托责任；应计

制的政府会计系统与预算制度；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会计准则体系

和财务报告与信息披露体系；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制度变革。“十五”期间我

国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国外成果和实践的引介，至于对国内相关理

论和对策的探讨还处在初步阶段，关于公共财务管理的思路也正在形成之

中。由于学术界的绝大部分学者主要研究企业会计，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

以及公共财务管理在理论的探索方面还较为滞后。

（二）“十一五”期间会计学重点研究的领域和课题

在会计准则领域，“十一五”期间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问题：财务会计

概念框架；会计准则的环境；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游说问题；会计信息质

量标准及管制；会计准则实施效果检验；发达市场会计准则；转型经济会计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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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会计领域，“十一五”期间重点研究：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

露制度及效果；财务信息含量；会计信息透明度与投资者保护；我国特定环

境下的公司并购行为特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与企业价值评

估；盈利预测等。

在管理会计领域， “十一五”期间主要研究：企业集团管理控制制度、

企业治理的管理控制系统、战略成本管理、预算管理、智力资产管理、企业

文化与管理会计、基于价值流的战略管理会计、网络化环境下的会计信息系

统的理论与应用，ＥＲＰ与管理会计、高层经理的会计决策支持系统、环境管
理会计、业绩评价与激励制度等领域，特别是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经验研

究、价值链会计、流程会计、囊括财务会计以及 ＥＲＰ系统和 ＣＩＭＳ的管理会
计系统的设计。

在公司财务方面，“十一五”期间重点研究如下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与

公司财务行为研究；公司资本运营效率的分析与评价；上市公司融资及其资

金使用效率；国有独资和控股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评估

方法；国有资产转让定价方法的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中财务管

理问题；我国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问题；财务管理方法创新与应用等。

在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与财务领域，“十一五”期间，针对我国政府

及非盈利组织的环境特征，将系统开展以下领域的研究：公共财务活动与政

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预算控制与预算会计；基金管理与基金会计；政府会

计与财务报告体系；非盈利组织会计与财务报告体系；我国政府及非盈利组

织会计改革与会计规范体系建设；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理论；财政透明度与政

府信息公开等。

五　审　计　学

（一）“十五”期间审计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审计学研究在基础理论、技术与方法、准则体系及审计

发展历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些成果是开创性和突破性的。这些研

究成就主要包括：

（１）构建了审计学基础理论框架体系。如何使审计理论系统化、科学
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体系一直是审计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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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审计理论研究》和 《中国审计体系研究》两本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

入阐述。

（２）深入开展了审计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工作。审计技术方法的研究，引
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内部控制基础审计和风险基础审计模式，开发了包括内

部控制测评、审计抽样、重要性水平确定、审计风险评估、分析性复核、ＩＴ
审计等一系列审计技术方法的应用指南，并在审计实践中得到了推广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审计的技术水平。

（３）计算机审计应用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十五”期间，研究人员在
注意观察和跟踪国际国内计算机审计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把着重点放在审计

实务上，力求研究和回答我国当前计算机审计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 ＩＴ审计的工作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金审工程”的建设，同时还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审计软件，在审计实践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４）基本上完成了审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工作。审计准则是审计机关和审
计人员的行为规范，是衡量审计质量的尺度。审计准则的水平基本上反映了

一国审计工作的发展水平。自１９９９年审计署发布１号令以来，共发布了２０
多项审计准则，中国的政府审计准则体系基本确立。这一准则体系是一个与

国际审计准则相接轨又体现中国审计现实的准则体系。这一准则体系的建

立，标志着我国政府审计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

（５）完成了 《中国审计史》的研究工作。经过近 ５年的研究，于 ２００３
年底第一、二卷编撰完成并出版发行。目前，第三卷 （１９４９年至 ２００３年）
总撰稿已经完成，拟定于今年１２月正式出版。《中国审计史》全面总结了我
国审计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对于我国当前的审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审计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其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还较短，在学科建设

和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主要体现为：

一是对审计理论的研究重视不够。特别是对政府审计理论的研究还没有

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得到的研究资助不足，国家的资助也多是社会审计方

面的课题研究。

二是研究力量薄弱。审计学科的理论研究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会计

学研究的，专门进行审计理论研究的人员非常有限。特别是从事政府审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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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的人员更为稀少。目前只有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在开展政

府审计的理论研究，而从事审计领域研究的其他人员主要是从事社会审计方

面的研究。

三是审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足。审计作为对经济活动进行监

督、评价和鉴证的活动，其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对其他工作的检查和复核，因

此审计学科的研究必须与其他经济学科相结合。目前的审计理论研究在与其

他学科结合上明显不足，边缘学科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发展。

（三）“十一五”期间审计学科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审计理论研究应依据审计实务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向

绩效审计转变的发展趋势，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１）绩效审计理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开展了绩效审计，如在
美国国家审计中，绩效审计的工作量已达８５％以上。我国在绩效审计上还处
于探索和实验阶段，但国家审计署已提出了到２００７年效益审计工作量达到
５０％的目标。由于绩效审计的理念、技术方法及目的都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必须积极开展对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开展绩效审计研

究的重点是：绩效审计的法律法规问题，绩效审计的方式方法问题，绩效审

计报告的规范和质量问题，绩效审计质量保证和控制机制问题。

（２）审计管理理论。审计管理理论重点包括：审计项目管理，审计行政
管理，国家审计对社会和内部审计的指导与管理等。

（３）审计技术方法理论。审计技术方法包括审计项目选择和实施两方面
的内容，主要应研究审计抽样、风险模型、计算机审计技术等。

六　生态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与进展

目前，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仍然在国外。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自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不合理
消耗，该学科面临快速发展态势。“十五”期间，本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１）复合系统的模型构建。模型是决策分析和理解复杂系统的手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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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与资源问题，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模型的构

建和使用越来越受到推崇，特别是基于系统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整合模型

已得到广泛尝试。前几年，我国在系统动力学建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

中，中国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国水资源保护系统动力学模型等，

都是比较好的科研成果。此外，还有评价影响模型、环境经济系统模型等。

（２）清洁生产研究。主要包括能源、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清洁研究，
重要进展与成果产生于工业领域，其他行业的清洁生产和标准也得到广泛

研究。

（３）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主
要归类为环境生态量度、经济量度和社会量度等三个方面。

（二）生态经济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学科领域无明确界定。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概念提出于 １９８０年，是
一门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与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系

统科学有密切联系，相互边界较为模糊，具体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明确。

（２）定量研究不足。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很快，研究成果也不少，但
主要是一些定性研究。这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制约作用，具体到应用上则

影响操作性。

（３）模型构建有待完善。生态经济模型需要比单纯的经济模型更好地表
现生态经济系统行为的相应组分，而且要有助于改善资源与环境管理的政

策。但是，生态经济学家构建的生态经济模型仍然不尽如人意。

（４）基本理论与原理有待统一。生态经济学由于多学科交叉的原因，加
之发展时间又不长，不同学者对其基本原理的解读差异很大，公认的学科基

本原理有待统一和完善。

（三）生态经济学科未来发展趋势

该学科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理论创新与不断完善。早期发展经济学不重视资源问题，因为发展
与资源无关。然而，由于在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新兴的生态经济

学只有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２）越来越强调实际应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生态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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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生态农业，起步早、规模大、效益好，已经

由生态户、生态村扩展到生态乡、生态县，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入

新世纪后，直接服务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规划制定与项目实施，已成为生态

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新时期和新任务的要求，生态经济研究

的重点开始从 “应该做什么”转为 “能够做什么、究竟怎样做”。

（３）相关指标体系将会不断完备。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态县 （市、省）

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了 “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简明性、可行性”

原则。一些学者认为绿色会计信息披露非常必要，并描述了我国绿色会计信

息披露的进程：第一步，在传统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先采用附注、环境报告

等形式，披露一些基本的绿色会计信息；第二步，推行绿色会计，编制绿色

会计报表。有关研究必将受到高度重视。

七　资源经济学

（一）资源经济学研究现状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我国的资源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研究和解释资源与环境问题，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进入

９０年代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本学科迅速建立起了以现代经济学
为理论基础的框架体系，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应

用性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我国资源战略、资源开发与节约、资源综合利

用、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资源与环境问题、资源安全问题、资源管理模式、

资源核算和定价等诸多方面，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资源经济学科又增加了排泄资源经济学这一分支。
排泄资源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排泄物转化为排泄资源，以及排泄资源经济运动

规律的新兴应用性科学。其产生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排泄物可以资源化

的科学论断；其现实背景是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资源衰竭、能源紧

张和环境危机。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由于资源与环境在研究中存在着交叉点，许多学

者往往将两者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在市场失灵、资

源配置和环境污染等对经济的影响方面，从而使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有

合并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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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经济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研究对象方面。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谈及资源经济学研究对象时，
都强调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方面，但在多数文

章及著作中，学者们仍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进行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也主要

集中在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而对于其他资源领

域，虽有种种研究，但多数学者却没有将之列入资源经济学范畴之内，往往

是作为独立的应用经济学分支来看待。关于资源、环境等基本概念的理解也

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资源是包含在环境之中的；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是

包含在资源内的；有的学者则提出了大资源、大环境概念。

（２）学科性质定位方面。在学科性质方面，普遍都认为资源经济学属于
边缘经济学，但对于学科在经济学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不同看法。

（３）学科研究领域的局限性。目前，本学科主要研究还局限在价格和产
权制度领域。在这些研究领域，主要是追随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模式和方

法，自我创新较少，实证性研究较少，主要是一些定性研究。对于产权制度

的研究，一般是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但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创新成

果不多，主要是在应用领域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三）资源经济学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未来几年，资源经济学研究应重点围绕资源的有效开发和节约使用、建

立节约型社会、国外资源利用和资源安全问题、新时期我国资源战略、资源

循环使用和可持续供给、资源的产权和管理等方面进行。

在资源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上要进行创新。一是引入计量经济和数量分析

方法，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学科分析工具，开展各种实证研究。二是紧密联

系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实际问题，拓展研究范围，加强学科交叉，加强

研究力量整合，重点开展学科前沿问题研究，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不断有

新突破。三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交流，规范学科术语和专业概

念，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全球视野看，自然资源属于全人类的共享资源，存在着世界范围的国

际间、国内的区际间、居民的代际间等方面的合理配置问题。如何在我国这

一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复杂的国家，科学地进行资源配置，取得最佳效

益，是需要进行研究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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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城市经济学

（一）城市经济学研究现状

１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１）直面时代重大问题。最近几年，城市经济学研究紧跟时代发展，对

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城市化问题、中国城市

化道路、现代城市管理、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

城市病问题、城市工业空间布局、高新园区集聚效应、西部农村城市化、城

市区域化等问题。

（２）学科交叉渗透日趋活跃。这不仅表现在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城市科学
之间的交流融合，也反映在城市经济学与相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渗

透。比如，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关系研究，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

的综合分析，城市公共安全体制研究，城市危机管理及处置机制研究等，都

需要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学、灾害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协同攻关。

（３）研究方式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伴随着网络化数字技术等先
进手段的广泛应用，城市经济学科在出现 “个性化研究”方式的同时，“群

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

（４）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中外城市经济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开
展交流，大量国外城市经济学名著被翻译引进，我国学者对国外城市经济研

究情况有了较为全面了解。

（５）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迈上新台阶。据调查，目前全国约有１００
多所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课程，有８０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教学科研机构，
在高等院校从事城市经济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达数千人之多。

２“十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１）城市化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研究、城市化与

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城市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等。

（２）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性质
研究、城市土地问题研究、城市规划问题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城市发

展中的 “城中村”现象研究、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研究、信息化和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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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竞争力要素研究、城市竞争
力评价指标研究、城市综合竞争力模型研究等。

（４）城市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包括：城市投资软硬环境评价方
法、不同城市投资环境比较、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等。

（５）城市空间问题研究。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空间集聚效益、空间供
需的一般均衡研究等。

（二）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基本概念表述不规范，理论体系不完整。比如，对城市经济学的性
质、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仍没有形成统一看法。

（２）理论研究对实践指导不足。由于城市经济理论研究薄弱，城市管理
者在处理城市经济问题时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从而使城市发展实践出现一

定盲目性。

（三）“十一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及发展趋势

（１）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
律性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和经济模型研究，城市经济学性

质、对象、范畴和结构研究，城市经济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城市经济学应用

理论研究等。

（２）城市化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城市化发展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
户籍政策、土地政策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定位及其

作用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我国新型工业

化道路对城市化影响的研究；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研究；城市化的国内

外比较研究；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关系研究；城市建设规划的法制性与

指导性研究等。

（３）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职能与
定位研究，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研究，城市就业与社会劳动保障体制建设研

究，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 “三个效益”统一问题的研究，城市产业结构调

整与产业集群研究，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城市文化与城市文

明建设研究等。

（４）城市竞争与区域合作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竞争评价指标体系
及其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城市合作机制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开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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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城市经济增长研究等。

（５）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有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城市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等。

九　贸易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贸易经济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贸易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流通领域的

各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第一，流通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

题；第二，流通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三，大流通、大商业、大市场

问题；第四，业态和连锁等各种经营方式；第五，商业领域吸引外资和我国

流通企业 “走出去”问题等。

几年中，由于流通实践和体制创新的推动，我国贸易经济研究取得了重

要进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理论。主要有：流通先导产业论、流通基

础产业论、流通产业运行论、商品流通阶段论、市场经济秩序论、国有商业

资本运营论、国有商业资本进退论、中国商业入世对策论、内外贸一体论、

贸易经济学科创新论、大商场有序发展论、开拓农村市场论、批发市场创新

论、现代流通论等。同时，在电子商务、粮食流通、信用消费、租赁经营、

拍卖市场、连锁经营、贸易经济思想史、假日经济、以流通为先导开发西

部、生态消费、绿色消费、绿色流通、流通结构、现代物流、业态创新、商

业文化、商业景气等研究中也取得了许多成果。

（二）贸易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９９８年，原国家教委在学科调整中取消了贸易经济专业作为一级学科的
资格，仅仅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保留。随之，许多

高校纷纷用国际贸易取代了这个专业，有的甚至用市场营销来取代之。这对

贸易经济学科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十五”期间，虽然我国贸易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专业目录调整后，贸易经济

专业在高校失去了合法地位，一些学校即使保留也仅是采取 “目录外专业”

的形式；二是专业队伍流失严重，教师队伍出现结构性调整，许多教师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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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他热门专业 （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等）；三是由于流通体制改革、

商业对外开放，贸易活动的变化相对较快，教材建设相对滞后，显得内容陈

旧、方法传统，不能够适应变化的形势；四是研究活动与实际结合得不够紧

密，深层次研究不足。

（三）“十一五”期间本学科主要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贸易经济学科要着重探讨和研究以下一些问题：①改
造和创新贸易经济专业和贸易经济学课程体系；②流通领域体制改革问题；
③内外贸一体化问题；④流通产业现代化问题；⑤开拓农村市场问题；⑥电
子商务发展与创新问题；⑦流通业对外开放问题等。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行为与贸易活动必将呈现出普遍

化、复杂化趋势，这对贸易经济理论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且其指导作用也会

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建议将 “加快贸易经济学科的改造与创新”列入

“十一五”重点研究课题。

十　劳动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劳动经济学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我国劳动经济学科的重要成果和进展，集中体现在三个

领域。

１就业、失业与劳动力流动
就业、失业与劳动力流动等问题，是 “十五”期间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

点内容，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失业率、就业弹性、劳动力需求弹性、

劳动参与率等基本概念及其计量方法的讨论，深化了就业问题研究；结合西

方失业理论，对我国失业成因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剖析；对促进就业的对

策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

分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使用这一分析框架的学者强调劳动

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

分割理论的研究对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就业、收入等相关问题起到了强有

力的支撑作用。户籍制度被有效纳入城乡就业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对经典

劳动力流动模型的研究，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力流动及就业模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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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样本调查实证分析使劳动力流动效应分析实现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

充分结合。

２收入分配
在对劳动价值论持续不断地深入讨论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

结合的分配理念已经基本确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收入分配宏观效

应、收入分配差距及工资体制改革三方面。

对收入分配宏观效应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特别注重了收入差距与投

资消费、有效需求和通货紧缩等因素的相关分析。

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凸显，有关两极分化的争论不断增多。有的以我国

两极人口收入差距为据，认为两极分化在我国已经存在；有的以政治标准和

居民心理承受力标准为据，认为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差距属于差距悬殊的性

质；有的以公众主观承受力和是否激励经济增长为判断的基本原则，认为收

入差距的积极作用仍是主要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工资体制改革研究的重点从宏观调控转移到

对国有、集体企业等微观工资调整机制的研究上，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机制

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进行了理论上的积极探

讨。此外，还对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探讨。

３人力资本
关于人力资本的宏观研究，继承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

长的分析框架，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具体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

相对于宏观研究来说，对人力资本的微观研究显得厚实有力。在经历了

人力资本与人力产权内涵属性的长期争论后，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剩

余所有权已经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分享制度的

安排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定价、人力资本激励等微观问题上。

（二）劳动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劳动经济学科在 “十五”期间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发展，劳动经济

学已经逐渐深入到诸如宏观经济学、人力资本管理等领域的问题研究之中。

相关专著论文的出版、重要课题的组织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本学科的建设。

然而，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长，其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诸如失

业率、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存量等属于劳动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概念界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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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仍然还在讨论之中。

现代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分析与制度分析的融合。劳动力市场研究不是纯

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在研究诸如就业等具体问题时尤其重要，目前的研究在

相当程度上缺乏对劳动力市场的多方调研，因此无法彻底展开对劳动力市场

的分层细化及对其特征的深入剖析。实证研究的相对落后，与我国劳动经济

学研究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发达有密切关系。由于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源和

充分的信息资料分享与交换系统支持，国内与国际研究水准存在着较大差

距，对我国政府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果评估也很难有效进行。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背景，但从开放经济视角对我

国劳动经济问题进行的研究仍显十分不足。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问题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传统主题，但到目前为止我

国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仍未充分展开。由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缺失，对劳动

力需求问题的研究很少，工资效应、劳动力市场歧视等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

分析。对劳动力供给理论重要成果之一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虽然丰富，但

真正与我国现实相结合的成果不多。

劳动关系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劳动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成果可谓稀

少，囿于我国工会组织职能的缺失，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缺乏现实依据，

诸如工会谈判、集体工资决定等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在我国劳动经济学领域

无法展开。

（三）“十一五”期间劳动经济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和课题

根据我国目前劳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现状，“十一五”期间应在

以下方面继续开展深入研究：

（１）劳动经济学研究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展的研究课题包括：
①国际劳动经济学发展趋势及我国劳动经济学发展问题；②我国劳动力统计
调查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③就业和失业测量的理论、方法；④职位
空缺调查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⑤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等。

（２）关系我国 “十一五”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如就业和失业、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建设等。

（３）与劳动经济学科联系密切的一些相关学科的专题研究。具体的研究
课题有：①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经济学研究；②政府公务员薪酬变革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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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学评价和分析；③以职位为基础的我国薪酬制度变革研究；④技术工
人短缺与技能人才激励关系研究；⑤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关系的特点及趋势分
析；⑥我国工会问题研究等。

十一　工业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工业经济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与进展

“十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学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１）关于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期间，围绕
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化，并基本形成共识。第一，必须

继续发挥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第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

化促进信息化。第三，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

（２）关于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研究。随着中国工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规
模的逐年扩大，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

意。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提高工业竞争力，不仅要依靠我国的比较优势，更

应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国家要增加研发投入，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

体；要把自主技术创新作为中国工业进步和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

（３）关于企业集群问题的研究。近几年，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形成了大量
论文和著作。主要成果是：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方面分析了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论述了企业集群的产生条件与形成机制；对我国特别

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群做了大量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系

列改进我国产业集群效率的措施。

（４）关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问题的研究。随着国际制造业大
量向中国转移，中国能否成为 “世界工厂”的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不

少研究成果，基于世界科技中心四次转移和相应发生的世界制造中心三次转

移的事实，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可能性。更多的研

究着重指出，只有以新技术革命为基础，实现自身工业化和引进工业化的同

时发展，并把我国工业的发展基点放到技术创新、特别是拥有核心技术创新

上，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

（５）关于工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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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一系列研究认为，目前以重化工业为主

导的中国工业化，由于规模巨大、消耗资源众多，应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强调处理好工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应该制

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规划，建立一套能反映资源、生态、经济和社会

各方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

（６）关于中国工业结构演变阶段的研究。许多研究认为，中国正处于重
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霍夫曼、张培刚等人的研究，工业化

一般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消费品工业居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资本品

工业加速发展并逐步赶上消费品工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资本品工业居主导

的阶段。单从轻重工业比重来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第三阶段，但考虑到中

国增长期人为拉高了重工业的比重，因而将中国工业化定为第二阶段或从第

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可能更为合适。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

来看，一旦工业化进入重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将加快。近几

年中国工业持续高速增长证明了这一分析。

（７）关于中国工业一些重要部门经济的研究。受到关注比较多的有汽
车、能源和环保等产业，并相应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目前工业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前一阶段的高校专业调整中，工业经济学被产业经济学所取代，目前

在一些比较著名的高校中，都已经不存在工业经济学专业，近几年有多位工

业经济学的学者曾多次呼吁恢复工业经济学科的地位。随着我国工业的高速

成长，工业经济学更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构造完整的工业经济学科

体系，进行独特的课程设置，培育强大的科研队伍。

以工业经济学目前的学科资源，要满足工业发展对理论研究的要求，

必须在下面三个环节加以改进：第一，要从世界工业转移和我国参与国

际分工走势的视角审视工业经济学科，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学科建

设应把工业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工业的实际发展结合起来，创造具

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第二，紧紧围绕工业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确定

研究思路，瞄准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趋势，研究工业发展战

略，研究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第三，科研课题应与现有高校与

科研机构的人才队伍相适应，解决现在工业经济学科研队伍存在的老化

和断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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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五”期间工业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重点

根据国际工业经济学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国内经济发展与

学科发展重点，工业经济学在 “十一五”期间应主要研究以下一些问题：一

是国际产业转移新特征与中国建设国际制造业基地问题。二是 “十一五”期

间新型工业化的规律和具体途径。三是 “十一五”期间工业分布规律。四是

我国工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途径与政策。五是后进地区区域发展经济学。六是

提高我国产业集群区效率和创新能力的途径。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经

济史。

十二　农业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农业经济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农村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在许

多重要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了

参考。

（１）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我国 “三农”问题的症

结所在，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重

大观点。

（２）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增加农民收入，主要任务是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观点。

（３）对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
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公平对待民工，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的

观点。

（４）对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和重点进行了研究。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提
出了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按照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

设置的税制体系，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的重要观点。关于征地制度改革，提出

要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缩小征地范围，提

高征地补偿标准，改革征地补偿方式，积极引导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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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观点。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出了重点是放开粮食收购市场，促进

粮食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的观点。

（５）对我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进行了研究，
提出要充分利用 ＷＴＯ的 “绿箱”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要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转变补贴方式，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

贴，建立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制度等观点。

（６）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要
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要在城乡之间公平

分配卫生资源，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

疗保障制度的重点；要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社会

保障水平的差距等重要观点。

（二）农业经济学科研究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１）研究领域不均衡。对农村金融问题、农村公共财政问题、农村社会
发展问题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成果较少。

（２）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不够。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使用现成的统计
资料或第二手资料完成的，根据第一手的实地调查资料对 “三农”问题进行

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非常有限。

（３）地区不均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几个研究机构，多数地方农
业大学或综合大学研究力量薄弱，研究经费有限，对外交流不够，完成的有

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４）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结合不紧密。许多理论研究成果没有考虑政策
需求，显得空泛或针对性不强。许多政策研究成果缺乏深厚的理论作为支

撑，前瞻性不够。

（５）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问题比较突出。虽然发表的成果数量不少，但
在研究选题上缺乏新意，观点雷同，大量的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６）协作研究不够。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研究很少，各个研究单
位的力量整合不够，研究课题呈小型化、个人化趋势。

（三）“十一五”期间农业经济学科重要研究领域

（１）关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粮食安全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社
会稳定，我国粮食问题的战略地位和复杂性，要求必须深入研究，做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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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提出应对之策。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十一

五”期间要研究如何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供求

基本平衡；如何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和完善政府调控政策，防止粮食市场出现

非正常波动；如何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如何完善最低收购价或最

低保护价政策；如何协调好粮食进出口政策，有效利用国际市场。

（２）关于农业结构调整研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仍是 “十一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线。要重点研究：如何

全面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如何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确保

食品安全；如何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如何加大对

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

（３）关于农民就业问题研究。“十一五”期间，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
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当前局部地

区出现用工紧张，主要原因是：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农民不愿干；技术要

求高，农民干不了。要重点研究：如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如

何保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何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如何推进大中城市

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４）关于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目前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或
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城乡差距较大。我国公共财政

体制框架尚在完善之中，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其一，公共财政如何支持乡村道路、农

田水利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其二，如何完善 “以县为主”的农村

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问题。“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未能从根本

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确保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机会平等，

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更加公平地分配国家

的公共教育资源。要研究强化中央、省市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建立规范化的

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的具体对策。其三，如何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差，

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要重点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

农民医疗负担问题。其四，如何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

（５）关于农村金融问题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农村金融体制一直
处在改革和探索阶段，但至今仍然是金融体制改革中主导思想最模糊、涉及

对象最复杂和推动难度最大的改革。随着正规金融机构纷纷撤出农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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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最基本的金融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今后研究的重点是：全面、系统地分

析中国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评价中国农村金融的

供需矛盾，借鉴国际上农村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重构有效的农村金融

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选择。

（６）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研究。迄今为止，中国土地政策仍存在一些重大
缺陷，比如政府高度垄断土地市场，农地转为非农地使用必须实行国家强制

征用；土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平，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农民的

利益受到侵犯；政府重费轻税，土地税费结构不合理；地方政府用土地招商

引资，由此导致稀缺的土地被大量占用等等。中央政府已经将进一步完善土

地政策提上了议事议程，迫切需要提出明确的政策思路和实施计划。

（７）关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研究。中国大多数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特别是在加入 ＷＴＯ以后，这种状况不能适应国内
外市场竞争的需要。通过发展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将

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减少或化解市场风险，是亟

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目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

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何完善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

制度；如何处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如何借鉴国外有关发展和规范合作社的

经验。

（８）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实施了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天然草原生态治理”等生态保护工程，

进一步遏制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目前中国生态化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基本

态势尚未根本扭转。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如何兼顾农民脱贫问题是一项重要的

政策课题。要重点研究如何巩固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果，解决退耕后农民生计

问题；草原生态治理的政策和模式；治理水土流失的政策措施；发展节水农

业的政策。

（９）关于壮大县域经济研究。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活跃农村经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

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西部地区的县乡两级经济目前正普遍处

于困境。要研究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有效的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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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交通运输经济学

“十五”期间，我国交通运输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突出表现在高速

公路、沿海及内河港口、机场、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以及铁

路专业化运输服务企业组建、民航成立运输企业集团，港口和机场下放地方

管理、高速公路运营的企业化、城市轨道交通和小汽车的发展等运输技术、

管理与服务的创新等诸多方面。伴随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运输经济学科研

究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一）“十五”期间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总体上看，“十五”期间交通运输经济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和进展，主

要体现在综合运输理论研究和各种具体运输方式运输经济研究两个方面。

１综合运输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１）综合运输体系理论研究。“十五”期间，我国部分专家在各种交通

运输方式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和需要很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运输需

求的背景下，在理论研究中提出了综合运输体系的新概念，并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

（２）各种运输方式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新的综合运输
理论的建立，使从综合运输角度对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取得相应成

果和进展。这方面的成果以交通部组织研究的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在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２００３年），以及铁道部组织的 《铁路运输

在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２００４年）研究为主要代表。
（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框架研究。通过深入研究，各方面对我国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框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方法与手段研究。制定交通运输规划需要
建立相应的模型来进行。“十五”期间，交通运输规划模型的研究取得新进

展，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较好的应用。

（５）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研究。目前，我国交通运输业分别由国家发
改委、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部门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综合交通运

输管理体制十分必要。最近几年，有关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比如，由中国工

程院主持的 《构建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研究》，对此就做了较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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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种运输方式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ｌ）铁路运输。铁路运输经济的研究虽然受到铁路管理体制的局限，但

在面对市场经济发展方面仍然取得了进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

实现铁路的跨越式发展；二是铁路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改革研究。

（２）公路运输。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高速公路的投融资、建设、运营与
管理，国债支持公路建设，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研究。

（３）水路运输。科研成果主要体现在枢纽港口、航运中心和港口管理体
制等方面。有关建立沿海、沿长江、远洋外贸等运输系统的研究也取得了不

少成果。

（４）航空运输。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航空管理体制和企业改革、民航价
格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航空服务的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以及机场功能分

工和布局等方面。这些成果对推进我国航空运输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５）管道运输。管道运输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一是从企业自身的运输
组织向社会化服务延伸方面的研究；二是有关石油、石化企业发展战略方面

的研究；三是从区域经济和区域战略角度进行的研究，如西气东输工程相关

研究。

（６）城市交通。在城市群、都市圈交通发展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
城市相对密集地区的大运量轨道交通发展规划，以及投融资、建设与运营机

制等方面；在中心城市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成果主要体现在城市轨道交

通、交通需求管理、公交优先和城市交通空间布局等方面。

（二）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现状

运输经济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具有自己的特点，往往不能简

单套用一般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要全面反映交通运输的发展面貌，就必须形

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近年来，学术界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但尚有许多需要

开拓的地方。特别是对经济转型时期的交通运输发展理论、运输需求模型设

计与预测技术、交通运输发展合理规模确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机制和

投融资政策、交通运输的政府管制与市场约束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虽然多少

涉及了上述问题，但缺乏必要的深度，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强，更缺乏具有超

前性的研究成果。

尽管交通运输经济具有独立性，但并不排除一般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借鉴

和应用。目前，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借鉴相关经济理论的成果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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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距离科学揭示交通运输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尚有不小

差距。

（三）“十一五”期间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

１重要研究领域
鉴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根据学科研究自身发展和交通运

输、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十一五”期间，交通运输经济学科研究的主要

领域包括：运输供给问题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研究、运输

市场相关问题研究、运输领域政府管理与政策研究。

２研究方向和范围
（ｌ）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需要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单

一和整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需求的角度，研究两者的相

互关系，以求得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２）大城市交通发展模式问题的研究。城市化和城市自身的发展，将使
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必须着力研究不同特点大城市的交通方式的发

展方向、范围，小汽车发展与城市环境、资源、消费、交通等方面的关系，

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

（３）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运输的政府管理与政策研究。主要包括管理体
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４）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发展研究。要重点研究在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
条件和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下，交通运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和理

论支撑，以及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

（５）国有资本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重点研究在公路、铁
路、航空、近远洋航运等运输领域中，国有投资的地位与作用及其投资方

式、资本运营和管理等问题。

（６）交通安全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如何从社会进步和以人为本的高
度，从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建立一整套安全、环境管理与保障

体系。

３重点课题及初步建议
建议将 “新时期中国交通运输的发展战略及重大问题的研究”作为重

点课题，组织国内外专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除涉及战略研

究的一般问题外，应将上述 “十一五”交通运输经济学科 “研究方向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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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提及的六大问题作为战略重点进行研究，为确立我国未来若干年的

交通运输发展方向和思路、解决交通运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奠定必要的理

论基础。

十四　建筑经济学

（一）建筑经济学学科在 “十五”期间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１产业经济学方面
（１）建筑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建

筑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有关建筑产业发

展轨迹的回归模型；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

资和其他投资与 ＧＤＰ之间的互动关系；计算了中国建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等。

（２）建筑业结构重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适合建筑业特点
的专业化、社会化基础上的企业重组和业务重组方向、内容、方式展开。主

要成果有：从行业层面、要素层面和企业业务内容层面等不同角度，提出了

我国建筑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方向；提出了企业应围绕强化 “机制、市场、技

术、资金、功能”五要素进行重组，应打破行业、所有制、地域等界限进行

开放性重组等观点；提出了２１世纪中国建筑业管理模式的新构思。
（３）建设工程担保、保险、信用体系及制度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在研

究发达国家工程建设担保、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当前宜推行的建

设工程担保、保险品种；研究了在我国推行建设工程担保和保险制度，存在

的主要障碍及其对策、步骤；系统提出了建设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和

途径。

（４）建筑业技术进步理论研究。主要是开展了中国建筑业技术创新体制
的研究。

（５）建筑市场交易及招投标理论研究。近年来学术界主要从交易成本的
角度研究了建筑市场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建筑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建

筑项目的招投标、各种和约形式的比较研究等。大量研究集中在我国招投标

制度的适用对象和招投标目标实现的方式方法上。

（６）区域建筑生产力发展研究。近些年各地纷纷推出了本地区的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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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极大地丰富了区域建筑生产力发展理论。

（７）对我国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建筑业改革开
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未来的产业发展环境、企业增强竞争力

的对策、政府职能转变和行业组织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２微观经济学方面
（１）建筑企业的竞争力研究。对建筑企业竞争力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

出了建筑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ＣＣＩＳ）层次模型。该成果对于评价建筑企业
能力具有重要使用价值。

（２）建设工程造价理论。主要集中在市场决定价格的实现机制、方式及
造价的有效控制、造价计价依据和计价方法的改革、推行国际通行的工程量

清单计价方法等方面。

（３）企业价值链理论的运用。主要成果是，用价值链思想对施工企业的
生产经营流程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给出了施工企业外部价值链、价值链施

工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价值链施工企业组织流程三个模式。

（４）企业运行机制研究。主要成果是，以 “委托—代理”理论为基本

分析框架，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激励

机制和劳动生产率；以人工神经网络、模糊数学方法等工具进行绩效评

价等。

３政府监管方面
（１）开展了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方式改革的研究。该项研究对现行政府投

资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方式的改革

目标，具有较强的使用价值。

（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市场的监管模式问题进行了研究。
该研究提出了我国建筑市场监管体系的未来目标，对建设工程监管体制改革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建筑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总的来说，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建筑经济学学科正在进行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学科体系的改革和再造，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从改革开放前的

一家研究所发展到了目前的近 １０家专门的或相关研究机构，研究课题总量
增加，选题的理论水平增强，研究质量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我国持续高

速发展的建筑产业以及巨大的建筑活动的要求，我国建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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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还很低，研究成果数量少、质量低，理论水平不高，缺乏创新，可应用

性差，与实践的发展和需要极为不适应。主要问题表现在：

（１）一般性研究成果较多，高层次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应用一般经济理
论的多，从建筑经济特点出发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较少；局部研究较多，从学

科体系的建设和有组织的全面研究薄弱。

（２）学科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主要从 “部门”

而不是从 “市场”的角度出发，把许多本来不属于本学科研究范围的内容，

如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也包含了进来，造成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重叠以

及研究内容的 “泛化”。

（３）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存在理论和实践两张皮
的情况，从现实建筑经济问题出发，深入研究，达到一定理论水平，且对实

践具有较强指导性的成果非常缺乏。

（４）在整个学科体系中，适应建筑经济特点的供需理论、价格理论、交
易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建筑生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项目经济等方面的研

究都很薄弱。

（三）“十一五”期间本学科的发展趋势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十一

五”期间，建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１）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组织下，加快建筑经济学学科建设，形成
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反映时代特色，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能够对实践产生重

大指导意义的新型学科。

（２）摆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部门痕迹，打破部门、行业界限，以建筑
经济为对象展开客观的、全方位的、成体系的研究。

（３）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和国际潮流，学科将强化对绿色建筑、全寿命
建筑、节能和环保建筑经济理论的研究。

（４）加强建筑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引进吸收。包括一般经济学理论在
建筑经济的深入应用并形成独特的经济理论；建筑经济的独有经济规律；相

关的定量模型。

（５）适应实践需要，加强对建筑产业和建筑企业结构调整，包括产权结
构调整、组织结构调整、经营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对建筑市场机制

建设的研究；加强对政府监管方式、基本法规的研究；加强对建设领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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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信用体系、建筑业工业化、信息化等方面的研究。

（６）适应投资者行为理性化带来的建设需求质的变化，探索研究工程建
设新的、更有效的商业化运作方式和评价体系。

十五　价　格　学

（一）“十五”期间价格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与进展

（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经济学界更多
以现实和学术传承的眼光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比如，科技是否创造价

值、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等。大家

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见解。比如，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应扩展为人力劳动

和物化劳动，其中人力劳动包括所有的体力和脑力资源劳动，物化劳动包括

人类物质资本积累的劳动和自然力的劳动。多元劳动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

认可，并有转化为生产要素论的趋势。

（２）价格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一些学者从价格的本性出发，
研究在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因素等干扰情况下，价格对其本性的偏

离，进而区分价格的本性和本质，并提出价格的本质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

现，反映着市场交易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部分学者从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视角研究价格的经济学实质，提出价格是一种产权代价，税费是价格形式的

扩展；价格是制度、信息等约束下交易者产权契约性交易的博弈均衡解等新

命题和新见解。

（３）在服务产品和信用产品等无形产品价格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由
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劳力服务和信用服务等劳动并没有创造价值，因而

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得不到足够重视。“十五”期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增

多，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成果都有，且研究方法大多已超越传统的劳动价值

理论，从产品特性、供求均衡、交易信息、信用制度等方面展开研究，初步

揭示了无形产品价格形成和运行的特点与机制。

（４）价格管理特别在自然垄断产业价格管理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十五”期间，我国价格管理研究全面铺开，在价格管理基础理论创新、价

格管理和调控、价格管理法律体系、具体行业和产品的价格管理等方面都开

展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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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五”期间，我国公共
物品价格问题研究突破了先前几乎空白的状态，在基础理论研究、具体产业

研究和实践管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已初步揭示了公

共物品的价格经济性质。

（６）对自然资源价格特别是水资源价格的研究取得突破。这一时期，水
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在积极

研究和探讨从价格方面促进节约用水和有效配置水资源的问题。水商品理

论、水资源价值理论、水价形成理论、水价改革的目标模式、水价管理和水

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７）其他方面。主要有：①针对 １９９６年以来在我国出现的物价连续
下降的情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的通货紧缩和价格问题

开展研究。②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的相关价格问题的研究，如新形势下的价
格形成问题、价格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问题、价格政策的完善问

题、加强价格信息网络建设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一批重要

成果。

（二）价格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１）随着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地位的减弱，对价格理论和价格改
革问题的研究也随之由热变冷，特别表现在能够坚持研究价格理论和价格问

题的人日渐减少。价格理论研究队伍力量不足，后继乏人，已经不适应深化

价格改革和新的历史时期价格理论研究的需要。

（２）研究缺乏理论深度，既忽视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也缺乏对具体价格
问题或价格改革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入理论探讨，比较注重应用性、对策性

的就事论事的研究。

（３）在处理借鉴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价格理论、建立
中国特色价格理论等问题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些学者言必称西

方，照搬照套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也存在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价格理

论与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完全对立或相互割裂的现象。在从中国实际出发，

运用最新的经济学成果研究价格理论方面，基础理论的创新明显不足。

（４）价格学科的发展跟不上实践的需求。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产业高
级化阶段，经济不断地向信息化、知识化发展，服务业也需要获得快速发

展。然而，我国的价格学理论研究在信息、知识和科学技术产品、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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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还较多停留在劳动价值论层面上。同样，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进

一步增长使我国面临着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而我们对资源环境价格特别是

人力资源价格、土地资源价格的研究，无论在质还是量方面都难以适应实践

的需要。

（５）价格学科体系还有待于完善。目前我国价格学科在分类和内容上都
有一些混乱，教材和专著在内容上有较多的重叠现象，方法和观点也有较大

的冲突。国内目前还没有一套能跟上国际潮流的权威教材。

（三）“十一五”期间价格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价格学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价格关系。主要包括：在我国外贸依存度
较大情况下，国内外两个市场价格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两个市场关系中

的相关价格问题，如反价格垄断、价格歧视、价格倾销、价格补贴等；

具体的价格问题，如农产品、工业消费品、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以及汇

率问题。

（２）要素价格问题。主要是利率市场化，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土地
价格的形成与合理化问题。

（３）自然资源价格问题。包括水资源价格、能源价格、矿产资源价
格等。

（４）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和政府管制价格等问题。

十六　旅游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旅游经济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旅游经济研究较为活跃，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概

括起来看，这几年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旅游影响。

主要研究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及测

定各种影响的方法和实践。二是危机管理。进入 ２１世纪之后，各种危机肆
虐，旅游业经常受到极大冲击。研究各种危机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

措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受重视。比如，由于 “非典”发生期间我国旅游业

受到较大冲击，与此相关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三是 “假日经济”。随着

４６３应用经济学　　　　



“黄金周”现象的产生，学术界对长假期在培育公民休闲度假意识、刺激旅

游和相关消费，以及过度集中消费所造成的供给压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四是产权制度。主要研究旅游景区的归属和让渡、景区是否可以上市、

景区门票的性质，以及一些属于公共资产的认定、开发和利用等问题。五是

旅游规划。科学的旅游规划是避免无序开发的重要手段，是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步骤，前几年对旅游发展规划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领域。这些研

究进一步明确了规划的目的、程序、方法，以及实施规划的有效途径。六是

可持续旅游发展。前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有大量研究成果问

世。通过这次研究，实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促进了多重政府机

构 （环境保护局、建设部、文化部、旅游局、林业部、水利部、国土局等）、

地方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参与。

（二）旅游经济研究现状及问题

旅游业早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经过改革开放
２０多年的发展，中国旅游业的产业规模、社会经济影响也日益显现。随着旅
游活动的增加和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研究也日趋活跃。介入旅游研究的学

者从地理学、经济学逐渐扩展到管理学、环境学、生态学、资源学、历史

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形成了多领域专家共同关注和参与旅游研究的局

面。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的旅游研究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其主要表现是：

在高等教育中虽然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与日俱增，但从事旅游研究的专

业人员非常少，而且力量分散，也缺乏正常的信息沟通渠道，至今仍没有一

份全国性的专业学术刊物。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不能形成社会影响，另一

方面则是重复研究，造成浪费。目前，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旅游研究中心

（在财政贸易研究所内设有旅游与休闲研究室）外，其他单位没有专门从事

旅游研究的机构。一些称作旅游研究中心的单位，几乎都是在从事旅游规划

等商业性活动。旅游研究仍没有列入国家重点研究的领域。总的来说，旅游

研究仍处于 “散兵游勇”的状态。

（三）“十一五”期间旅游经济研究发展趋势

有关预测表明，“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旅游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因此，

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旅游产业和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着力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应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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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影响研究　旅游影响研究应当是个长期连续研究的课题，除了进一
步研究旅游的经济影响之外，要加强研究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以

实现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应当从社区参与、公平旅游的角度，深入探讨

旅游影响问题。

出境旅游研究　在中国旅游发展过程中，出境旅游出现得最晚，但却发
展最快。相对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来说，国民出境旅游显得更加复杂。从

总体上说，目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经营和管理，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的

做法，是转型时期的过渡方式。深入分析研究出境旅游的发展趋势和影响，

对国家调整和确定相关政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中国旅游发展总体政策研究　 “七五”期间，作为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对旅游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此为重要理论依据，国家

制定了发展旅游业的大政方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旅游业跨入了新的

历史时期，应当重新审视其发展总方针，并确定新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为

此，必须对有关内容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旅游学基础理论研究　旅游业是个新兴行业。由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比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晚，而且又是一个非常规发展过程，旅游学上的一些基本

理论和概念，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有一定距离。

有些概念含混不清，甚至存在严重缺陷或错误，造成对旅游发展实践的误

导。另外，在我国 ２０多年的旅游业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
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无疑是丰富和完善现有基于发达国家实践的

旅游理论的重要一环。

休闲经济研究　休闲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早就存在，但是对它的研究则
非常薄弱，或者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做了一些探讨。目前，虽然因旅游经

济引发的休闲经济逐渐被社会所关注，但从经济或产业的角度研究休闲，

其成果却是凤毛麟角。这项研究的涉及面广泛而复杂，应当引起学术界的

关注。

旅游企业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企业尤其是国有旅游企业
的发展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旅游业是个具有巨大成长潜力的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有许多新的

问题涌现，值得深入研究，但从国家制定政策和理论研究的角度考虑，建议

“十一五”期间应当重点考虑如下两个重要研究课题：一是新时期中国旅游

发展总体政策的研究；二是旅游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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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财政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财政经济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１关于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
公共财政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一个新的

基础理论问题。“十五”期间，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大家比

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中国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必须考虑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在生产力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背景下，

公共财政理论应体现出中国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制度既要弥

补市场失灵，又要在工业化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积极发挥

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公共财政的功能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法治规范管理

和进行宏观调控。

公共财政管理理论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我国的财政管理实践。目前，国内

部门预算改革已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取得成效，政府采购

改革规模不断扩大，“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正稳步推进，财政收支的结构

性改革力度在加大。这些都表明，中国已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公共财政基本理论和实践框架。

２关于财政政策理论的研究
“十五”期间，财政政策理论的突出贡献是突破了传统的财政收支平衡

理论 （即财政不能打赤字）。理论界多数人主张，中国在外受亚洲金融危机

的冲击，内有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应实行以大规模发行建设性国

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该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理论界也做了大

量研究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参考建议。该项政策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财

政政策的理论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理论

体系已逐步建立和完善。

此外，理论界也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３关于财政风险理论的研究
应该说，财政学界对财政风险问题的研究很具有前瞻性。中国财政学会

及其专业委员会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对财政风险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

讨，对影响财政风险的因素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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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对策，形成了多项研究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国内对财政风险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从财政本身角度来考察的狭义的财

政风险 （即财政收支的不确定性）和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考虑的广义财政风

险 （本质上是公共风险）。目前，后者的影响更大些。对构成财政风险的成

因，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以下因素是最重要的：财政职能错位、各种隐

性和显性负债、国有资本流失、经济增长滑坡、失业不断增加等。而这些因

素都可归结为制度结构缺陷所致。大家认为，防范财政风险应充分借鉴国外

经验，建立公共财政的应急反应机制，推进制度创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建设。

４关于开放条件下财政制度的研究
理论界也积极研究了 ＷＴＯ背景下的财政制度问题，并在下列方面达

成共识：首先，入世后中国财政面临的支出压力趋于加重，中国需要采取

相应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其次，作为世界贸易

组织的成员国，今后必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要求办事。这就要尽快

调整和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在提高财政

运作的透明度、公开性和统一性方面需要加大力度。最后，中国要充分利

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和保护条款，从财税政策上支持本国企业和本国经

济发展。

（二）财政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目前财政经济学科的研究视野在不断拓宽，财政研究已逐步跳出就财政

论财政的圈圈，并尝试着把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研究方

法上看，开始注意到量化分析的重要性。但财政学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和

不足：

１基本理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是财政职能问题。关于什么是财政、财政的职能是什么，这一看似

很简单的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由于理论的不清晰，财政只

是作为一个部门和调控工具而孤立地存在，财政的分配权和调控职能被肢

解，财政工作频频陷入被动。其次是财政风险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存在

一个误区，即把财政风险当作是管理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财政风险理论

研究回答的是 “什么是财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它涉及到多门学科的综合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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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重大财政问题，迫切要求财政理论上的解释。例如，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的地区差距、部门差距和城乡差

距都仍然较大的条件下，如何利用合适的分析工具和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实现人均财力和公共服务的相对均等化，确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合适

的收支规模，如何改革当前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农村税费关系向何

处调整，如何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等等。这些问题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应当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３财政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虽然财政学的研究开始注重量化分析，但量化的力度仍显不够。

（三）“十一五”期间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

“十一五”时期财政经济学科建设，既要体现学科研究的延续性，又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在一些领域进行突破和创新。主要

包括：财政基础理论，如财政职能的地位和作用、税制优化理论、公平与

效率理论、财政风险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等；财政政策理论，如财政决策

效率理论、财政决策风险理论等；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 （如货币政策）的

协调机制；财政体制创新研究，如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农村税费改革

等；财政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研究，如人均财力的均等化、“两个比重”的

优化、税收弹性等；政府会计改革研究；分配差距和社会稳定性的相关性

研究，等等。学科的研究重点主要有：宏观分配政策研究，财政在社会、

经济和政治中的定位研究，“十一五”财政政策研究，化解金融风险的政

府财政责任研究等。

十八　保　险　学

（一）“十五”期间保险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保险学科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保险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保险研究的内容更加宽泛，既有基础理论
问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问题，又有应用性问题和对策研究，还有热点问题

的讨论。①纯保险理论问题。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保险经济利益理论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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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理论。②保险实务研究。在重视对保险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了保
险实务研究。一是商业保险研究，初步探讨了现代保险公司制度、保险公司

盈利模式、资金运用和监管以及对金融市场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社会保

险研究，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诸多关系社会经济稳定的研

究课题。三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结合问题。③我国保险法律建设的研究。
主要包括保险法律体系的构建，保险法律条款的实用性，保险法条款的补

充、修改和完善的建议，保险法律与法规如何适应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保险市
场的开放和监管等。２００３年新 《保险法》的颁布实施是这一方面研究成果

的突出表现。④保险的金融、经济学研究。有的学者开始结合经济金融理
论，将有关成果和方法应用到保险领域；有的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

济学，研究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有的学者在探索保险和经

济的内在关系。

（２）跨学科研究初见端倪。“十五”期间，保险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注重
金融 （保险）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及跨学

科研究，运用多学科理论与知识，对一些保险问题开展了纵深交叉的研究活

动。比如，有的学者开始运用金融理论，研究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问

题；有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经济理论，从事保险经纪人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等；有的学者从社会历史文化视角开展保险研究。

（３）研究方法有所改进。“十五”期间，保险理论研究方法开始有所转
变，定量研究有所加强，实证分析为一些学者倡导和尝试。一些学者借鉴和

学习国外保险研究的范式，在保险研究中开始对文献占有的充分性、前期研

究和前人研究相似成果、研究成果的效应和结论的真伪等给予一定的重视。

（４）国际比较。为适应国际化趋势，加强保险实践行为和理论范式与国
际接轨，这一时期的保险研究有较大篇幅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入世

后保险规则的适应性、保险法律的调整、保险市场过渡期保护和应对策略

等，成为保险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保险学科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来看，保险学研究正紧跟世界保险理论发展前沿，结合中国保险

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形成了一系列中国保险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包括

商业保险理论、保险精算理论与实务、人寿保险经济分析等。

当前，保险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保险学科的研究方法上较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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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多数的文献是以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为主，缺乏定量分析，特别是实

证研究。另外，在理论分析方面以引进国外理论模型为主，缺乏本土的创新

性理论。对保险业长远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对相关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研究不多。存在保险理论研究与保险实践脱节的现象，结

合我国保险实践的理论创新较少，没有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较为成熟和

系统的保险理论体系。同时，保险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盲点，主要包括开放

经济下的国内保险公司的盈利模式、保险基金的敏感性分析和收支平衡问

题、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支付和就业率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和失地

农民的保障等问题。

数据缺损是影响我国保险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职能部门、

保险协会、保险公司和投保企业披露的保险统计资料很少，宏观和微观的保

险数据质量不高；与其他方面的统计资料相比，我国保险业仅有 ２２年的年
度历史数据；由于很多险种处在从无到有或者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划分

标准和统计尺度经常不断修改和调整。

（三）“十一五”期间保险学科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中国保险市场将全面开放，外资保险公司，特别是养

老保险、健康保险、农业保险等新型专业保险公司将大量涌进，市场主体将

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生活要求出现多

样化，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等改善生活质量的需

求将明显提高。这些都与保险业息息相关，保险业迎来了新发展的大好时

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学科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探讨适应经济全球

化、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金融创新步伐加速等环境变化的商业保险、财产

保险、人寿保险、社会保险、再保险以及保险中介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和

实务。

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保险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建设，保险产品创新，

保险产品定价，保险资金投资与风险管理，保险费率自由化问题，寿险精

算，财产再保险的运作原理与相关规范问题，保险中介研究，保险产品证券

化，保险监管制度完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保险公司监督、管理、规范和

引导，保险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保险的产业结构和宏观配置，保险公司

的治理结构，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中资保险公司 “走出去”战略，保险市

场宏观调控问题，农村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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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世界经济学

伴随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步伐的加快，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迎

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繁荣。“十五”期间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尤其是研究方法正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研究的内容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需

求更为一致。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世界经济研究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

还有一定的差距。

（一）“十五”期间世界经济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自２００１年开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从该学科的权威学术刊物中每年选
出５０篇论文作为候选，由学会的常务理事 （１００人左右）进行投票，最终
推选出２０篇左右的论文作为年度会长论文奖的获得者，并予以出版。迄今
为止，已经连续举行了四年 （２００４年尚未出版）。该书所收论文基本上涵盖
了世界经济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较为重要的成果。过去几年间，在世界经

济学科内，研究重点集中于下述领域：

（１）经济全球化。超越了早期阶段只限于对经济全球化概念、性质和意
义的讨论，开始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让渡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不同

类型国际经济规则的演变和形成机制，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

不同领域的全球化趋势 （如金融、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劳动力流

动）等。

（２）亚洲货币合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货币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地
区乃至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作为参与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

个领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的重点一方面是从西方国际金融理论模型出

发，探讨应用于东亚合作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讨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

操作机制。

（３）人民币汇率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景。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已
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围绕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既是一个

国际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与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的中长期前景

相对应的是，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景，对此进行量化分析和改革方案设

计是研究的重点。

（４）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过去四年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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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具体研究集中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

韩自由贸易区的机制设计和对具体产业的影响。

（５）ＷＴＯ规则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前景。伴随中国 “入世”的完

成，对 ＷＴ０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围绕新一轮多边贸易
谈判涉及的许多新问题，对 ＷＴＯ规则的研究更为深入，如规则的制定机制、
实施机制等。

（６）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 “世界工厂”地位。随着外资在我国经济

中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制造业影响的不断增加，有关中国成为 “世界工

厂”的争论也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关于外资引进过程中超国民待遇问题、

市场换技术战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都成为研究的热点。

（７）新经济的兴衰机制。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全球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引发
了全球范围内对新经济发展前景的广泛争论。这不仅涉及到有关知识产业对

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判断问题，而且关系到未来中长期内全球经济的周期特征

与增长前景。

（８）国别与地区经济研究。对大国经济、与我国联系紧密的国家经济仍
然是研究的重点。例如，美国的 “双赤字”、财务丑闻，俄罗斯新政府的经

济政策，欧盟东扩，日本的通货紧缩，等等。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都有

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以及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过去几年间，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和迅速发展

的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相比，世界经济研究还存在相

当大的差距。

（１）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中国作为一个发
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待国际经济秩序必

然有自己的主张。如何在借鉴国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经济

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是极为必要的。

（２）对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缺乏系统的研究。多年来，我国世界
经济学界就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反过来就中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很少涉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

在各个层面都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何把中国经济纳入到世界

经济之内进行研究是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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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世界经济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而对其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
如，跨国公司的竞争策略、组织方式，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创新，国际经

济运行机制中的潜规则，等等。

（４）针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系统
地研究。如，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政策问题、环境问题、劳工标准问题，区

域经济合作中的合作方式与运行机制问题，经济全球化中的主权问题、国家

规模问题、全球治理问题，超国家经济协调的组织机构与功能 （“七国集

团”）等。

（５）把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还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近
年来，西方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我国

世界经济学界也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但如何在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的前提下，有机地把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结合起来还有待于各方努力。

（三）“十一五”期间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

今后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将趋于规范成熟，与国际经济

学界接轨的步伐加快；在范围上将会出现世界经济研究和中国经济研究交叉

的局面，世界经济研究服务于政府决策的空间扩大；在体系上将趋于完整，

涵盖更广的领域，有更坚实的理论作支撑。至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至少有以下

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１）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研究。主要包括：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
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在市场层面，国内市场信号与国际市场信号

（供求、价格、竞争方式等）的关系；在规则层面，国内经济规则与国际经济

规则的关系；在政策层面，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关系，等等。

（２）多重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除了进一步重视数量分析外，还将会引
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同

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国情，逐渐形成中国学者对待世

界经济理论和重大问题的立场与理论框架。

（３）在国际贸易领域，一方面是对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一方面要适应发展的需要，对正在纳入谈判的问题以及将要纳入谈判的

问题做前瞻性研究。对于许多尚未形成明确规则的潜规则 （如企业社会责任

标准、风险评级标准）也需要认真对待。

（４）在国际金融领域，需要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工具，国际金融体

４７３应用经济学　　　　



系的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和我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

化与东亚货币合作，等。

（５）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主要有：与我国资本项目
自由化相对应的企业跨国购并问题，国际生产网络问题，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保护与技术转移问题，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的贸易收支地区不平衡问题，外国

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等。

（６）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即将进入实施
阶段，与港澳地区的 ＣＥＰＡ已经生效，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进入可行性研
究阶段，我国与智利、澳大利亚等国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协定也在酝酿之

中。如何加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显得尤为迫切。这个

领域不仅涉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区位，而且还涉及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

二十　信用经济学

（一）“十五”期间信用经济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１）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确立了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
系的纲领性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

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

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据此，国务院做出了要在

５年内建立起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统一部署，有专家学
者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

（２）通过对信用起源问题的挖掘和梳理，扩充了信用的内涵。有些学者
认为，信用是个道德范畴，并将信用的起源归结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从

孔子、老子那里寻找有关信用的最初论述，指出目前我国社会的信用问题来

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沦丧；有些学者认为，信用是个经济范畴，并从

西方契约论、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寻找信用的最初论述和概括，指出我国市场

经济发展不足是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丧失的主要原因；还有的学者将信用同时

归结到经济和道德两个领域。学术界对信用的讨论扩充了信用的内涵，既涵

盖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本义，又引入了西方经济学中对信用的界定，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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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人们对信用的认识。

（３）国家信用体系的构建研究。主要的观点认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由
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征信数据的开放且商业化；信用管理相关法律的建立和

政府执法，特别是失信惩罚机制的运行；政府对行业的管理，特别是使信用

报告中介机构有一个合理的布局；信用管理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它们是国家

信用管理体系框架结构的四个支柱，缺一不可。

（４）企业信用体系的构建研究。有关研究提出了针对我国企业的信用评
价体系和标准，信用风险定量化模型，智能化、标准化的企业信用评价专家

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等。

（５）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研究。从 ２０００年起，我国许多地区纷纷开始
进行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工作。目前，由央行牵头的全国个人征信系统建设

也已经启动。与此紧密配合，大量的研究随之展开，并为实际工作提供了很

好的指导。

（６）银行信用的研究。比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方面。一
是关于信用风险预警和风险评价体系的研究。二是关于信用风险质量与评价

技术的研究。三是关于风险控制方面的研究。四是关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外

部评价的研究，包括商业银行信用管理绩效和对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两个

方面。

（二）信用经济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目前，我国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还非常差。如何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

经济领域各个行业的信用建设，仍然是各方面非常关心的问题。总的来看，

信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有以下几点：

（１）在理论方面，对信用、信用经济的研究 （如信用缺失的根源、信用

制度建设等），学者们多从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特

别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我国信用缺失的微观机理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

较多，而缺乏在效用最大化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制度背

景，对不同经济主体经济决策行为的深入研究。对信用内涵的认识尚未达成

共识。

（２）在研究范围上，现有的工作绝大部分集中于银企，且多属于情况介
绍和指导实际操作。如目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研究一般局限于狭义的信

用风险，即违约风险，在对其他类型信用风险的界定、评估、计量与防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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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此外，对其他政策性银行的信用风险亦无相关的详细论

说。对于政府、个人信用探讨较少，把信用作为交易方式来论述的多，从市

场秩序角度对信用行为、信用基础和信用规则等方面论述也不多见。

（３）对信用与经济社会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信用与经济增长、经济

波动、经济发展之间相关性的定量分析）研究不足。以往较多地关注银行信

用、货币创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对其他社会经济主体的信用度与经

济增长间的关联度着墨较少，即使有亦多属于定性分析、思辨式研究。

（三）“十一五”期间信用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

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状况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结合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

实际要求，“十一五”期间信用经济学研究重点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信用评估体系和标准、信用风险度量和管理问题。如何建立一套既
能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和标准以及风险估值的方

法，仍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和转嫁机制。主要课题有：银行如何构建个人
信用评估模型，如何进行企业信用评估和风险转嫁，如何从巴塞尔新资本协

议内部评级法的角度建立信用风险披露和风险管理的制度和相关技术。

（３）商业信用问题的研究。一是商业信用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是商业信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商业信用与我国中小企业的关系。

（４）信用与金融稳定的关系。随着我国金融系统和信用系统的逐渐发展
壮大，信用扩张是否会影响金融稳定，如何构建信用危机的预警与防范

机制。

（５）我国资信评估业的规范发展问题。目前我国的资信评估业基本上还
处在发育期，发展的模式、标准、规范等问题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将成为一个重点领域。

（６）信用经济、政府责任与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应用经济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魏礼群

参与调研人员

一　总课题组人员
组长：魏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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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郑新立、林兆木

成员：杨书兵、张昌彩、王飞、姜秀谦

二　各学科课题主要负责人
数量经济学：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郑玉歆

技术经济学：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汪同三

管理经济学：武汉大学商学院谭力文

会计学：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曲晓辉

审计学：国家审计署研究所

生态经济学：湖南行政学院易炼红

资源经济学：江西财经大学史忠良

环境经济学：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周

城市经济学：山西社科院吴德春

贸易经济学：北京工商大学洪涛

劳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

工业经济学：上海社科院姚锡棠

农业经济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

交通运输经济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汪鸣

建筑经济学：建设部研究院陈淮

价格学：中国社科院财经所温桂芳

旅游经济学：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旅游经济室张广瑞

财政经济学：财政部财科所何盛明

保险学：中山大学陈浪南

世界经济学：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

信用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唐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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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
建设和研究进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以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政治学科在 “十五”期间取得重要进

展。目前，我国的政治学科形成政治性和学术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基础性

和应用性、价值性和操作性、主题研究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结合的特点，成为

我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

“十五”期间，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推动下，我国政治学的学科

建设迅速发展，学术研究得以扩展和深化。

一　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在总体上具有提高和扩展的特点，

其具体体现在：

１政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演变，新的学科框架逐步凸显
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主干是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

度、行政管理学和国际政治学。近十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随着学科

分化和交叉趋势的发展，政治学学科体系产生了变化。“十五”期间，这一

变化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首先，政治学学科基础进一步演变。“十

五”期间，在保持政治学科围绕公共权威这一自身研究主题的前提下，政治

学科的学科基础拓宽，成为兼容哲学、法学、管理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

经济学的学科，因此，从多个学科和多个角度研究公共权威现象，成为 “十

五”期间政治学科研究的特点。其次，政治学学科内容形成政治学和公共管

理学两个一级学科。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之下，形成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形成

了新的二级学科，比如政治学科下形成了 “比较政治”、 “农村政治”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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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下形成了 “公共政策”、 “发展管理”、 “战略管理”

等二级学科，在若干高校，这些二级学科已设置为学科专业并且招生培养。

再次，政治学的若干交叉学科领域正成为政治学科的重要构成内容，其中突

出的有政治经济研究、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心理学等。

政治学学科体系和构成内容的这些变化，使得政治学科正在按照社会政

治发展的要求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和内容。

２政治学研究和教育的学科点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和提升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的研究和教育学科点的建设得到迅速扩展

和提升，这种扩展和提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十五”期间，为进

一步发展政治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办公室对于有关高等学校和党校授

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先后两
批获得政治学科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单位有７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
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有７个。

第二，在 “十五”期间，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硕士和博士培养单位

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十五”期间政治学理论博士点增加９家，中外政治
制度博士点增加３家，行政管理增加博士点３家；其他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
学科的二级学科设置硕士点若干。①

第三，作为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教育，公共管

理专业硕士教育在 “十五”期间启动。该项教育适应我国政府管理人才培养

的需要，启动以后得到政府、社会和学校的热烈响应，２０００年至今已有 ８３
家高校获准举办 ＭＰＡ教育，先后招生４届学生，大大推动了政治学科和公
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第四，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２００３年，人
事部国家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首次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政治学科和公共

管理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工作站。迄今，全国已有８家高校设立了博士后流
动站，有１家科研机构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

３政治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领域，其研究得到高度重视
在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导下，２００４

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按照中央部署，政治学科

是其中的主要研究学科之一。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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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启动，成立了该工程的研究

小组。围绕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展开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基本理论内容、政治学科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国现有政治学原理教

材、国外政治学导论教材体系和内容等展开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中， “社会主义法治与政治文明建设”

成为学习主题之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政治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和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展开的首批国家重大项目中，

政治学者承担了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研究”、 “中国共产

党执政体系研究”、“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研究”等重大课题。

在国家教育部启动的重大项目中，政治学者承担了 “社会主义宪政与政

治文明建设”、“社会公平与政府责任”等重大研究课题。

同时，国家教育部政治学研究基地展开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

化”、“中国政治发展及转型战略研究”等重点项目研究。国家教育部行政

学研究基地展开了 “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管理研究”、 “公共理论研究”等

重点项目的研究。

４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结合，组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适应社会和政府管理对于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的需要，“十五”期间高

校在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专业调整和设置，从而形成

了一大批新的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比如清华大学的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等。

这些机构的组建，不仅形成了政治学科研究和教学的重要的新的依托，而且

在组织机构和教学研究过程方面为政治学科与管理学科、经济学科、社会

学、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创造了条件。

同时，在社会科学院，适应科学研究的需要，政治学研究所与法学所分

开，作为独立的直属研究机构开展研究活动。在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陆续

成立或组建了政法部、政治学部、公共管理学部等。

５政治学研究和教学队伍逐步扩大和提高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的深入，随着公共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的开展，“十五”期间，政治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队伍得到进一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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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突出表现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和专业已经从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大

学，迅速扩展到理、工、农、医和师范类大学，使得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

科的专业课程设置呈现空前的广泛性，其教学研究队伍呈现空前的规模。据

初步统计，５年来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共增加了４５６人。
政治学科教学研究队伍的质量在 “十五”期间进一步提高，近５年共新

增教授和研究员２１１人，副教授和副研究员３３２人。学科队伍的学历背景大
幅度提高，据初步统计，现有队伍中已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３５６人，硕士
学位的研究人员１０１２人。与此同时，５年中，有７６名在国外大学获得政治
学、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的人员归国，加入了政治学的研究队伍。

“十五”期间，教育部启动了新世纪人才工程，其中 ５位中青年政治学
和公共管理学者入选。同时，教育部首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启动 “长江学

者”计划，有１名政治学者入选。

二　政治学研究的成就和进展

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六大关于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的确定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使得政治学和公共

管理学科的研究日趋活跃，成为社会科学的显著学科。总起来看， “十五”

期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本特点是：

１学术活动日益活跃
据初步统计，“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者共承

担了研究项目２０１３项，其中国家 “十五”规划重大项目 ３项，国家规划重
点项目１５项，国家一般项目 １３２项，国家青年项目 ４３项，自选项目 ６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２项。省部级重点项目２３３项，一般项目６１５项；部
门和专业项目６２１项。与此同时，政治学者承担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
的委托研究项目５４项，国际和境外合作研究项目６项。

“十五”期间，政治学科，尤其是公共管理领域学术会议活跃，其中包

括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比如，中国政治学会主办的 “全面落实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美国行政管理学会和

中国人民大学两次召开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北京大学举办的

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 “北京论坛”中的 “多种文明与公共政策”专论，中

国政法大学举办的 “社会主义宪政与政治文明”，山西大学举办的 “加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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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政能力建设”会议等，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同时，政治学者还

举办了专题性研讨会，如中山大学举办的 “发展中的政治学与政治学研究方

法”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研讨会，浙江大

学举办的 “民主恳谈会与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研讨会等。此外，我国政治学

者积极参与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的学术研讨会，加强了境外学术交流和联系。

为使科学研究成果及时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参考，政治学科的研究者以

多种方式参与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决策活动和咨询工作，因此， “十五”

期间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决策咨询活动也空前活跃。这其中，尤其突

出的２００３年 “非典”治理前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积极展开应急体制

和对策的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若干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用，为国

家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政治学、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者还积极参与了 《公

务员法》、《紧急状态法》等法律的咨询和起草工作。同时，政治学者还就

地方政府创新、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提交了经常性的研究和咨询报告，为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我国政

治学者提交的有关政府管理和政策研究的专项咨询报告有１０２２篇。
与此同时，政治学科的基础建设在 “十五”期间也得到进一步重视和推

进。《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第二版修订编写工作顺利进展。２００３
年，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组织，

全国政治学者 （包括港、澳、台地区）参与的我国第一部 《中国政治学年

鉴》出版。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了包含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
状况在内的 《中国学术年鉴》。国家教育部编辑了包括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

科发展状况在内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蓝皮书》。这些建设，

对于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十五”期间，政治学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５年来
共出版了政治学专业的著作６２１部，译著１３７部，发表论文２１７４１篇。在研
究的基础上，政治学科的教材建设获得进展。国家教育部启动了 “新世纪教

材”项目，现正陆续完成。

２政治学研究重点发生转变
对于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研究项目和成果的分析显示，我国政治

学科的科研和学术重点正在逐步转变。这种转变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有关目标、内容和途径的规定下，在政治学科自身发展逻

辑的作用下，我国的政治学科逐步呈现新的学科发展阶段的特点，趋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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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模式的形成。同时，这种转变还表明，我国的政治学科已经走过了恢复

重建阶段，其扩展和深化，使得它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任务的社会科学

学科。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科研和学术重点的转变，具体体现在：

（１）从引进国外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向研究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理论和知识的转变。在我国政治学科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

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就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内容来

看，在学科初创和重建时期，部分知识一度来源于引进和介绍西方 ２０世纪
以来的学科知识。随着我国政治实践的发展，随着学者对于西方学科知识的

科学性和适用性的分析，这一现象逐步趋向转变。“十五”期间，政治学和

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大幅度转移到对于中国政治和政府管理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 “十五”期间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中，有关我国政

治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研究占了８０％强。同时，政治学者努力从我国政治实践
出发，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提炼我国的政治学理论和知

识，并且进行对策研究。

（２）从政治主导思想和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和阐述，逐步扩展向国家治理
和战略管理的研究分析。在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前一时期，我国政治学科的

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政治学说

的解释，对于我国政治制度、政治形态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的论证。随着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任务的提出，政治学科有助于实现国

家长治久安的学科和现实任务提上研究日程，在其作用下， “十五”期间，

我国政治学者研究在继续论证和阐述任务的同时，逐步着眼于国家治理层

面。据分析，这一时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项目和研究成果，７５％围绕
着国家治理问题展开的，因此，政治学科作为研究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家战

略管理的学科的特点逐步呈现。

（３）从宏观研究，逐步向中观微观研究转变。在我国政治学科恢复和创
建发展阶段，宏观的一般性理论的建构是其基本出发点，因此，政治学科和

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主要是国家层次和宏观制度方面的现象。随

着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学科研究在关注重大问题的

同时，逐步着眼于中观和微观方面，其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逐步向地方政

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基层政权建设倾斜；研究的问题逐步具体和细化，体现为

具体的政府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研究的层次从价值、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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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逐步转向政策和机制；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分析模式逐步

趋向中观和微观，即从采用哲学、社会学和法学的途径和方法，逐步转向采

用政策学、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和组织学的方法和途径展开政治和公共管理

的研究。

３理论研究成就斐然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就，从

研究的理论成果来看，其基本特点主要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学说的研究，尤其是邓小平政治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得到

高度重视；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进一步进展；政治学的专门理论研究

得到深化和系统化；政治实践提出和形成的重大理论得到研究和阐述；政治

学分析方法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十五”期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研究的成就具体体现在：

（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十五”期间，政治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政治学者以国家问题为核心，以国家

与革命为主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学学说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

论述。

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新进展。政治学者阐述了邓小平政治学理论的基本

构架和研究方法，探讨了邓小平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各分支的贡献和指

导价值。① 有学者系统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在各个时期政治文明思想的理论贡

献和思想脉络。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到系统阐释与研究。政治学者以极大的热情从

不同的角度发掘其中蕴涵的政治思想，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和价值。③

此外，政治学者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④

（２）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在中央马克思主义工程政治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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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军等的 《江泽民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李忠杰的 《“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甄小

英的 《“三个代表”与党的先进性》，陈子舜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支撑：江泽民政

治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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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围绕政治学原理及其教材理论体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同时，在政治

学基本理论方面，有学者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关系出发，以国家政治权力如

何人民化、社会化为主题，分析了政治关系国家化、公共权威权力直至政治

关系社会化的历史逻辑。① 此外，还有学者从政治权力入手分析和构建政治

学理论体系。②

政治学者还对政治学基础理论的价值和知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

论述。③

在政治学研究方法方面，政治学者从政治学方法论一般、政治学研究的

基本范畴、政治学研究中的分析框架、政治学研究课题的规划四个方面，对

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展开了较系统深入的阐述。④ 有学者对于政治分析的概

念方法和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结构、政治制度、行为、决策、

文化和国际政治在内的政治分析途径展开了独到的理论阐述。还有学者比较

系统地论述了政治学的定量分析方法。⑤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围绕政治学的范式推演与路径、政治科
学的概念阐释与引入、比较政治方法、理性选择模型、实证研究方法等展开

讨论，并形成了有关研究论文。⑥

（３）政治文明理论。政治学者主要从概念、特质、结构、历史演变、现
实意义的角度对于政治文明进行论述。根据研究，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１１月的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到 “政治文明”概念。⑦

关于政治文明的本质体现。学者认为应该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因此

从合理性和实现程度方面进行了论述。⑧。有学者认为，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

是 “四个合理性”和 “四个程度”。前者包括即权威产生和运行、政治权威

的政治行为、政治权威与人民之间关系和人们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后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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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主编 《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杨光斌：《政治学
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严强、孔繁斌：《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铭、严强：《政治学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李瑛：《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
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郭正林、肖滨主编 《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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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政治权利保障、政治参与、自治和思想自由的程度。①

关于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政治学者认为，政治文明要建立在生产

力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并要进一步促进它们的发展。在中国建设政治文明

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政治文明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扬弃。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

既批判也要继承。②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

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③

此外，学者们对于三代领导人的政治文明思想、政治文明中的制度建

设、道德建设、责任政治建设、公民意识建设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

硕的成果。

（４）民主理论。“十五”期间，政治学者对民主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于
民主的反思和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有学者从中国现实角度专门探讨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主张 “法治优

先”④。也有学者对潘维的观点做出回应，提出了 “通过法治国家的建设实

现民主化”的观点。⑤ 同时，政治学者通过实际调查，对中国政治发展条件

展开了研究和论证。⑥

近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学者关注的主要领域。有学者集中探讨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有学者继续关注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着力探讨如何进一

步完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有学者着重研究党内民主建设与国家民主

建设的关系，期望通过党内民主来推动国家民主建设进程。

（５）政治管理与治理理论。政治学者提出了 “治理与善治”的理论，

得到学界热烈的响应。目前治理研究集中在治理模式、基层治理等问题。在

治理模式问题上，有学者侧重从制度分析方法对政府治理进行分析，认为现

代治理的主要制度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以及民主政府。⑦ 也

有学者详细分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前提条件与内在逻辑，并根据我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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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对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我国治理实践应用的可能性给予了评估。①

基层治理尤其是学者关注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其研究包括对于农村基

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对于乡镇长直接选举的研究和城市社区治理的研

究。其中代表的研究如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认为农村基层治理将由能人治

理走向法治治理。对于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研究。② 有学者对于乡镇民主

管理和民主恳谈会的研究，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乡镇导入和实施可以以管理

环节为切入点。学者们还就国家政治应当上收抑或下渗至农村展开了争鸣。③

同时，政治学者对城市社区治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④

此外，政治学者开展了非政府组织公共部门、事业单位体制、听证制

度、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治理制度和方式的研究。⑤

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方面，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

治理构成了挑战，但在如何看待全球治理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歧出：有学

者认为全球化使得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范式走向世界政治范式。⑥ 相对立的观

点指出，全球化一方面侵蚀了国家边界，但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制度与规

则，到目前为止的全球治理基本上是失败的。⑦

（６）政府理论。“十五”期间，政府理论得到进一步研究。有学者把政
府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揭示了政府产生、存在、发展的一般规

律，提出了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的概念，并考察了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与国家机构的政府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宏观政府、微观政府的概念，并分别

论述了各自的内涵和边界，构建了宏观政府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微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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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的适用性》，载王浦劬、傅军主编 《政府管

理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７４～１０３页。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黄卫平、邹树彬：《乡镇长选
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于建嵘：《乡镇自治：根据和路径》，《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２年第６期；贺雪峰：《乡村治理与
秩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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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黄恒学：《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彭宗超、
薛澜、阚珂：《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刘恒等：《政府
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郭正林主编 《变革社会的公共治理：中国案

例》，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张成福 《电子化政府：发展及其前景》、张锐昕 《政府上网

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等论文。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唐贤兴：《全球治理与第三世界的变革》，《欧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的主要结构体系。① 有学者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为方法框架，着力探讨、

分析和论述了政府的建构基础及其模型，形成了关于政府建立和变迁的基础

的理论。② 同时，有学者着力探讨了政府及其管理的公共性问题。也有学者

从公共利益出发，按照公共利益与政府的关系和对于政府职能的要求，探讨

了我国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及其转变问题。③

在政府内部结构和政府之间关系方面，有学者细致分析了政府的纵向和

横向关系，形成了府际关系分析的新的框架和理论，并且就府际关系的若干

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见解。

（７）政党理论。政治学者探讨了政党的概念和政党形成的基础。政治学
者运用生态学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条件和环境。④ 有学者通过

对政党含义源流的考察提出，理解政党概念要深入研究政党利益代表的广

度，并分析其产生原因是由于歧异还是由于一致。⑤ 有学者对于政党结合的

基础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认为阶级、品性、气质、经济利益、种族地域、宗

教信仰和学术思想都可能成为结党的原因。⑥ 还有学者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

成的基础条件进行了详尽分析，认为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

是两头大、中间小，多阶级、多阶层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由多党派、多

联盟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历史机遇”。⑦

党内民主建设是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对党内民主的理论基

础、制度、运作、功能目标等进行了分析。⑧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下，执政党研究进

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更为重要的

是，执政党研究实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突破。这些理论成就主要集中在：一

是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讨论，围绕执政能力、党内民主、革命党与执政党等

概念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⑨ 二是研究了新时期执政党的执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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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超声波，２００３。
商红日：《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２。
麻宝斌：《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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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超然、晓韦主编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林尚立：《党内民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
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编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０４；黄
宗良：《紧抓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前线》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和执政方式等重大问题，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 “执政党研究丛书”影

响较大。① 三是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和城市社

区两大问题上，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课题组的集体成

果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等。

（８）政治合法性理论。作为政治生活和加强党的执政基础这一时代课题
的政治理论反映，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关注点。有学者从

权力起源模式展开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讨论，有学者论述了政治合法性的不同

研究角度和向度，有学者论述了民族国家认同和合理性问题。在此基础上，

政治学者从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两个方面展开了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和论述。

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发掘了中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关政治合法性的论述，

有学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讨论了 《易经》中体现的政治正当性判断问题，有

学者就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等展开了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研究。在社会政

治现实方面，围绕我国社会政治发展，探讨了执政思想、执政能力等与政治

合法性的关系，分析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影响等。

（９）民族政治理论。以民族政治生活和各种民族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民
族政治学在 “十五”期间逐步形成。周平教授在其专著中深入考察和分析民族

的政治生活，从理论上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民族政治生活的状况，揭示民族

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民族政治问题的生成机制和演变特点；总结解决

民族政治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力图构建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完整体系。②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学者从政策

的抉择、实施、推进与发展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结，认为这一制度在中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得到实施、检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宝库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努力。③

（１０）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研究与民主化、制度化研究紧密结合，
形成了相当数量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有学者提出并且论证

了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④ 有学者在概念辨析和理论梳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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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有王长江等著 《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和卢先

福、端木婕著 《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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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质疑政治发展概念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尝试建立中观层次的新的理

论体系，并以此论证中国渐进改革进程。①

（１１）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创新侧
重于中观层次的理论，因此，理论创新同时意味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有学者从公共管理主体、价值观、管理手段、管理对象和目标等四个方

面，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进行了论证，并分析了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异同。②

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对行政改革的理论研究。有学者

对我国行政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理论论述涉及我国行政改革的生态环

境、目标、动力与阻力、制度约束和运行方式等内容。公共管理专门领域

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则主要体现在政府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③ 关于我国机

构改革和编制管理；我国人事制度改革。学者在推动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

方面发挥了作用，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价值理念、制度特色和管理机制

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地方政府改革，包括中央地方事权划分、财税

体制改革、特区研究、地方政府机构和管理改革多方面；公共政策研究。

目前发展趋势是在关注具体部门政策同时，进行政策过程的特定方面研

究；而特定研究领域开拓中的理论创新，包括政府绩效管理和公共组织绩

效评估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系统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行政伦理研

究，以及电子政务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立足国情和现实需要，追踪并吸收

国外理论的最新发展，在相关领域的理念基础、指导原则、运作机制等方

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此外，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学科，学者还对公共管理新学科展开研究，其

理论创新相应体现在对公共管理学科的探讨和论证。有学者力图澄清行政管

理和公共管理的区别，确立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④ 有学者立足

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形成的特殊性和发展状况，从学科结构、专业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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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建制等方面，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学科整合的思路和一

些具体措施。①

４应用研究具体广泛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呈现空前的应用和对策研究

的热潮。总起来看，这种应用对策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的战略管理、

政府和公共管理体制和方式创新、具体的公共政策议题等方面。同时，“十

五”期间的这种应用对策研究已经广及政府和公共管理的几乎所有方面和

政策。

就所研究的课题来看，“十五”期间的应用对策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和具体针对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管理和治

理方面，着力研究的问题包括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研究；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的制度途径建设研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研究；执政能

力的评价指标研究；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府管理问题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和政府的责任研究；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研究；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２１世纪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研究；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协调与合作；东北振兴进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管理创新

问题研究；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研究

等等。

在政府和公共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层次上，着力研究的课题包括人民代表

选举的监督研究；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机制、程序

研究；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研究；西部大开发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

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公共危机管理与政

府责任研究；反腐败的权力监控体制和监督指标研究；政府绩效考评体系研

究等等。

在有关政府和公共管理的政策议题方面，主要有政府信用研究；政务公

开研究；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率研究；公共伦理与公务员职业道德研究；政府

透明与廉政建设研究；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公共政策制定与公民

参与研究；政府行为文明研究；政府的责任研究；科学发展观与公共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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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研究；社会保障与政府职能研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政府监控问

题研究等等。

就所研究内容的广泛程度来看，所研究的问题几乎涉及到社会政治

和政府管理的所有层次，同时，由于公共管理在政治学科中的拓展，非

政府公共管理组织、制度和方式，也被纳入 “十五”期间政治学科的研

究视野，比如非政府、非赢利公共组织的管理和改革，比如我国事业单

位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此外，由于政治学科转向国家和政府管理的趋

势，因此，国家和政府管理的其他学科现象中有关政府管理的内容被纳

入政治学科研究的范围，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家和政府职能问题，比

如社会保障体制完善过程中政府管理问题，甚至比如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中政府政策和战略问题等。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和技术看， “十五”

期间政治学科的应用对策研究趋于多学科甚至理科技术和模型的应用，

比如在 “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冲突与政策选择研究”、“城市现代化与轨

道交通发展模式研究：以上海为例”、“异质性与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集

体行动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管制改革研究”、“关于

社会资本的实证及政策研究”等研究中，运用的经济学、技术科学和数

学等方法展开研究。

５基础研究趋于深化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性研究进一步得到

重视和发展，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学科基础研究方面，“十五”期间的重要研究进展和成果集中体现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整体研究和西方政治

思想通史体系的完成。其代表性研究和作品是由徐大同担任总主编的 《西

方政治思想史》 （五卷本）的完成，成为我国大陆地区首部完整的西方政

治思想多卷本通史。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８００年的古希腊到当代，共 ２００
余万字，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该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为指导，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内容进行条分缕析，并且实现了扩

展和超越，形成了内容丰富充实、体系完整、观点和材料新颖的成果。此

外，徐大同主编的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和 《现代

西方政治思想》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
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潮的社会背景、源流及其主要特征和内涵作了较为全面

和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它是 《２０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徐大同主编，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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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版）的续篇，两者共同展现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基本
特征、流派和走向。①

同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还有新的视角的开拓，有学者则从

政治哲学视角出发，以人物为中心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做了剖析；② 新领域

的开拓，学者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围，开始关注一些以前在很大程度

上被忽视的对象；③ 新的流派的研究，如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普遍

主义的研究等。④ 从解构的多元主义、分散化的多元主义、交往的多元主义、

实用的多元主义以及有机的多元主义等几个重要方面描述了西方后现代多元

主义政治思想。除此而外，学者还对后现代的局部政治论、民主思想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研究。

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值得注意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关于新自由主

义的评价和争论。其中包括关于西方学者就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的研究，我国

学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和批评等。

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外国政治制

度史及这些领域的相关专题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和相关成果。这其中值得关注

的是，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角度和方法出现了新的变化，

为借鉴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为今天的国家治理所用，学者从国家战略管理、政

府治理和管理学的角度总结归纳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形成了独有新意的研究

成果。⑤

三　政治学科建设和研究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但是，就社会主义政

治实践的要求来看，就政治学学科自身的完善和研究的深入发展来看，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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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问题和缺陷。

１学科分支和研究领域的分化和整合程度不高
２０世纪以来，由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形成的研究

领域的调整变化，使得政治学科分支和研究领域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般

来说，现代政治学科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有八个部分，即政治制度、政治

行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政治经济、

政治学方法论。① 这一结构体现了政治的传统学科分支和现代研究领域的结

合，传统政治研究方法和现代政治研究方法的结合，理论研究、制度研究和

行为分析的结合。

就我国政治学科体系和分支领域来看，尚未很好地实现这些结合。一方

面，学科分支和领域的分化程度不高，比如比较政治学科在我国虽然有少数

高校展开研究，甚至个别高校设置为教育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但是，在我

国政治学科体系中，比较政治学还没有形成专门的领域；比如建立在政治心

理学和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基础上的政治行为研究，在我国尚未形成政治学

科的主要研究领域；比如，作为政治学科的重要领域和分支，比较政治学仅

仅在少数高校设置为专业或者方向，研究相对薄弱；再如，作为理论、知

识、实践和技术结合而具有强烈现实需要的公共政策学，尚未形成专门领

域。另一方面，学科合理整合程度不够。比如现有的和未来的新兴学科、边

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经济研究、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在学科体系

中尚未得到明确定位和有机整合，也使得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限

制；比如以政府行政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行政管理学目前设置在另外一个一级

学科即公共管理学科下，与社会保障、教育经济、公共卫生、土地资源这些

部门行政管理并列，既使得公共行政缺乏政治学研究的深厚支撑，又使得公

共行政研究领域与部门行政领域混淆。

２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程度尚不够
“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按

照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伟大

实践的要求，尚存在不足。

首先，对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尚待深入。政治学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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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完整地、准确地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从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精髓；与此同时，政治学

科需要深入研究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尤其是邓小平的政治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社会政治实践来研究和阐发发展着的马克思主

义政治理论，并且深入展开专题性的研究。

其次，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社会实践和时代特点分析研

究中外政治思想尚欠深入。在这方面，在中外政治思想研究中坚持和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分析、批判和扬弃，根据我国社会历史背

景和现代化进程予以合理的吸收，是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紧密结合

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对于中外政治思想展开分析性研究，对于中外政治思

想的专门流派和思想展开探讨和分析，也有欠深入。

最后，政治学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以及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深度不

够。在我国政治发展和国内外政治实际生活中形成的重大问题，政治学者还

缺乏深入研究精神、理论勇气和科学方法，对其展开深入的科学的分析探

讨，并且形成切合实际的，具有时代性和解释力的政治学理论。

最后，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原创性理论和专门理论缺乏。现有政治学理

论大都以规范性方法研究形成，使得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原创性理论相对

缺乏，因此，从社会政治实践出发，经过总结、提炼和验证而形成原创性的

理论，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学

派特色不明显。此外，政治学的专门理论研究虽然有所进展，但是，若干专

门理论如政治冲突和合作理论，公民政治权利理论，选举理论，对策理论

等，尚未开始研究，已进行的专门理论研究如政治责任理论，行政效率理

论，发展管理理论也刚刚开始。这种状况使得我国政治学的研究虽然开始从

宏观逐步向中观和微观，但是其理论研究基本仍然停留在宏观层次，尚缺乏

深入的和重要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进展，这就使得研究分析实际中观和

微观政治现象时缺乏合适的理论和工具。

３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创新和运用不够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政治学科理论和研究的突破口，也是学科结

构变化和交叉学科形成的起点。但是，这方面还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薄弱环

节。其主要体现在：

首先，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分析有欠深入。我国政治学科缺乏关于政治

研究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的含义、范围、特点、产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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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统深入和创新性研究不够。同时，对于现有方法研究和分析不够。一方

面，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方法的系统研究有待深入，尤其是对于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方法论特点，需要深入系统地分析提

炼。目前，尤其缺乏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方法论的专门研究论

述。另一方面，对于２０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价值倾向、
内在逻辑、合理程度、适用范围等，尚缺乏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展开的深入分析、批判、甄别和把握，存在简单套用诸如公共选

择、理性分析、新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和模型的现象。

其次，政治学科鲜有中国政治学科原创的科学的政治分析方法。结合社

会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威现象这一政治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和领域，结合中国

文化和国情、政情而形成独有的政治分析方法和模型，使得我国政治学科的

研究具有科学的、原创的、适用的政治研究和分析方法，是我国政治学科研

究的重要任务。

再次，在政治学研究中，采用的多是传统研究方法，因此形成规范方法

多而实证方法少，描述多而分析少，静态研究多而动态分析少，定性分析多

而定量分析少，宏观论述多而中观微观研究少等现象，比起国际当代政治

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和国际政治学方法多样的状况来，我国政治学

科的研究方法显得传统而单薄。另一方面，在政治学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科学程度较低，政治学研究缺乏科学的研究范式，研究角度和途径带有相

当的随意性；在进行经验性政治学研究时，严格遵循科学规范和技术要求的

研究并不多，降低了研究的科学性；在比较研究中，存在简单类比而深入分

析不足的现象。

４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为实际服务方面尚有欠缺
近年来，我国政治学在研究和分析社会政治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了具有重

要理论价值和决策咨询价值的成果。尽管如此，我国政治学科在紧密结合社

会政治实践，正面回应社会政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仍然存在

差距。

首先，学科理论内在的价值性和经验性研究的有机结合程度不高，原则

性和应然性理论与设计性、操作性和实然性理论的结合程度不高，使得政治

学研究尚缺乏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 “问题意识”，政治学理论研究提

出、分析、论述和回答现实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不够，理论研究的解释性和阐

述性色彩较重，使得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缺乏应有的实践品格、指导价值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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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支持，而操作性和实然性的研究及其成果缺乏应有的普遍意义和重大战略

决策价值。

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方略及其战略、政策和措施的研究不

够全面深入。一方面，政治学研究集中关注于定性研究和合理性研究，加之

政治学研究途径、方法和手段的科学程度限制，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传统特点与实际政治生活的相对距离，加之某些客观条件如研究经费不

足等，限制了政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深入全面地研究政治生活实践和国家治

理方略的重大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比如西方政治民

主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等理论分析有欠深入。同时，政治学研究切实从实际

出发，对于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展开科学研究，形成重要决策咨询成果的能力

较弱，比如民主和法治建设发展战略、国家治理战略、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

研究，都还比较薄弱。

５政治学学科发展和研究的规范性尚不强
与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建设薄弱。

首先，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建设不够。相关领域、专题和课题的研究缺乏

系统的资料和数据的整理和储备，使得学术研究、评价缺乏系统的科学的

依据；

其次，学科建设发展和学术研究尚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标准和机制，这

就使得科学的准确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评价相当困难，并且使得学术批评和争

鸣难以有效地展开；

再次，学术研究和成果的规范性程度不高，研究者对于已有的研究陈述

和分析不够，导致课题研究和成果存在重复、粗糙现象，不仅使得有限的研

究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而且影响了学术精品的形成和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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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科的
发展趋势

　　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的确定，给政治学
科的发展和研究提出了重要的历史性任务，也为政治学科的发展创造了重要

的条件和机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明

了政治学科的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随

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于国家治理要求的提

高，随着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演进，“十一五”期间，我国

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科学研究日益广泛深入，影

响作用逐步突出，研究和成果进一步繁荣，从而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

将形成新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研究领域和课题。

一　政治学科 “十一五”期间的主要发展趋势

１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具体体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党和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对于政治学科和公

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将进一步重视，领导和支持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强。二是在

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结合过程中，为回应社会和政府对于国家

治理和公共管理的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对于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和政策

创新的要求，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对于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力度

会加大，设置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专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会迅速增加，

并且会进一步扩展到理工农医类高校及其相关研究机构；三是政治学科和公

共管理学科的学科水平和人员素质会进一步提高。全国博士和硕士层次的培

养学科点会大幅度增加，博士后流动站也会相应增加；四是政治学科和公共

管理学科的研究课题会迅速增加，除了政府和政府部门的研究课题得到增加

５０１政　治　学　　　　



外，地方政府和其他合作课题会迅速增加。

同时，政治学科学科体系将得到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在学科发展中，专

业分化和学科融合两种趋势的同时作用，一方面，会使得政治学科中形成政

治经济、国家战略管理、比较政治、公共政策等新的专业，形成公平和正

义、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绩效政府、电子政务、权利政治、选举政治、非

政府公共组织、社区政治等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政治学的学科领域与其他

学科会发生交叉融合，“十一五”期间，制度政治学、治理政治学等交叉学

科研究也会逐步形成。

因此，政治学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会出现大的调整，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学会出现重新的融和，而且公共政策作为两者的桥梁会成为 “十一五”期间

的重要的学科专业和研究领域。

２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导向性和深入程度得到高度重视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展开和深入，对于政治学科的理

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阐述，

尤其是对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重大政治理

论问题的回答，将成为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

这一工程的展开和成就，将对于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

理论研究起到指导和示范作用。因此，“十一五”期间，发展着的马克思主

义政治理论研究和对于国内外重大理论的深入阐述，将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

的主要和主导内容。

与此同时，“十一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研究

将会进一步得到深化：首先，邓小平政治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

治学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入详细阐述。同时，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意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理论研究等政治实践中的重大

理论命题会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政治价值会成为政治理论研究的重点。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在思想理论方面有关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价值会得到进一步重视，并且展开比

较深入的研究。这其中尤其是公平、正义、效率、平等、民本等，会成为政

治价值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次，有关中国政治发展和政府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将得到高度重视。

总结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历史进程，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模
式，将在 “十一五”期间形成政治学理论探讨的重要的并且具有国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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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形成原创性、独特性和本土性的政治理论的

空间。

最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会进一步丰富和更新。“十一五”期间，政治

学规范研究方法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导下，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思想的规范分析会得到深入。同时，政治

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会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政府管理和公

共政策研究方面，出于研究的要求，实证性研究方法将成为主要研究方法，

而且这一方法应用的科学性将得到提高。

３政治学科及其研究将完成其研究转型
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国家治理

和政府职能全面转变和新的政府管理的要求和目标模式的要求，将进一步促

进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及其研究的转型。在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科将

逐步转变为治国安邦的学科，国家的战略管理和治理，将成为政治学科和公

共管理学科的主题。政治学理论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技术科学的

进一步结合，将在国家治理和政府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

由此使得政治学研究更加具有治国安邦的特点。

在此过程中，政治学科的研究将着力于国家和政府治理的诸层面，包括

理论、理念、制度、政策和行为等，按照科学发展观，形成适合中国国情和

发展特点的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更加具有精细和合理特点的治理方

式和政策的研究，将成为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科发展的主要内容。

４政治主体能力的研究将成为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和管理体制一直是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

重点课题，通过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因此，

我国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科一直高度关注和集中研究社会经济及管理体制和

规则问题。

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随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和谐社会的能力的要求和任务的形成，随着公务员能力建设任务提上日

程，我国社会正逐步进入能力型社会，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科学从单纯对于制

度、体制和规则的关注和研究，逐步加强对于社会生活的主体，对于政治生

活和管理活动的主体的研究，由此会形成对于人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这一变

化及其进一步发展，会使得我国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从对于制度的单纯

关注，转变到对于制度与人的结合的关注，从而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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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因此，“十一五”期间，政治和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主体将成为研究的

重点领域和内容，有关政治主体、政府和公共管理主体的状况、构成、能

力、素养、绩效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将成为 “十一五”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

科的重要课题。

５政治学的对策研究将得到扩展和加强
“十一五”期间，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政府治理的实践，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过程，会对我国政治学科的研究提出大量强烈、迫切而具有针对

性、应用性的研究课题，从而促使政治学研究中的公共政策研究成为政治学

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显学。而公民有序参与治理模式和专业化政府的形成，

使得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面临大量的对策性研究课题。 “十一五”期间，

这种应用性研究将得到迅速发展和深化。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十一五”期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性对

策研究首先将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型的，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理论的要求，进行管理和政策创新，是政治和管理实

践的要求，因此，以理论为基础进行对策创新性研究是重要的特点；其次，

应用对策研究将是问题导向型的，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问

题，促进政府管理者与学者的双向结合，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之有

效的对策性研究，是现实和学术双方的共同问题；其三，应用对策研究将日

益具体和细化。研究将日益具体化、中观和微观化，逐步转向帮助政府和管

理部门解决具体对策问题，在具体对策研究上逐步从粗放转向细致，小课题

大研究，将成为研究课题的特征；最后，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对

策研究将日益具有多学科结合，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政策解决方案研究的

特点。

６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将继续取得进展
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传统分支学科和领域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学科基础和知识来源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深化这些基础性学科的研究，形成具有深厚学术分量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

政治和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任务。因此，在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思想

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应该也会得

到进一步的加强。

另一方面，基础性研究在学科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下，其研究的理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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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领域和内容、研究范式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得基础性研究不

仅作为学科的知识基础而存在和发挥作用，而且作为思想和智慧的借鉴而发

挥作用，从而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时代性的特点。

二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科研究的
主要领域和课题

按照我国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现状，按照社会政治发展的特

点，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十一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

可以是：

（１）政治学理论研究。主要包含：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研究，邓小平政治理论专项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政治研究，公平、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专题研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

利理论研究，国外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和重要成果跟踪研究，公共管

理和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研究等。

（２）国家治理研究。主要包括：国家战略管理研究，国家治理目标和途
径研究，国家治理的主导政治价值研究，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力基础研究，

参与式治理与民主科学决策的关系研究，国家治理的制度完善和发展研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管理的规范化研究，基层治理研究，民族地区政

治稳定及其对策研究，深入反腐败及其制度途径研究，国家统一与台湾问题

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和政策改革调整研究，公共产品的治

理途径和方式研究，应急管理研究，绩效管理研究，公共项目管理研究，公

共财政预算管理、审计和监督管理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等。

（３）发展研究。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和实现途径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研究，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研究，中国

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研究，中国政府发展

和改革的目标模式研究，我国的选举制度完善研究，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改革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问题研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与政

府职能的关系研究。

（４）公共政策研究。主要包括：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公共政策调控方
式，公共政策的分析模型，博弈和对策研究，政策过程研究，政策能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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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政策评估研究，政策设计和规划研究，专项公共政策议题研究，政策实

施研究，公共政策的环境研究等等。

（５）基础性研究。主要包括：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专题研究和分析，西方
政治制度通史研究，中国政治与行政案例库研究，中国公共政策大型数据库

研究，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的连续跟踪实证性调查资料积累研究等。

（６）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研究。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民族政治学的
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军事政治学、政治传播学、政治伦理学等等，则需要展

开研究。

在这些研究领域，“十一五”期间的政治学研究可以初步拟设以下研究

课题：

（１）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对邓小平政治理论
展开研究，包括展开邓小平政治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的研究；邓小平政治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关系研究；邓

小平政治哲学研究；邓小平政治理论专题研究。深化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政治学研究，包括关于实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制度创新研究，实

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能力研究，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式

和途径研究，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２）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方式研究。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研究，包括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与执行方式的关系研究，党

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评价指标研究，政党管理研究，政党

执政的比较研究，党的执政方式的改进研究等等。

（３）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研究。包括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
理体制改革的关系的理论研究，科学发展观与政府公共价值的实现的关系研

究，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研究，“五个统筹”的政府

职能和政策研究，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研究，政府管理改革的途径研究，民

主决策与政府管理改革研究，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益政府研究，正确的

政绩观研究，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公务员能力建设和评价研究。

（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
战略和途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规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

我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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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

（５）国家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国家战略管理在我国政治学科中还没有
确立其地位，在 “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科应该展开国家战略管理的专项研

究，首先从国家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开始，进而进展到具体的内容，从而形

成国家战略管理学。

（６）政治哲学专题研究。根据社会和管理的现实要求和政策要求，对于
公平、效率、正义、公正、公共权威、责任、义务等政治哲学专题展开深入

研究和分析，形成正确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专题性政治哲学理论。

（７）政治管理研究。我国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对于管理的研究目前
仅仅限于行政管理和事业单位的管理研究，对于政治机关的管理研究尚未开

展。因此，“十一五”期间，有关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政治团体的管理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管

理的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

研究的重要内容。

（８）政府治理的应用研究。包括电子治理研究，应急管理研究，公共资
源管理研究，公共项目管理研究，政府预算管理研究等等。同时，乡镇、城

市社区等基层治理会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

（９）社会资本和公共伦理研究。包括政府信用及其保障体制研究，公共
伦理和公共道德准则，公共职业道德研究，公民教育研究等等。

（１０）地区发展平衡的政治学研究。包括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战略实施
中的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研究，地区平衡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等。

（１１）我国社会团体和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研究。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
织的发育和发展，成为我国政府管理的新的课题。这方面研究包括政府与社

会关系研究，社会团体管理方式研究，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研究等。

（１２）民族政治与民族关系研究。民族政治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同时，需要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展开对

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研究。

（１３）台湾问题与祖国统一问题研究。 “十一五”期间，是国家统一的
重要时期，因此，台湾问题的研究必须极大地加大力度。除了现有的研究

外，尤其需要从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和政治发展对于祖国统一的影响，台湾与

大陆统一的方式和途径，国家主权与实现形式，影响台湾问题解决和祖国统

一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等方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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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深入研究。

（１４）反腐败和政治监控制度建设研究。反对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
生死存亡，治理腐败与政治监控制度建设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如何进一步

完善和加强政治监督制度、权力制约制度、公民和舆论监督制度等等应得到

进一步深入研究。

（１５）政治学基础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应该开展西方政治制度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科学的政治与行政案例库建设研

究，中国公共政策数据库建设研究等。

　　　　政治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和报告撰稿人：王浦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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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十五”期间社会学的
重要进展与主要问题

一　“十五”以来社会学发展的总体态势

“十五”期间，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继续深入，社会转型的广度和深度

都大大拓展。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大量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使整个社

会对社会学研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社会学也越来越重

视。这为 “十五”期间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提供

了广阔的社会舞台。另一方面，经过恢复重建以来 ２０多年的发展，社会学
在理论、方法、文献、数据、人才、研究规范和经验等方面都比以前有了更

多、更好的积累，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内部条件。

在内外条件均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十五”期间社会学得到较为迅速的

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良好态势。

（一）立足中国社会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构建新的

理论，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不断推进

“十五”期间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社会学的需要也不断扩大。

立足于这些现实需要，社会学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比如，以 “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伟大号召为契机，社会学中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和指标体系研究迅

速发展起来；围绕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社会学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以

往关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社会

保障和社会工作的研究迅速兴起；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经济转型过

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社区

自治与市民的政治参与、政府改革等，亦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此

等等。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带动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 “十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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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界仍然十分关注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西方关于中

国社会的研究，但比以往更加注重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对这些成果的消化和吸

收。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学概念及理论框架来审视和解释中国社会，或单纯以

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去证实或证伪西方社会学理论命题的做法，逐渐被摒

弃。中国社会学者开始大胆尝试在关于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炼反

映中国社会特殊过程和规律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在基础理论方面，关于 “社

会运行”、“社会转型”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被社会学界广为接受，关于

“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有学者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 “社会互构论”（郑杭生、杨敏，２００３）等理论。在中层理论
方面，社会学者提出了 “断裂社会论”（孙立平，２００４）、“十阶层论” （陆
学艺，２００２）等理论观点，在海内外学术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努力有
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十五”期间，社会学界还注重挖

掘和整理中国社会思想传统和学术资源，比如关于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

思想史的重新理解，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社会学解读。这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

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二）注重经验调查与理论提炼的有机结合，研究过程和文本

表述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研究水平越来越高，学科意识越来越强

中国社会学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历来注重面向本土现实，然而，在社

会学恢复重建后的一段时间内存在急功近利心态，加之受古典社会学实证传

统和美国经验社会学特色的影响，中国社会学研究也一度过分追求实证化和

经验研究，导致研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问题。这不仅为学科的知

识积累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难以体现社会学关切社会系统整体良性运行

和协调发展的学科视角和理论思维。

“九五”末期，社会学理论研究即开始出现回暖的趋势。 “十五”期间，

社会学界对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又有所提高。随着对社会学方法论及具体方法

的实践和探讨，特别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以及定量分析方法的适用

性的反思，与恢复重建早期相比，“十五”以来，社会学界对实证主义方法的

认识都更为深入，在应用上也更为审慎。尽管现实问题仍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

心，并且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旨趣的应用研究、以事实描述为主的经验研究仍占

较大比重，但在经验研究的同时比以往更加注重理论的提升和创新，而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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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多结合实证研究，更加注重在经验事实的调查分析基础上提炼或检验、修

正理论或命题，而不是单纯地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推演。

总体而言，“十五”期间，在充分引介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深入发掘

传统社会思路，广泛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分析与

经验调查之间的结合日趋紧密，社会学者应用社会学理论视角和概念框架去

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从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中去抽绎、提炼理

论概念和命题的自觉性越来越强，能力越来越高，态势越来越明显。在此过

程中，研究方法、研究过程、文本表述越来越强调社会学规范。这表明社会

学逐渐摆脱草创之初学科面貌不清，学科认同模糊的蒙昧状态，专业规范越

来越严格，学科特色越来越鲜明，学科认同越来越清晰。

二　“十五”以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一）社会学理论研究

“十五”时期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收获颇丰的五年，社会学界在理论反思

的深度和理论视域的广度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突破，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的热

点问题。

在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

题”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而不只是社会学一个学科的问题 （谭明方，

２００１）；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回应，一些学者通过深入反思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分析了社会学元问题、基本问题、总问题、分问题等的区别和联系，阐述了

“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依据和价值 （郑杭生，

２００１；杨心恒等，２００２；冯仕政，２００３；郑杭生、杨敏，２００４）。在此基础
上，有学者批判地继承了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梳理与总结出社会学与现代

性的历史关联，结合本土社会发展实践，初步提出并阐述了既具理论整合意

义又凸显时代特征的 “社会互构论”① （郑杭生、杨敏，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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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主要观点是：旧式现代性已经出现深刻危机，而新式现代性正在迅速兴起，并且这种变

化已经影响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建构；社会互构论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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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有本土意义的理论建构是以过程—事件分析为基础的实践社会学

理论。孙立平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研究为基础，通过批判地考察布迪厄

的实践理论，提出了以过程—事件分析为基础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他认为，

通过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使实践研究避免停留在抽象水平上，可以激活实

践的展开过程，进而使实践以具体、动态的形式展现在社会学面前，由此而

达到对实践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真实把握 （孙立平，２００２ａ）。
或许是现实处境的某种相似性，古典社会学家依然有力地激发着中国社

会学者的想像力。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 “返回古典”

的小潮流，迪尔凯姆、齐美尔、曼海姆、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重新吸引了很

多学者的注意力 （张海洋，２０００；张翼，２００２；肖瑛，２００４；王小章，
２００４）。在这一潮流中，韦伯再一次处于潮流的中心 （麻国庆，２０００；吕东
伟，２０００；王小章，２００４）。虽然范式整合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的一个热点问题 （文军，２００１；周晓虹，２００２；李怀，２００２），但在关于现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方面 （如对具体流派的分别研究），总的来

说我们还缺乏国际对话能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

会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本土社会学理论的建构。

此外，很多社会学者注意到了近年来西方社会学中的若干 “转向”，比

如 “文化转向”（周怡，２００３），“语言学转向”（刘少杰，２００４）以及 “历

史学转向”（卢辉临，２００４）。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与社会学中国化

“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性学科之一，是中国

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王处辉等，２００２），也是中国社会学界争取话
语权的重要基石。 “十五”期间，本领域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

“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于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成立，同时，全国第二届中
国社会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学者们就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

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等基本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在著作、论文

集、教材出版方面，也是每年度都有新的收获①。此外，国外同行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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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彭立荣：《儒文化
社会学》（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３），谢遐龄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２００３），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广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４）。



究成果也开始引入。韩国学者宋荣培所著 《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

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书于 ２００３年翻译出版，引起了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叶维廉教授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认为

“这本书不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者应该细读，所有正在思想歧路、正愁煞

于中国独特文化神髓急剧流失而瘫痪神伤的现代中国人都应该进入其间穿

行，感染他重建的儒家式社会的活泼泼的信息” （引自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２０００网）。
可以预见，中国社会思想史正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学术领域。

中国社会学史方面，郑杭生等著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于 ２０００年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社会运行论和社会学两大系的新视角，对中国社

会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次新的整理和概括。上编 “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

学”分别叙述了社会学两大传统———孔德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传

入至１９４９年的历史，下编 “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历程”叙述了中国社

会学的取消、恢复与重建，重点是重建之后直到当今在教育和研究两个领域

的进展。本书是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本教材，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中国

社会学史的研究，更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

供了系统、扎实的基础。该书英文版也已于 ２００３年 ８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

此外，杨雅彬的 《近代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则从社会学传入中国写到 “中国学派”的繁荣时代，再现了中国社会学 ５０
年的学术求索。还有学者著文论述了中国社会学引入阶段的学术实践，从学

科史的角度反思了社会学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制度变迁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

互动，为社会学中国化展示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考角度 （李培林，２０００）。

（三）社会研究方法

方法的成熟，标志着学科的成熟；对方法的重视，标志着对学科规范化

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说， “十五”期间，社会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

就是社会学界表现出了明显的方法学自觉：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反思，除了

理论观点的反思外，更强调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强调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

方法学之间的整体关联；方法研究也更为深入，特别是对定量研究方法适用

性的认识更为审慎、更具有反思性；随着反思性的加强，研究方法也逐步多

元化，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合法地位，对定量研究的垄

断性要求构成了有力的挑战；此外，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也成为一个逐渐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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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

１对研究方法的系统反思
２０００年以来，出现了一批对我国社会学方法研究与应用进行系统反思的

论文，既有对学科研究规范的强调，也有 “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比

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风笑天的 《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 （２０００）、
《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１４１篇调查研究的解析》（２００３）和林彬、王文韬
的 《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 （２０００）等
作品。

在其论文中，风笑天把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２０年 （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研
究方法领域的发展分为学习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实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和提高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三个阶段，并对各期间的方法应用和方法研究进行了回顾和
总结，指出社会学研究要进一步加强研究设计意识、强调论文发表规范 （风

笑天，２０００）。此后，作者又从结果呈现的角度就调查研究中的抽样、测量、
资料收集以及统计分析几个关键环节进行解析，指出 ９０年代以来研究者在
论文中对其研究方法的介绍方面有了十分明显的改进，但仍有大约２／３的论
文对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和资料收集方法缺乏必要的介绍，“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我们对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还缺少某种认识，缺少某种意识或修

养。”（风笑天，２００３）
林彬等对９０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该文可视为关

于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个侧重于 “外史”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从这一

视角来看，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
建。”作者还发现，９０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经验研究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研
究方法的多元化，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等不同的研究方法都被广

泛使用。然而，“与国外社会学研究的水平相比，我国社会学研究在方法的

运用上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如对理论假设的忽视，官方文献资料的大量使

用，非随机抽样方法所占的比例过大，统计分析的水平普遍偏低等。（林彬、

王文韬，２０００）
２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整合
随着学科意识的增强，很多社会学家不再满足于零碎的应用研究，而更

强调实证研究对于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贡献。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整合

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社会学者们意识到，“虽然社

会调查发生数量大，展开层面广，但是水平较高的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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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调查报告读上去不过是一篇内容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导致这一现象的

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当是对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研究不足”

（刘少杰，２０００）。孙健敏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导致数据与理论脱节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忽视了研究过程中假设的作用”，“在研究设计中，形成假

设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假设的好坏，对于研究质量和水平具有决定作用，对

于数据的利用具有指导作用。一项研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

潜在价值”（孙健敏，２００４）。
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在社会学对于定量方法的研究 （刘军，２００４；杨心恒等，２０００）日益深

化的同时，质性研究在规范化的基础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陈向明对质性研

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作了系统阐述 （陈向明，２０００），熊秉纯从女性
主义视角出发，对定量研究以 “客观性”和 “普遍性”为基础的 “科学性”

提出了质疑，论述了以归纳逻辑为基础、以当事人经验为关注点的质性研

究，及其为社会学所提供的新视野、新知识 （熊秉纯，２００１）。在质性研究
领域内，关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法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王宁指

出，个案研究法的研究逻辑不同于定量研究法，“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 （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

（从个案上升到理论）”，所以，个案所要求的不是代表性而是典型性 （王

宁，２００２）。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 （周华山，２００１；张
宛丽，２００３；吴小英，２００３），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视角能 “为人类文明的

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张宛丽，２００３）。
４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在强调研究方法规范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界对于研究方法本土化的重

要性也有了更为明晰、具体的认识。李强指出，与西方情境不同，在中国的

社会环境下，相互冲突的 “心理二重区域”成了影响问卷调查的一个重要因

素，人们的真实态度、真实情况往往容易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隐藏起来，所

以，在问卷调查的研究选题、提问方式、数据分析等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

“中国特色” （李强，２０００）。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 （ＳＤＲＴ，指被访者在问
卷或量表上的反应通常是，否认自己拥有不受社会赞许的态度或行为，而肯

定自己拥有社会所赞许的特质）是一个中外社会调查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国外社会学家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处理办法。但有关研究表明，这些方

法在中国并不一定适用，所以必须 “先对国外已有的方法加以审查，找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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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的问题，探索并创造出适合控制中国被试 ＳＤＲＴ的方法”（刘翠侠，
２００１）。质性研究的兴起也提出了研究方法本土化的要求 （熊秉纯，２００１）。
在研究方法本土化方面，社会学前辈们的成功经验可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

发 （刘豪才，２００２）。
５关于方法的学术争鸣
关于方法的学术争鸣的增加，是体现社会学研究中方法学自觉的最为明

显的一个方面。尹海洁和徐道稳分别就两篇定量研究的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 （尹海洁２０００；徐道稳２００１），这是定量研究中
的 “内战”，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运用更为 “苛刻”的要求；陈

向明在受到侯龙龙的质疑 （侯龙龙，２００１）后，著文以质性研究方法论的相
关阐述予以答辩 （陈向明，２００１）。在此基础上，阎光才进一步分析了定量
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区别 （阎光才，２００２），可谓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两种方
法论立场间的一场 “外战”，对于我们澄清两者的研究逻辑，认识两者的价

值与局限都是很有意义的。

（四）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分层结构指基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决定

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研究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

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对于理解我国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关键意义，

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主流的分层研究模式基本上是对成熟的市

场经济社会的分层结构的静态分析，中国的制度转型展示出的丰富的社会内

容，为理论上的突破提出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郑杭生、李路路等，２００４）。
社会分层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十五”期间涌现出了一

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１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的总体特征
社会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如分层

结构趋于定型，贫富分化比较严重，权力因素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显示出决定

性作用 （孙立平，２００４；李强，２００２；陆学艺，２００２；李路路，２００２）。在
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我国社会分层特征做出了

不同的诊断：“层化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

出了当代中国的十大阶层和五大社会地位等级，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

（如陆学艺，２００２）；“断裂论”则强调了９０年代以来资源重新向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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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所有社会成员共享，弱势群体被抛入社会结构之

外，从而形成了 “社会断裂” （孙立平，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３）；李强认为，由于利
益交错分化而产生的阶层 “碎片化”，使得结构张力非常大的中国社会能够

维持较为稳定的局势 （李强，２００２）。
２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十五”期间，一些学者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

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涉及内容包括：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状况，社会流动

（阶层间的流动和地理上的迁移）以及阶层化的过程和机制 （郑杭生、李路

路等，２００４）。李路路提出了 “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认为向市场经

济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并没

有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或更替，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 “再生产”仍是

其主要的特征 （李路路，２００２，２００３）。郑杭生提出，“既然客观的社会结构
特别是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那么作为我国社会管理者领导核心的

执政党、我们的社会政策，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必须有一套新思路、新办

法”，也就是说，要真正从 “善于破坏就世界”转到 “善于建设新世

界”———要从 “革命为民”转到 “执政为民”，要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真

正转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从 “斗争哲学”真正转到 “社会和谐观

念”（郑杭生、李路路等，２００４）。
３贫富分化问题
我国根据基尼系数测定的贫富差距自１９７９年以来迅速加剧，到９０年代

中期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李强，２０００，２００４）。有的学者认为，这
是由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分化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被迅速转化为经济分化

（李强，２０００），“精英结盟理论”则认为，９０年代中期以后，转型中的中国
社会出现精英结盟现象，政治、经济和技术精英的结盟使得他们在经济分配

中的利益明显上升，从而拉大了与低收入层的经济差距 （孙立平等，１９９８；
李强，２０００ａ）。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产生了弱势群体问题。学者们认为，弱势群体的基本

特征在于 “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

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郑杭生，２００３），所以，弱势群体
救助对我国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弱势群体

基本物质生活的补偿，而对如何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以帮助他们

最终摆脱困境关注不够”（郑杭生、李迎生，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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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间阶层研究
社会学研究表明，中间阶层是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间

阶层研究也是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课

题。不少社会学家认为我国的中间阶层已开始形成 （张宛丽，２００２；郑杭
生，２００２；李强，２００１；仇立平，２００１），相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社会学家
关心的主要不是中间阶层的收入界定，而是其社会特征，如行为特征、社会

功能和阶层认同。

（五）经济社会学

“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学尚处于译介、引进阶段，而到 “十五”期间，

就已经出现了一批结合本土经验的研究成果，并涉及产权、经济组织、消费、就

业等多个领域，与此相关的社会网研究、理性选择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１）产权研究。产权现象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模糊产权自有其合理性，折晓叶、陈婴婴利用 “选择结

构”① 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 “超级村庄”的个案中，社区对公共

物品和福利的需求决定着模糊产权存在的合理性，也说明了村庄的制度遗

产、社区身份、信任结构和社会关系模式等社会因素决定着产权存在的方

式，“因为社区内部有可能在产权不明晰情况下，不断创造出对合作的预期，

依靠合作自行解决内部冲突”（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００）。在西方经济学有关
“产权分析”的理论中，产权所具有的自由性、排他性是产权制度的基本特

征，无法依此对中国的情形作对应分析；有一种判断认为中国状态的独特性

在于它是 “偏离状态”，而刘世定认为，应将其作为一种 “常态”来研究，

关键在于对 “占有”概念的不同解释。他从 “产权分析”的排他性方向、

占有方式的选择范围、占有的实现等三个维度，与行政的强力界定，官方意

识形态的界定，行为、道德、伦理的界定，特殊人际网络的界定，法律的鉴

定等５个方面，解析了中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机制 （刘世定，２００１）。
张小军认为，地权不只是一种经济资本，也是一种象征资本，象征地权②概

５２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①

②

指社区总体在选择中所遵从的规则和秩序，它强调的是社区既有的社会结构与社区成员面

临变革时在主观上采用的选择策略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象征地权区别于契约地权，是一种认同范畴的地权，是被人们认知并赋予意义的象征资本。

维持和运行这一象征地权的 “权力”或 “意义”，一方面是大家的观念认可，另一方面常常

渗透有政治权力的强迫。



念意味着，地权制度是权力、意义与社会关系多种力量共同建构的产物，

“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及相关法律、合同的效果，形成权

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通过造制度、玩政策来公开寻租，瓦解

社会公平，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张小军，２００４）。
（２）消费社会学。有人认为，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消费比生产更具有决

定意义。消费现象表面上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实际上更是一种社会文明。消

费文化是经济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又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果的重要交接口，

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所以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和看待消费

现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戴慧思、卢汉龙，２００１）。当代西方的消费社会
学研究形成了三个主要板块：消费者行为范式，消费者生产范式和消费者文

化范式，消费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在这三个范式之间建立某种逻辑

的、概念的联系。王宁探讨了消费与认同的关系，认为 “认同”概念在沟通

和整合 “消费者行为”和 “消费者文化”这两个范式之间具有 “框架性作

用”（王宁，２００１）。
（３）择业行为研究。经济学主要从 “经济人假设”出发研究人们在劳

动力市场中的职业选择问题，社会学则强调更多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大量

农民外出就业为择业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基础。刘精明认

为，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这就是

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

力资本、职业与生活经历，其中现代化、工业化过程是推动农业劳动者职业

转化的基本动力 （刘精明，２００１）。文军则认为，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
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那是 “生存压力”和 “理性选择”

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 “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

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才

成为一种可能 （文军，２００１）。
“下岗”职工如何实现再就业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社会学从人

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学术上的争

论。李培林等人基于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的调查，发现了与常规推论

相反的 “人力资本失灵”现象———随着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的变化，

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断裂，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

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 （李培林、张翼，

２００３）。对此，刘平认为 “人力资本失灵”不只是人力资本要素本身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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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是社会机制的失灵。对 “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解释更多的应该关注

东北地区不同于一般市场化条件的独特社会类型和制度环境 （刘平，２００４）。
赵延东认为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种作用的发

挥受到了制度背景的制约，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资

本的重要性也日益下降而人力资本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

显著了 （赵延东，２００２）。
（４）相关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

系，社会学家们对经济现象的关注，也促进了与此相关的社会资本理论和

社会网分析的研究。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主要纷争是由概念界

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分析层次的不同造成的 （张文宏，２００３）。
一些基础性问题，如社会网络分析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启示 （李林艳，

２００４）、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 （张文宏等，２００４）以及网络分析
统计模型的演进 （刘军，２００４）等也已有研究，唐丽则以一个地下市场作
为关键个案，对社会网络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索，力图使社会网络分析不

仅仅关心对已有网络资源的运用，以摆脱 “网络绝对主义”之诟 （唐丽，

２００３）。

（六）组织研究

１经济组织研究
对经济组织的研究是国外组织社会学最为发达的一块，我国学者也对中

国经济组织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组织的变化正

经历着重要的体制转轨和组织方式转型，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企业组织的网

络化。罗仲伟在理论层面上阐述了在信息社会中网络组织替代层级组织成为

管理组织形式主流的必然趋势 （罗仲伟，２００１），李培林等人通过对中关村
高科技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和 “产业

群”对组织网络化起着重要作用，产权的影响则不大 （李培林、梁栋，

２００３）。
家族与血缘关系虽然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形式，但它仍会以各种方式进入

我国国有和私营企业组织中。有的学者发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某些

占据了企业权力资源的领导，利用改革的机会，以自己家族网络垄断了企业

的要害职位，形成 “内部人控制”的 “家天下” （张翼，２００２）。青平和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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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宝把社会学 “差序格局”理论应用于私营企业研究，他们认为，民营企业

中的 “差序格局”主要体现在权力、利益分配和人际感情三方面，这种格局

会给私营企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青平、钟涨宝，２００３）。储小平通过对家
族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指出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约束 （储

小平，２００３）。
２单位制研究
单位制是再分配体制的产物，以单位作为国家分配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

控制的方式；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由再分配向市场转型、资源分配机

制多元化和资源获得得以替代性发展的背景下，单位制必将受到冲击，社会

的组织性结构将会发生极大分化 （李路路，２００２）。同时，单位制也并不只
是历史。李金铒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体制中，“新传统主义”的依附关系仍

然存在。“改革之前以 ‘政治表现’为标准、以政治运动为手段的车间游戏

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国家试图推行的新的规范不能够有效地再生产，即

使是 ‘减员增效’（下岗）这样的政策，也是原有的权威结构和运行方式的

延续” （李金铒，２００３）。单位制的后遗症不仅仅表现在 “车间政治”上，

由于它对市场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破坏，更广泛地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信任流失

（郑也夫，２００２）。
３政治组织研究
在政府组织方面，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组织的行为模式研究，其中改革

开放后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扮演的角色成了一个热门学术话题，并形成

了奥伊的 “地方法团主义”、华尔德的 “地方政府即厂商论”以及林南的

“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等有影响的解释模式 （邱海雄、徐建牛，２００４）。
改革开放以前，地方政府严格整合进了国家体系中，独立性较弱；在８０

年代 （尤其是９０年代）后，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政权逐渐成为
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并且具有了主体意识，其行为逻辑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张静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上方授权的事实创造了加强基层政权构建

集团 （经济）利益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乡镇政府从事经营，成为经济

行动者，政府经营者凭借其政权地位，合法地经营公共资源，追求集团经济

利益，而风险则由大众承担 （张静，２０００）。由此，她提出了 “政权经营

者”概念。杨善华等则认为，在公有制体制下，改革开放前的地方政府也要

承担经营者角色，但这并非其工作重心，而且即使是 “经营”，它也是在

“代”国家经营，所以其角色特征准确地说是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财政

５２３社　会　学　　　　



体制改革对地方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作为政府的最低一个

层级，乡镇政府不是将自己应该担负的行政管理事务看作自己的主业，而

是将经济活动看作是自己的主业；作为乡镇企业的董事会，它依靠行政权

力来实施经营，编织庞大的权力关系网络，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控制更多

的资产”，其角色特征已经转化为 “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杨善华，苏红，

２００２）。
乡镇政权是否以追求集团经济利益为其行动逻辑，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有人认为，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更应该被定义为 “仕途经营者”，周雪光对

“逆向软预算约束”① 的讨论也似乎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周雪光认为，从

组织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微观层次上，干部晋升机制鼓励官员追求政绩工

程；在宏观层次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政府

官员的共同利益联合而失效；自下而上的企业或个人的抵制活动缺乏制度基

础上的合法性，难以对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约束，使得基层政府组

织不断突破已有预算约束、追求预算外资源，因此违法违规的摊派征敛屡禁

不止 （周雪光，２００４）。
４社会组织研究
对社会组织的研究除了社区组织研究 （我们将在社区研究中介绍）外，

还包括对市民社会和第三部门所进行的研究。针对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依托，

限制国家干预、增加社会自主权的思维，有学者指出，摆脱政府控制，仅靠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会造就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发育的环境，进而提出中国的

市民社会应以政府培育为主、以市场经济拉动和民间力量的自然生长为辅，

积极培育社会中间层和社团组织的主张 （韩克庆，２００２）。也有学者探讨了
中国社团发展的趋势，认为社团是衡量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社团数量在增加，种类在增多，但横向比较，中国社团发育仍嫌不足

（邓伟志、钱海梅，２００４）。田凯在对我国慈善组织的研究中，提出用 “组织

外形化”的概念来描述组织的实际运作方式与组织形式严重不一致的现象，

并阐明了组织的形式与运作的偏离是组织面对制度环境压力时采用的生存策

略，是法人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组织外形化是组织在制度环境的非协调

约束中寻求平衡的产物 （田凯，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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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乡村组织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组织一方面由原来的政社一体朝多元化发展，另一

方面以 “党支部为核心”的一体化组织体系正在确立 （项继权，２００３）。乡
村组织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令人关注：如村民自治组织作为 “政权末

梢”与自治职能的冲突 （秦晖，２００１），农民权益的组织缺位 （程同顺，

２００３），农民的有组织抗争 （于建嵘，２００３）等，乡村组织重建成为了我国
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社会发展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研究最显著的成就，在于发展理念的转变。

社会学界意识到，旧式现代性已经出现深刻危机，而新式现代性正在迅速兴

起 （郑杭生、杨敏，２００３），基于这一反思，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
理念逐渐深入社会发展研究领域。

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学科，建

设和谐社会与社会学的学术抱负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实证研究，也充分显示了其建设性力量；其间

所取得的成果，将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可贵的理论支持。所以，从社会

学角度来思考和谐社会问题，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现实责任感，也体现了

社会学家们的学术敏感。２００４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举办了 “和

谐社会及其运行机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和谐社会与利益均衡，和谐

社会与社会团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陆学艺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社会学的解释力越来越强，学科的重要性也越

来越突显出来。建造和谐社会，更是今天社会学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王春

光、吕红新，２００５）。毫无疑问，关于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方兴未艾。
关于社会发展的指标设计试图将抽象的定性表述明确化，但不同学者设

计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不尽相同。胡鞍钢的指标体系包括人均收入、恩格尔

系数、人类发展指标、贫困人口比例 （胡鞍钢，２００３）。陈友华的指标体系
共分为４类，包括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 （陈友华，

２００３）。宋林飞的 “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生

活质量和社会发展 （宋林飞，２００３）。李培林等人设计的 “全国小康社会指

标体系”则区分了全国水平和农村水平两个层次 （李培林、朱庆芳等，

２００３）。朱启贵提出可参考世界银行衡量各国和地区财富的４要素方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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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特别强调了核算社会资本的

重要性 （朱启贵，２００３）。
地区性社会发展日益纳入全球化轨道，处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

成了社会发展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全球化是一个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

全球化和 “第三部门的全球化”的多元化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

学的许多基本观念构成了挑战，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来理解 “社会流动”、

“社会结构”和 “文化”这些概念，才能对现在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黄平，２００３）。

（八）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社区研究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００年 “１１号文件”的发布以及城市化问题被列
入国家 “十五”规划为标志，城市研究走出低迷，重新升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结构逐步提升，然而由于多种

制度因素的作用，城市化进展较慢，明显滞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学术界

开始重新审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研究本身也在酝酿着话语革新

（赵新平、周一星，２００２）。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大约有２０年左右的时间，小城
镇理论一直是我国城市社会学的主导理论。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中

国城市化实践的拓展，小城镇理论开始受到批评和质疑，“大城市论”、“中

等城市论”和 “大中小论”相继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来越多

的学者已成为城市化道路的 “多元化论”者或 “多样化论”者 （赵新平、

周一星，２００２）。
更多的社会学者关心的是具体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妇女问题、犯罪

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社会分层与阶层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婚姻与家庭问

题等 （王小波２００４；汪洁２００３等）。
城市社区研究发展迅速，宏观视角侧重于 “国家—社会”关系，微观视

角则包括社区组织研究等一些方面。刘继同提出，“城市社区建设、市场经

济和民间组织发展已引发当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革命的社会影响是民

间社会兴起，并为市民社会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刘继同，２００３）。李友梅通
过对上海康健社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 “三驾马

车”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制定决策方案时所依据的思想方式、在实施决策方案

时所使用的手段，以及其所置身的那个空间的属性，“引发人们从地位、权

力和规则的原创性与合法性去思考这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 （李

５２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友梅，２００２）。李友梅还将现代社区划分为 “单一社区”、 “复杂社区”和

“流动社区”，将社区中超越自己职权的不同组织视为 “行动者”，将行动者

在职权范围中重建 “权力结构”的空间视为 “行动领域”，进而对其权力秩

序和内在逻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李友梅，２００２）。学者们分析了传统等级
式的组织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提出改革和重建现代新型社区组织结构的必

要性以及各种制度设计，如有学者提出 “经纬式结构”的设想，即主张创建

和发展相对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的民间横向组织系统与群体系统 （王英伟，

２００３）。

（九）社会心理研究

“十五”期间，社会心理研究主要在以下诸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１）个体心理与行为。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化、动机、社会认知、
态度、社会行为等方面 （风笑天，２０００）。以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对象，
从性格特征、生活技能、社会交往、社会规范、生活目标、成人角色、自我

认识等方面，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

其结果。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城市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

的，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社会化各个方面的相同点远多于相异点。

作者还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 “消磨—趋同”、“变异关键年龄”、“社会交

往补偿”等理论解释。“十五”期间对成就动机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程国洪等，２００１）。提出应该在借鉴国外成就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中国
人自己的成就动机理论，发展适合中国人的成就动机的研究工具。还有一些

学者研究了管理人员的成就动机与认知和行动的关系 （杜红，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
等）。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近年来有较大发展，学者们意识到 “内隐社会认

知的研究正处于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内隐

社会认知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高旭辰等，２００３）。归因是社会认知研究
的核心内容，“十五”期间归因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涉及交往归因、责任归

因、自我归因等。态度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十五”期间学者们

对内隐态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结论，内隐测量技

术所测出的态度并不等于被试的真实态度，内隐态度兼具 “预存性”和

“背景敏感性”的特征 （吴明证等，２００４）；有学者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
持有对互联网积极评价的内隐态度，这种评价可以通过阈下评价性条件反射

技术有效改变，网络成瘾者内隐态度具有稳定性和易变化性特点，内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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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ＡＩＡ）可能是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整合性视角 （梁宁建等，２００４）。
（２）社会互动与人际交往。人际关系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研究主

题，“十五”期间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很多。周建国 （２００２）认为，随着中国
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个人行为与社会

结构是一个互动的统一体，所以当社会发生变化时，个人行为也必然会作出

相应的调整，从而形成新的不同于传统社会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模

式——— “紧缩圈层结构”：从平面横向来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个紧缩

圈，从纵向来看，是由无数个紧缩圈叠成的类似金字塔形的紧缩圈层结构。

还有的学者研究了网络中的人际关系，指出网络人际关系中存在两个内在伦

理矛盾，一是信息的二元属性①决定网络与现实伦理理念存在差异，同时指

导网络交往行为时，相冲突部分使交往主体难以两全；二是互联网体现了后

现代无中心、自由的思想，但现实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允许网络完全自由，因

此，网络控制与网络自由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 （李锦峰、

滕福星，２００３）。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日常生活、组织管理以及教育等不同
情境中的人际沟通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３）群体心理与行为。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涉及特定群体的心理与群
体内的交互作用两个方面。有学者对弱势群体心理特征进行了研究，提出现

阶段的弱势群体有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强烈的受挫情绪，隐藏着极大的社

会安全隐患 （陈岗，２００２）。张震等 （２００２）研究发现，组织原则、领导方
式和群体规范是构成组织气氛的三个主要因素。

（十）科学技术与社会

“十五”期间，我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集中于对本领域三个主要范

式的探讨：经典的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理论、受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以及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 “技术决定论”而

关注 “技术的社会建构”的新技术社会学 （谢鸿昆，２００４；赵万里，２００２；
肖峰，２００２）。

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是近年

科学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个重点。１９７０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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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以至于奈斯比特在 １９８２年时提出，世界正在由工
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我国对信息社会的研究以对网络的社会学研究最为充

分，虚拟社区的权威达成，网络交往的特征与结构，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

关系，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社会问题如 “网络综合症”、“网络犯罪”、“信息

分化”等课题都是社会学经典手法在网络研究中的用武之地。

在开展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研究时，社会学者主张把知识社会当作一种

特殊的实践过程和社会行动系列，从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建构来解读知识社会

的发生学秘密 （赵万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十一）社会问题研究

在转型期 “制度真空”和结构张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正处于一个

社会问题多发期。“三农问题”、“信任问题”、“社会风险问题”、“贫困问

题”、“失业问题”、“妇女问题”等既是社会大众和公共决策部门关心的问

题，也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本时期举国关注的重要问题，社会学家们认为，三农问

题具体表现为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剩余劳动力问题、政治认同问题、户籍制

度问题、农民工权益问题等多个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分层等级等社会

制度和社会结构因素是其深层原因，相应地，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配套的制

度建设。

贫困问题也涉及到类似的社会结构因素， “社会权利贫困”、 “知识贫

困”等观点其实反映了 “结构性贫困”的实质。有学者从社会工作和社会

政策等角度研究了反贫困的具体对策，也有的学者对原有的 “扶贫”思路进

行了反思，指出反贫困的新战略应从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转到 “管理穷

人”（朱晓阳，２００４），以及 “调节 ‘富人’”的观点 （孙秀，２００１）。
信任是社会互动有序延续的介质，信任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引发

了震动，也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关注。郑也夫系统阐述了信任在社会秩序建

构中的基础性功能 （郑也夫，２００１），孙立平剖析了 “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

任为基础的结构” （孙立平，２００２ｂ）。也有学者从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的区分出发，研究了 “中国人之间是否存在信任以及存在何种信任”这一问

题，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韦伯和福山所说的 “中国人的信任以血缘关

系为基础”的论断并不不正确 （李伟民等，２００２）。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正在经历现代性转型和市场过渡的双

５２９社　会　学　　　　



重变革，同时也要面对由此而来的双重风险。在现阶段，传染病、自然灾

害、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等都在考验中国的

社会安全。郑杭生等认为，“中国转型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具体

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社会应对风险

的思维具有极化倾向。”为了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不仅要充分认识社会安

全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多元化风险管理策略，正

确认识国家的作用，高度重视风险教育，积极实践新型发展观 （郑杭生、洪

大用，２００４）。
近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强化，原来被忽视的许多性别问题重新得到了

认识，性别视角涉及到了家庭、教育以及政治和经济生活多个领域。学者们

认为家庭暴力主要是由现存社会性别结构所导致的，提出要以多种方式对家

庭暴力进行干预。女性教育问题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农村妇女教

育和少数民族女性教育）引起了高度重视，除了对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的研

究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教育内部和教育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反映了

研究者对平等教育权的认识的深化 （吴文菊，２００２；查啸虎等，２００３）。政
治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不仅指妇女参政机会较少，也在土地承包等公共政策

中表现出来，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外把性别意识纳入主流的做

法，建立国家性别平等机制，用以审查政府所有的行政政策，以防有性别歧

视的政策出台。女性就业问题现在不只是涉及到一般城乡妇女，很多女大学

生也面临就业难的困扰，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在教育中的相对劣势

可能会进一步反映到就业中来。

（十二）社会保障、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

过去二三十年里，西方学术界对社会政策的理解经历了不少变化，出现

了一些新趋势，这些新趋势也反映到了国内学者近年的社会政策研究中。这

既说明了我国社会政策研究学科规范意识增强、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也使

得我们的研究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现实。这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２００２）。
１社会排斥概念与社会政策
研究表明，社会排斥是使弱势群体陷入边缘困境的主要原因，所以，社

会政策在目标取向上应该从社会资源分配扩展为包括社会关系资源的分配。

在一些关于下岗失业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存在着一个凭借单个人的能力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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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找不到任何工作、主要依赖最低生活保障金过活的弱能群体，他们原有的

社会关系或断裂、或被削弱，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同时也受到劳动力市

场和社会保险体系的排斥。在探讨消除社会排斥的方法时，不少学者和专家

提出需要重建社区 （杨团、葛道顺，２００１）。
２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
社会政策概念的方向性转变还体现在从再分配范畴转向经济生产范畴，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从不兼容到兼容。因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应对经济危

机，提升经济能力，抓住社会机会，实现增权和社会融入等社会政策已经超

越了消费性的再分配范畴，而含有生产性的意义了。

３参与式研究
除了使用社会学常用的抽样调查外，社会政策研究近年来还发展出一种

参与式研究方式 （李小云，２００１）。参与式研究更强调基于研究对象自身的
直接体验，在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推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参见葛道顺，

２００３）。
从研究内容来看，社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些学

者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存在着覆盖面窄、财务

不可持续、制度漏洞多等问题 （葛延风，２００３），并存在制度性断裂、转制
中断裂和实施中断裂等多重断裂 （王思斌，２００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景天魁 （２００１）从社会保障的理念出发，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以基本
民生为目标，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亦即要建立基础整合的

社会保障体系。对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关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唐均，２００１；洪大用、刘仲祥，２００２）。大多数学者认
为，土地已经越来越不具有保障功能 （樊小钢，２００３等），从农村面临的社
会风险和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应该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王思斌，

２００４）。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学

科也得到较快发展。这表现为：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迅速增加，２０００年
以来我国开办社会工作的本科院校由当时的３０余所增至１６０余所。师资队
伍建设和教材建设取得明显成果，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

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大力开办

师资培训，提高该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并正在编写系列教材。政府部门对

社会工作的接受程度提高，不但民政部门在社区建设、社会福利领域大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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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专业社会工作的内容，而且司法、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工青妇组织都越

来越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司法部门的社区矫正将社会工作的价值凸显

出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公布了 《社会工作国家职业标准》。同时，社会

工作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

（十三）民族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

１民族社会学
“十五”期间，我国民族社会学在 “九五”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

进展。

一是与 “九五”及以前时期相比，研究领域有明显的拓展，比如民族地

区社会控制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研究，跨境民族问题研究等；

二是与民族社会学整体相比，个别分支学科有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问

世，比如马戎的民族 （族群）关系民族社会学研究；

三是学科融合不断增强，即社会学与相邻学科和其他学科在研究问题时

有更多的融合，如与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教

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犯罪学、城市学等。

在另一方面，民族社会学也存在着理论建设滞后，学科建设进展缓慢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

学科意识不强。除极少 “民族社会学家”之外，大量研究 “民族社会”

的选题并不是从一种明确的民族社会学学科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在我们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内容丰富，项目很多，但绝大

多数是在 “民族研究”名义之下进行的，许多内容还没有进入民族社会学的

选题范围。

理论自觉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建

设，特别是具有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总结远远不够。

以 “问题”研究代替 “学科”研究。这与 “学科意识不强”是互为因

果的关系，因为学科意识不强，或者没有必要的学科背景作研究的理论准

备，往往只就某一社会问题作一番调查和研究，最后虽然也有一个结果，但

究竟是社会学还是别的学科，或者就是一项政策研究，就不一定清楚了。反

过来，学科意识不强，没有一定的学科思想准备，就 “问题”研究问题，往

往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发现，或发现了也解释不了。因此，改变以 “问

题”研究代替 “学科”研究的现状，只有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观察和研究

５３２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时，须有一定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准备。

整个学科发展极不平衡。在整个民族社会学学科群中，族群研究或民族

关系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这一情况的出现，固然是可喜的，是北京大学社会

学人类学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单位多年努力的一个结果，但也反映出中国民

族社会学发展极不平衡的一面，也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族社会学的

整体水平并不高。

２社会人类学
“十五”期间，我国社会人类学研究极为活跃，其译述、选题、理论和

方法对整个社会学研究都有重要影响。

首先是译述了大量西方社会人类学著作，无论数量还是领域都比以前大

为扩展，关于格尔茨、列维·斯特劳斯等著名人类学家的著作的翻译，在国

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是田野调查十分活跃。“十五”期间中国人类学界的田野调查，不

仅在科学和规范方面取得较大进展，而且在调查主题的选择上也逐渐走出单

纯学术研究的局限，开始与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比如，马罛炜、

郑宇关于湖南省永顺县双凤村摆手堂的历史演变以及与摆手堂紧密相关的摆

手舞由衰到兴的过程中的考察，指出某些传统的式微或最终消失是因为其社

会整合功能难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 （马罛炜、郑宇，２００４）。孙庆忠则
追踪研究了南景这个因杨庆笙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颇具影响的学

术名村，描述了它半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

过程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在当代背景下对南景的再研究

不仅延续了名村的学术生命，也使我们目睹了华南乡村社会 “农民终结”的

动态历程 （孙庆忠，２００４）。

三　“十五”以来社会学研究存在的
主要问题

（一）理论研究方面

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介绍虽然不乏严谨之作，但炒作现象还是较为严

重，有的研究爱跟风，今天这边，明天那边，热衷于扎堆，满足于表面热

闹，真正深入某一流派进行长期研究的还不够多，影响了我们对西方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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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理解，也影响了我们借鉴西方理论的能力。本土理论的研究还不够，

特别是在中层理论层次上，比如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理论、组织理论等研究

中，应该在经验研究中推进理论本土化。部分理论研究缺乏现实意识，理论

的现实解释能力不够。

（二）经验研究方面

比较广泛地存在知识积累意识淡薄、学术对话层次较低的问题。具体表

现如下：大量研究仅仅满足于粗浅的描述和总结，缺乏理论提升，或者是概

念体系杂乱，从而生产出大量的知识碎片，相关经验研究之间根本不能形成

有效的学术对话，不同的文字围绕着相似的现象反复论述，但是对问题的讨

论仍然只是原地踏步。学科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体现在经验研究中则表现为

研究假设不明晰，理论前提空泛，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缺乏有机关联，

促成经验研究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对话关系中断。部分研究虽然能够从一定的

学术脉络中提出问题，但对学术发展脉络理解不深，缺乏范式意识，遵循不

同范式独特方法而进行的规范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多。

（三）研究方法方面

研究方法单一，很多研究主要运用的是文献法，不能将文献研究与经验

研究结合起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更为少见。方法运用规范程度还

不够。定量研究中，高级统计分析方法使用比例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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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五”社会学发展趋势、
重要研究领域

　　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社会学理论研究将主要沿三个方向发展：系统梳理社会学基本传统和主

要范式，深化社会学元理论研究，逐步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

系；超越以往将马克思主义仅作为社会学指导思想的理解，系统阐释作为独

立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中国社会转型为经验背景，以已有经验

研究为基础，总结提炼中层理论，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要强化思想史的方法意识，保持社会思想

史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适度张力，从历史情境和内在逻辑两个方面挖掘社会

思想的深刻蕴意，切合历史实际地解读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历史进程和演变逻

辑，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本土社会学理论的建构。

在研究方法方面，将继续表现出规范化、本土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对定

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规范要求、特点与适用性的探讨会更深入，本土的研究

经验将更多地融入到研究方法中来，同时，不同研究方式之间的 “门户之

见”会逐渐打破，部分研究者可能会接受 “方法论折中主义”的立场。各

种研究方法中的难点问题———如定量研究中的变量测量与操作化问题，高级

统计方法的运用，质性研究的逻辑，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特征和中国人

心理特征对研究的影响等———将是 “十一五”期间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２社会分层研究
“十五”期间，分层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当前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社会分层的机制与模式，基本肯

定了我国社会分层结构正逐步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型演变的趋势，突破和批判

了有关社会分层机制的市场主导观，拓展了社会分层机制的理论研究。

在此基础上，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将对 “十一五”期间

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阶层结构开始定型，对层化模式的研究会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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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贫富分化所产生的结构张力将对我国的社会稳定产生关键性影响，结构

张力影响稳定的机制、结构张力所产生的问题群以及社会安全预警与风险规

避将成为研究的热点。我国中间阶层具有来源广泛、成分复杂、利益多元的

特点，“十一五”期间的研究将会关注中间阶层不同成分的特性及其演变趋

势，中等阶层的认同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贫困研究将以理论解释

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强化政策研究取向。

３组织研究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社会现象，组织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

会学分支学科，但是我国组织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是 “十一五”期间应该

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推进我国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需要继续系统地引进介绍国外的经典

研究和前沿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民间组织与

我国制度因素、权力关系、社会网络间的关系，使得组织研究对组织的本土

特征有更强的解释力。网络组织是组织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并且对传统组织

理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网络组织的聚集机制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

４经济社会学研究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有了明显进步，学科地位已经确立，

在今后５年里，经济社会学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强化：
深化基础研究。特别是深化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研究以及理性选择

理论等的研究。

扩展研究领域，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作为社会建构的经济制度 （产

权制度、交易制度、就业与劳动制度等），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网络，制度

缺失与机会主义行为，消费文化，经济组织研究、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网

络等。

增强跨学科对话能力。重点是与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加强对话。

５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社区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社会学需要研究很多新课题。虽然理论

界不少人倡导小城镇，但我国大城市、大都会、城市群发展迅速，“十一五”

期间，我国城市社会学将比以往更加关注大城市。随着市场的扩大，甚至全

球性市场的生长，城市竞争力成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竞争力研

究是一项跨学科课题，社会学可以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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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界应该努力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是城市社会学的传统

强项，但是现在除了城市贫困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环境问题、城市

犯罪问题等老问题以外，随信息化和全球化而来的新城市问题也同样需要

研究。

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来看，自上而下的 “被组织”和自下而上的

“自组织”两者是同时推进的，随着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日渐成型，后者地

位也会要日渐提高，也只有这样，社区才能为居民所自觉认同，才能成为真

正的共同体，社区建设才能达到理顺国家—社会关系的目的。如何完善社区

自组织，实现社区自治，从而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创造条件，这将是社区

研究的重点。

社区老龄人口、贫困人口、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是社区服务工作的重要

对象，也是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关研究可以发掘典型个案，探索具

有推广价值的模式。

６社会发展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社会发展研究将以对社会发展观念的深入反思为基础，

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涵盖一系列新主题。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理解科

学发展观的真正含义和重大意义，运用科学发展观从总体上指导社会现代化

建设，统筹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 “十

一五”期间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研究的首要课题。

社会信息化与网络化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理论意义的领域，值

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工作组织和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进程、网络社区的社会

建构和交往方式、网络文化与当代生活方式、信息社会中的分层关系、信息

社会中的社会流动、信息精英等。

在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更深地卷入全球化过程，全球化给中国社会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许多难题，全球化将成为贫富分化和地区发

展失衡的另一个动因，出口依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可能影响到中国社会

的权力分布，全球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也已成为社会发展研

究的重要主题。

７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突破１０００美元，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的标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经验，人均 ＧＤＰ处于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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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是社会问题多发期，贫富分化、利益多元化造成的社会

结构紧张，基本生活问题解决后的需求升级 （如政治参与要求、平等就业要

求、教育平权观念的增强等）都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另外，现代性转

型、市场过渡、全球化与信息化等基本社会过程也可能引发相应的社会

问题。

“十一五”期间的社会问题研究应该从对我国社会发展境况的科学定位

出发，重点关注与社会结构性紧张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问

题，农民收入问题，社会排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暴力犯

罪问题，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问题等社会问题。腐败问题既是社会关注

程度最高的问题，也是已经列入政府议程的问题，社会学应该发挥学科优

势，作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与全球化相关的社会问题会对我国社会生活产

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比如国家安全问题，认同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国际

社会二元结构，资源与环境问题等，也都需要引起社会学家更多注意。

社会政策应能对这些社会问题做出有力的回应，“十一五”期间我国的

社会政策研究要强化增权意识，培育社会融合理念，增强研究者的参与能

力，重点推进社会保障，住房政策，教育政策，以及与社区相关的社会政策

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社会保障研究方面，老工业基地的社会保障、农民工的

社会保障、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以及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最为急迫。

８民族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民族社会学学术队伍将不断扩大，学科体系将

不断完善，学术研究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加强民族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研究

以及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研究 （如人口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

问题、环境问题等）将成为主要研究领域。

“十一五”期间，我国人类学研究将在理论研究和田野工作的结合上取

得进展，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多文化接触，也将为人类学的发展提出新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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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十一五”社会学研究重点课题

　　１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
恢复重建２０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

社会学本土化、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在 “十一五”期

间，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些理论。

２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学著作的解读，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理论体系、方法论思想和发展过程，并通过与

其他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比较，科学定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中的位

置。　
３儒家社会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探索社会学中国

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本课题主要内容

包括：儒家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儒家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社

会结构的关系，儒家社会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儒家社会思想与道家、法

家社会思想以及西方社会思想的比较，儒家社会思想对社会学中国化的

启示。

４中国情境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对调查研究方法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结合中国社会文

化特征反思西方调查研究的经验与理论，已成为提升中国调查研究水平的一

个重要条件。本课题主要探索中国的社会制度因素和社会心理特征对调查研

究各环节的影响，以及研究策略的相应改进。

５和谐社会的条件与机制研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又一次调整和进

步。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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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

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和谐社会的

具体条件和机制。

６社会分层机制与阶层关系模式研究
近年来，大量社会学研究集中于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包括社

会分层结构状况、社会分层机制以及有关社会分层的现实问题等。“十一五”

时期，在对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较为全面与细致的把握以及社会分层机制的

初步探讨基础上，随着社会分层结构整体的日趋稳定，社会分层的机制及阶

层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将是这一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点课题。

７中间阶层发展态势研究
鉴于中间阶层发展对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化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意

义，中间阶层的整体发展状况、未来趋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十一五”期间，主要要研究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

认同、利益诉求及其演变趋势。

８流行文化研究
流行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当代社会文化现象，在西方流行文化研究已经成

为一个跨学科的热门研究领域。本课题主要涉及内容包括：流行文化的类

型，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比较，流行文化与商业文明、消费主义以及

全球化的关系，流行文化与自我认同等。

９城市社区自组织研究
我国目前城市社区建设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单位解体过程中通过建立社区

自治体系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社区自组织网络与制度建设是其中关键。本

课题要求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城市社区自组织的机制与结构。

１０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研究
网络带来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对青少年而

言，尤其如此。本课题要求对网络致瘾症、网络色情、网络犯罪等与青少年

关系密切的网络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１１传统中的现代组织研究
组织运行既受组织结构的影响，又受社会传统因素的制约，相似的组织

结构安排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研究主要探讨新、旧传

统因素 （庇护关系、血缘关系、差序格局、传统信任结构等）对现代组织形

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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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与人力资本研究
劳动力市场是存在于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发挥作用。本课题主要研究就业过程中社会网络的运行规

则及其与市场规则的关系，社会资本对就业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

本对就业的影响。

１３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 “城中村”现象，使人们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问题。本课题主要研究社会排斥与农民工权益保护、农民工的文化调适与农

民市民化、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验与行为／态度改变、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与
社会网等问题。

１４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被征地农民持续增多，政府以行政手段进行就业安

置的办法在市场化条件下难以实行，一次性的货币安置难以解决农民的后顾

之忧，所以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分

享城市化的利益，同时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当务之急。本

课题主要探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安排失地农民的养

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

１５乡村组织重建
乡村组织重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该课题主要通过研究我国当

前乡村组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现有制度因素对乡村组织的影响以及乡村组

织建设的动力机制，探索乡村组织重建的合理方式。

１６社会风险管理研究
社会风险管理是世界银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于

１９９９年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特别
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的高风险特征也将日益凸显，社会风险管理

研究的紧迫性也日益明显。本研究主要探索社会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风险

控制、风险预警、风险补偿，以及各系统间的关系。

１７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及职业体系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的调整，我国越来越需要社会工作

的专门技术人才，通过其职业化、专业化的工作去帮助社会困难群体和个

人，以解决社会问题、调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本课

题要求研究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内涵、意义和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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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探讨我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岗位系列和入职条件。

１８西部民族地区开发与资源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

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深入研究相差问题的成因、后果及对策不可避免地将是

民族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社会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郑杭生

参加者：

郑杭生———理论社会学　　　　宋林飞———经济社会学
陆学艺———农村社会学 刘孚威———灾害社会学

王思斌———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王　继———社会发展研究 刘臖臖———科学社会学

童　星———社会问题研究 陶春芳———妇女研究

张庆林———社会心理学 谷迎春———社区研究

王　辉———城市社会学 李培林———工业社会学

李　强———社会分层研究 曹晓峰———文化与政治社会学

李友梅———组织社会学

钟涨宝———社会思想史 （含社会学史）

陈文江———信息社会学

乔亨瑞———社会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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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中国法学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为实现法学理论

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

贡献，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十一五”期间，

中国法学将总结 “十五”期间经验，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进一步创造性地开展法学研究，突出研究的实践性、理

论性、前瞻性和科学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和繁荣法学研究，推动中国法学迈入新的阶段，

实现新的跨越，赢得新的辉煌。

一　“十五”期间法学学科发展概况与进展

“十五”期间，法学在 “九五”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重要法学课题。

在这５年里，法学研究紧密地面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着力关
注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设、司法体制改革的进展以及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环境的形成，通过理论探索、学术研讨、建言献策等

多种形式参与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建设。“十五”期间，中国法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研

究领域不断拓广，研究日益向纵深发展，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

（一）“十五”期间法学学科总的发展概况

１坚持正确方向，领域不断拓广，方法不断创新
“十五”期间，法学研究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

法理学、部门法学以及西方法哲学研究上都有重大进展。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大以来的数次全会提出了系列富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精

神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命题，为法学理论提供了殷实而丰富的思想理论资

源。２００４年，中央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编写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

材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

教材。经中央批准，以张文显、许崇德、夏勇为首席专家的法学教材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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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并先后召开多次会议，研究并制定了编写大纲。５年来，中国法学继
续深入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法治理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同时为生态法学、宏

观调控法学、社会法学等新兴学科立了项。不仅产生了新的理论增长点，而

且使法学研究领域和学术空间获得了拓展。法学界还重视法律方法的更新与

法律思维的创新，法学分支学科都加强了对方法论的探究，在尝试运用新的

方法拓展研究视野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２主动开展立法研究，积极为中国法制改革伟大实践服务
中国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已被宪法确认

为治国基本方略。完善立法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与基础。实行法制改

革的伟大实践，是法学研究不竭的源泉。为这一伟大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智

力支持，是法学研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十五”期间，法学领域围绕当

前中国法制建设的重大问题，积极开展国家立法研究、法治现代化研究，大

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现的进程。无论是宪法的修改还是反分裂国家

法、行政许可法、民法典、物权法、反垄断法、破产法、行政程序法、信息

法的制定，公司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

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学者们都积极参与。不仅进行论证，提出修

改意见，而且提交了法案和修改案的建议稿。

３理论探索与对策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获得进展
理论探索与对策研究是法学研究中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十五”期间，

法学理论探索与对策研究并重，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法解释学

与哲学诠释学之间的关系，法解释学的原则、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明显。

法理学既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西方法哲学展开研究，又开辟部门法哲学

与个案法理学两个研究领域。宪法学在突破传统的 “宪法典解释学”和

“泛政治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概念体系和范

畴体系都有实质性发展。宪法学体系正在朝着全面和多维化方向发展，宪法

学基础理论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研究都有明显进展。刑法学界对刑法学基本

理论包括刑法的指导思想、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

论、刑法解释、死刑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同时注重刑

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的转化，纷纷推出面向司法实践的著作，力求运用

刑法理论来指导刑法适用活动，进而推动刑事司法的不断进步。民商事法领

域，学者们在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下，恰当定位商事法律规范，以符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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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实际要求，加强了对民法各项基本权利、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

度的研究，类型化与具体化地研究了表见代理制度、物权制度，结合合同类

型展开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同时对民商事的具体司法实践进行了深入研

究。市场经济法制理念、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诉讼

法学界对刑事诉讼原理、证据法的基本理论展开了探讨，研究了司法体制改

革与刑事司法实务改进等问题。

４重视学科科际整合，提倡跨学科研究
这次法学学科调查是以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

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诉讼法学、社会法学、国际法

学等１１个法学分支学科调查为基础的。从这些学科调研与报告中可以清
晰地看出，法学各分支学科的资源整合、各法学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讨论和

研究在加强。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诉讼制度与

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宪法

学、诉讼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围绕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原

则的宪法化以及宪法修改、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的学

术研讨会，汇集了著名的行政法学者、经济法学者、民商法学者、社会法

学者，深入地、多视角地、多维度地探索了科学发展观的法理念和法治构

建，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部门法哲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新亮点还在兴

起，由于宪法学加强了与部门法学学科之间的学科联系和交流，合作举行

了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增强了宪法研究的活力，提升了宪法研究的

水准。

跨学科的讨论和研究不断推进，已经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知

识创新的重要途径。法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正在增多，法学理

论界尝试从一般哲学知识的角度来探讨法学的基本思路。吉林大学理论法学

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

院、美国卡特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 “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颇有收益。

５学术合作与交流空前活跃，重视研究的国际视野
“十五”期间，中国法学内部及与国际的合作与交流空前活跃，通过召

开研讨会、派员出访、接待来访、翻译出版书籍等各种方式增进了学术交

流。通过召开系列富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促进国内外学术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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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开始建设和利用网络资源，加强法学界的学术沟通和交流。国外法学理

论被大规模地介绍到国内，丰富了法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为推动我国法学

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一期间，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著名法学家的著作和一

批外国法典，同时法学界推出了一批研究外国法的成果。各法学学科点还采

取出版连续出版物的方式，作为学术交流平台，广泛征集法学最新研究成

果，为法学发展提供交流空间。

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注重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法学学科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注重借鉴国际有益

经验，前瞻性地研究我国即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刑法学界和国际法

学界加强了国际刑法学的研究，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以国际刑法为主题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出版或者翻译了一批刑法学著作，丰富了我国对国际刑法学

的研究。诉讼法学界和国际法学界通过专家互访、召开国际研讨会等形式，

对我国批准和实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问题做了深入的

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十五”期间，法学界加强了对港、澳、台地区法律

制度的研究，探讨了 “一国两制四法域”背景下如何处理区域法律冲突的问

题，为我国顺利推行 “一国两制”做出了贡献。

６法学教育水平提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十五”期间，法学本科阶段教学水平获得提升，法学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得到加强，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在教材建设上，出版

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能够充分反映我国现今理论研究水平、立法与司

法现状的教科书，使我国法学教材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针对不同教育对

象，在教材设计上各有特色，出版了专门针对法学自学考试、广播电视教

育、网络教育等教育形式的教材。这一期间，涌现了体现个人特色的教材，

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推出的法学教科书系列，约请法学名家撰写个人特色的教

材。在教学内容上，不断充实和丰富。针对不同的学习阶段，增加国外法

学、比较法学等作为选修课程，扩大学生知识面。在教学形式上不断更新、

变化，加强了案例教学、讨论互动式等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一些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引进了 “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即采用

互动形式推进教学和学习、教学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形式。一批案例教程和

著作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案例法学教育的发展。２００３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武汉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获得法学门类一级学科授予权。各高等院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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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纷纷增设法学类的博、硕士学位点，或者扩大招生规模，为法学的

发展培养和储备后备力量。

（二）“十五”期间法学各学科的进展

１法理学
“十五”期间，我国法理学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

紧紧围绕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以及时代主题，从法理学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法制观念

和法律信仰的培育，到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法学理念的建构，都做了深入

细致的研究与论证。

法理学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并取得新的进展，研究 “十

五”期间提出的重要课题，关注国家立法、司法与执法进展，通过理论研

究、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参与法治实践，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

“十五”期间，法理学进一步对包括法治、法律职业、法制现代化、司法改

革、人权、法律文化、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不断拓展新

的理论领域和学术空间。法理学界引入法学研究范式概念，并对法律方法与

法律思维、法律与全球化、东亚法等加以探讨。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不断创

新，形成部门法哲学研究和个案法理学研究两种研究新思路和新样式。这一

期间，西方法哲学研究实现新的突破，将后现代法学、新自由主义法学等法

哲学流派作为重点加以研究。

２法律史学
“十五”期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视野更为开阔，视角更

为丰富，方法更为多样，开始注重某一法律思想在整个历史潮流中的发展与演

变及其与法律制度设计、司法实践的关系，正在走向成熟。“十五”期间，法

律史学界在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法律通史和断代法律史研究方面不断推进，重点

研究了中国近代法律史中的近代法制变迁 （尤其是近代中国宪政与近代中国司

法制度）和近代法律思想及法制人物。学者们对革命根据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外法律文化比较和民族法制也有关注。

这一期间，法律史学界学术交流频繁，学术合作加强，共召开全国性的

大型学术年会和重要专题学术会议 １０余次；开始建设和运用网络资源，相
继开办 “法律史学术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和 “中国法律

文化网” （中国法律史学会）。在学科建设与法律方法上，法史学界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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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的趋势，提出了加强学术研究的规范问题，强调史料收

集与学术积累，建议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

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并尝试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高等院校和研究机

构纷纷增设法律史学博、硕士学位点，或者扩大招生规模，为法律史学的发

展培养和储备力量；其他部门法学者加入法律史研究行列，加大了相关领域

的研究力度。

３宪法学
“十五”期间，宪法宪政等重大理论问题被广为关注。传统宪法学体系

改变了 “宪法典解释学”的味道，开始注重对宪法自身问题的研究，宪法学

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逐渐从传统的 “泛政治学”中摆脱出来，形成了自身

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一批具有创新性的宪法学理论著作得以出版，一批有

影响的外国宪法著作被译介过来，一批宪法学高等教育教材充实并改进了教

材的体系和内容。理论界对宪法学基础理论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等问题进行

了有益的研究和创新。宪法学界特别关注当今世界宪法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

势，介绍国外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与国际宪法学协会加强合作。

这一期间，宪法学界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命题为最高决策层所

采纳，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宪法解释问

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些宪法解释方面的论著。２００４年４月６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对基本法的实施进行了第二次法律解释。宪法学者广泛地参与了法律

解释建议案的讨论和论证工作，深入地探讨了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等问题。

宪法学界还对宪法司法化、法律法规的合宪问题、国外的宪法诉讼理论和违

宪审查理论进行专门研究，对宪法学研究范式、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宪法

学中国化做了深入的探讨。

４行政法学
“十五”期间，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获得明显进展。对于

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上的主体 （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行政行

为、行政立法与行政监督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面对我国加入 ＷＴＯ的现实，
行政法学者努力予以回应。自２００１年起，行政法研究机构举办多次研讨会，
分别从 ＷＴＯ对我国行政法影响的基本评估、ＷＴＯ规则的适用效力、ＷＴＯ规
则对我国司法审查的影响等角度讨论了与 ＷＴＯ有关的行政法问题。

这一期间，行政法学界加强了行政立法工作的研究。“十五”期间，多

部行政法规或出台或处于起草过程中，行政法学者积极地参加立法的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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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创制。对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行政

法学者都积极参与讨论，提出立法完善的建议。学者们还关注新型行政法问

题，对 ＳＡＲＳ事件与危机管理法制化、行政契约与政府采购等进行研讨。学
者们重视国家赔偿与补偿的研究，２００４年在重庆分别召开的行政法年会和海
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都重点讨论了国家补偿问题。

５刑法学
“十五”期间，刑法基础理论研究加深，刑法学研究领域扩展，刑法实

用研究备受重视，刑事司法实务问题加强。在基本理论研究上，刑法学界对

刑法的指导思想、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刑法解

释、死刑限制与逐步废除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推动了刑

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刑法学界更注重刑法学理论研

究成果向实践的转化，注重刑事司法研究，加强了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这

一期间，刑法学界对外国刑法、比较刑法、国际刑法以及中国区际刑法的研

究都有较大加强。

中外刑法学界联系更加紧密，国内学术合作交流更为频繁，中国刑法

学界在国际刑法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组

织的全国性学术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学术研讨会成果突出；国家重点研究

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国内国际学术活动内容丰富，显

著地带动和促进了全国刑法学的繁荣与交流；各地高等院校刑法学专业以

举办学术会议、学术讲坛、开辟网站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推动了国

内刑法学界的横向交流，促进了刑法学的繁荣与发展。在交流与合作过程

中，外国刑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经验被引入国内，同时，中国刑法学理论

与实践也逐步为国外所认识，中外刑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进入一个崭

新阶段。

６民商法学
“十五”期间，民法学界开始了民法解释学的研究和应用，对我国民

商法的解释和适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加强了对民法总论的研究，注

重构建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研究了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表见

代理制度、诉讼时效制度。对于人格权的理论定位、立法定位、一般人格

权、具体人格权、新型人格权和高科技环境下人格权保护、人格权法律体

系的构造等问题都有探讨。物权法的研究与我国的物权法制定工作同步展

开，理论界对物权的概念、性质以及效力等基础性问题、物权法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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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物权变动理论、物权行为制度、物权公示制度、现行不动产登记制

度、物权请求权的种类及其立法定位、用益物权、占有制度等进行研究。

结合合同法的颁布，学者们对债与合同法的研究有所深入，对债法与侵权

行为法的关系、债法总则在未来民法典中存在的必要性与意义、合同法的

立法缺陷与完善、具体合同类型加以研究。在侵权行为法领域，理论的主

要进展集中在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特殊和新型侵权行为 （尤其是产品责

任、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医疗事故责任）、商业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保险、安全保障义务等问题上。

商法总论研究的进展集中在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和商法的基本原则探索；

对公司法的研究围绕公司法的修改完善而展开，学者们从立法完善、资本监

管出发思考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十五”期间的证

券法研究主要是围绕小股东利益保护市场监管、依法行政进行，在证券市场

民事法律责任上有所突破。同时，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的研究

也有一定进展。

７诉讼法学
“十五”期间，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发

展，研究成果丰硕，数量明显高于 “九五”期间。理论界加强了对刑事诉

讼法再修改的研究，探讨了刑事诉讼的原理和刑事证据理论与证据立法，

研究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和保障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的落实。司法

体制改革继续成为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或从司法体制的基

本理念角度，或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探讨刑事司法体制改革问题。

“十五”期间，刑事诉讼法学界还深入探讨了刑事程序、刑事起诉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辩诉交易等问题，对外国刑事诉讼法、港澳台地区刑事诉

讼制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伴随民事诉讼法、民事强制执行法、民事证

据法的修改与制定逐步提上议事日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继续深入，从基

础理论到具体的程序制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丰富的成果。行政诉

讼继续是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更属于诉讼法。“十五”期间，行政

法学者深入地探讨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及其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以及行政

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

８经济法学
“十五”期间，经济法原理与部门经济法研究都有重大进展。在经济法

地位与对象的认识上，逐渐统一；对经济法体系的构建，渐渐趋向于认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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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主要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对于经济法是否必须具有独立的

责任形态存在争议，不存在独立的责任形态的意见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在

经济法原则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认为包括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

和调制绩效原则。

部门经济法研究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高度关注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修改与完善，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修改提出了

具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第二，积极呼吁反垄断法尽快出台，进一步深化了

对反垄断法具体内容的研究。研究问题涉及垄断的定义、反垄断法的立法模

式、适用范围、经济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关系、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企业集中的控制以及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置等。理论界对 ２００２年 ２
月２６日中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的总体评价是：内容值得肯定，但在垄断
协议的范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合并控制、行政垄断以及反垄断法执

法机关和程序等方面仍需进一步修改完善。第三，适应 “入世”的要求，财

税法研究不断深化。财政法研究主要涉及财税法的地位、原则、税收征纳权

及税种、税目、税率等问题，强调税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调整 （杠杆）作

用，并对财税法如何与 ＷＴＯ规则接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第四，金融
法研究日益深化，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金融法研究涉及对我国金融监管体

制的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和融资途径的拓展等，同时对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和制度的重构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９知识产权法
“十五”期间，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并重，上百种知识产权教材出版，

开始重视对策性研究与应用研究，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理论问题的讨论非常活

跃。在基本理论、知识产权的性质与特征、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与利弊等问

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一定进展。理论界参与了知识产权立法的修改，围绕 ｔｒｉｐｓ
协议与知识产权法的完善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还对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并从企业名称保护角度探讨了如何解决商标权与商

号权的冲突问题。理论界开始探讨如何制定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完善知

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等问题。

１０社会法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对社会法进行论证后，王家福研究

员在１９９５年１月的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律知识讲座上再次提出社会法是主要
法律部门之一。２００１年３月９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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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首次把社会法列为法律部门 （法律门类）之一。“十五”期间，社会

法立法成绩斐然：共制定、修订法律３件，另有相关法律１件，２００４年宪法
修正案中包括相关内容１处；制定行政法规９件；制定规章５件；制定政策
性文件６件，另有相关文件２件；发布司法解释２件，另外含有相关内容的
司法解释１件。在社会法一般理论、劳动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上，理论
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１１国际法学
“十五”期间，国际法研究理论成果丰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的

问题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与实际联系越来越密切，呈现出积极进取的良好态

势。在推进国家有关立法与配合国家的国际法实践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国际

公法的基本理论、国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国际刑法等重要领域以及我国

面临的种种国际法实际问题上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重视，取得了新的研究成

果。除不断推出国际法教科书的新版本与修订版本外，还出版了多部国际法

专著和文集。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的国际法论著。这一期间，随着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围绕 ＷＴＯ法律制度形成了国际经济法研究的热潮，
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更加频繁和正在制定民法典

的背景下，国际私法理论、冲突法、区域冲突法、国际商事仲裁、中国国际

私法的完善等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形成了新的成果。

“十五”期间，国际法的专门研究机构有所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

国际私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北京市国际法学会等国际法学术团体通过

召开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增进了交流与合作，更多地出国进修、互换互访，实

现与国外同行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二　“十五”期间法学重大成就与创新

“十五”期间，法学发展立足前沿性、前瞻性与国际性，开拓创新迈入

一个崭新的阶段。法学理论与实践并重，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重视司法

实践的应用研究，还不断尝试新的方法，拓展研究领域与视野，加强学术交

流与合作，为 “十一五”期间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部分

将按１１个法学学科逐一分析各学科的重大成就与创新，总结 “十五”期间

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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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理学

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法理学十分重视对十六大和十六大以来党在法学理论方面最新成果的研

究。法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上获得新的突破。马克思主义法理

学教材的编写业已启动。这一阶段，围绕马克思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代表性成

果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法学教材编写》 （张文显）、《中国民权

哲学》（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夏勇）、《论中国共产党依法

执政》（石泰丰、张恒山）、《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李林）、《秩序与

渐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郝铁川）、《依法治国

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李龙）、《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和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的一条有效途径》（刘作翔），等等。

２深入研究人权、法治与法律职业问题
“十五”期间的若干重要课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关于人权、

法治、法律职业的研究成为热点。法理学界 ２００１年专门召开 “中国法治与

法律职业共同体学术研讨会”加以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法律职业

共同体引论》（张文显）、《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措施》（石泰丰）、《法治与

２１世纪》（夏勇、李林等）、《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夏勇）、《中国法
治发展报告 （２００３年卷）》 （法治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人权主体界说》（徐显明）、《走向人权与法治》（陈云生）、《法治国家论》

（卓泽渊）、《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修订版）》（苏力）、《法治的层次》（吴玉

章）、《具体法治》 （贺卫方）、 《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

（张文显），等等。

３不断拓宽理论研究领域
法理学界新的理论增长点不断涌现，新的理论疆域和学术空间获得拓

展。法理学界明确提出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并重视法律方法与法律思

维问题的研究。西北政法学院和山东大学法学院多次召开法律方法与法律思

维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以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为主题的系列出版

物。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法理学开始引入和关注法律与经济全球化论题，
拓展法理学的研究视野，更新法理学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立场

和视野。法理学界先后举办 “法律与全球化：理论与实践”、 “全球化时代

的中国法学”等大型学术研讨会，发表或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法律与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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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著。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开始兴起区域主义话语。在法
律领域，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举办的东亚法哲学大会，特别是在南京 （２０００）、香
港 （２００２）、札幌 （２００４）举办的三次东亚法哲学大会，推动了东亚区域主
义法律话语的兴起和形成。东亚法问题构成了近几年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主题

之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 （朱景

文）、《法治与法律方法》（陈金钊）、《法律方法》（陈金钊）、《法律方法与

法律思维》（葛洪义），等等。

４不断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
法理学界不断拓宽或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形成部门法哲学研究和个案

法理学研究两种研究新思路和新样式。部门法哲学研究旨在消解理论法学与

部门法学的人为障碍，消除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互相脱节的现象，推动理论

法学与部门法学的密切结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成立部

门法哲学研究所，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率先开设部门法哲学系列讲座，并在

其主办的 《法制与社会发展》刊物上开设了部门法哲学研究专栏。个案法理

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法理学研究样式。苏力是主要开创者。吉林

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组织和举办从生活中的法律个案出发
进行法理学讨论的学术活动，即 “生活中的法理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３２
次论坛。

５西方法哲学研究实现新的突破
西方法哲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研

究内容。“十五”期间，出版了若干西方法哲学研究的论著，翻译系列西方

法哲学著作，比如中国法制出版社的 “西方法哲学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的 “波斯纳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 “美国法律译库”中的法哲

学译著、法律出版社的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中的法哲学著作。这一期间，

后现代法学、新自由主义法学等法哲学流派受到关注。在后现代法学研究

中，针对后现代法学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基本思想、主要派别以及代表

人物的思想、后现代法学的评判都有系统的研究；在自由主义法学，以邓正

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法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包括新自由主

义法学的一般特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诺齐

克的自由主义思想、罗尔斯与诺齐克的争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具有代表性

的成果有：《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 （邓正来）、《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

读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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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史学

１反思学科建设，拓宽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
“十五”期间，理论界对法律史学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学者们认为法律

史学研究范式面临危机，不能满足于解经注律的层次，认为 ２１世纪应着眼
于世界中的中国，及时转换研究视角，构建比较法制史的理论体系，认为应

当创新，实现理论上新的突破。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继承与创新：中国

法律史学的回顾与展望》（汪汉卿）、《法史思辨———２００２年中国法史年会论
文集》 （倪正茂）、 《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 （夏勇）、

《对中国古代法制研究中几个思维定式的反思———兼论战国前法制研究的方

法》（徐祥民）、《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夏新华）。

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拓展，民族法制史、新中国法制史、香港法

律史、非洲法、教会法等领域研究滞后的状况有所改观。主要成果有：《中

国法律思想史》（武树臣）、《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徐晓光）、《论法的成

长》（张冠梓）、《非洲法导论》 （洪永新、夏新华）、《民族法律文化散论》

（吴大华）、《外国法制史》 （林榕年、叶秋华）、《外国法律史研究》 （何勤

华）、《中国司法制度史》（张晋藩）、《法治：实践与超越———借鉴外域法律

文化研究》 （夏新华）、 《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

型》（许章润）、《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增订版）》（高道蕴、高鸿均、

贺卫方编译）、《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 “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

律史料辑要》（方慧编著）、《汉穆拉比法典》（曾尔恕校勘）。

法史学界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拓宽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代表

性成果有：《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 “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

一种思路》（陈景良）、《井田制的衰亡———新制度经济学派视角下的春秋战

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张中秋）、 《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

境》（杨昂、马作武）、《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 〈刑

案汇览〉为中心》（王志强）、《从类型角度谈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模式》（徐

忠明），等等。

２学术活动频繁，交流与合作加强
法律史学界共召开全国性的大型学术年会和重要专题学术会议１０余次。

主题鲜明而富有特色，包括：中国近代法制变革、西方宪政的发展、西方法

律思想史、传统儒学与法律文化、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监狱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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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文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法律全球化与共

同法发展、杨兆龙学术成就与近代法治变革道路等。理论丛刊有：《法律史

论集》（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史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

中心）。

３传统法研究深化，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再掀热潮
中国传统法的研究是法律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十五”期间，法律史

学者深入思考与探讨中国 “传统法”问题、中华法系问题的哲学基础，对传

统法与社会秩序的构成形成新的解说，反思 “民间法”概念，关注中西法律

文化比较。代表性著作有：《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 （马小红）、《中国

传统法的 “一统性”与 “多层次”之分析———兼论中国传统法研究中应慎

重使用 “民间法”一词》（曾宪义、马小红）、《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

及习惯在香港》（苏亦工）、《人与文化和法———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

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崔永

东）、《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 （林端）、《法律：

民族精神与现代化》（许章润）、《在民间法和国家法之外———黄宗智 “第三

领域”概念辨析》（侯龙龙），等等。

４中国古代法律史与法制近代化均取得重大成就
在中国古代法律通史的研究中，学者们质疑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说，对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和专门法律制度展开了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法律

史研究中，对殷商时期的法律观念与制度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源头，重点研究了秦汉法律与唐律。代表性成果有：《中华法系研究

中的一个重大误区———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 （杨一凡）、 《２０
世纪甲骨文法律史料的整理及其研究———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 １００周年》
（李力）、《殷周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制度》（崔永东）、《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

令〉汉律价值初探 （笔谈）》、《试论张家山汉简 〈钱律〉》 （阎晓君）、《张

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 （崔永东）、 《释唐律 “出入得古今之平”》 （蒲

坚）、《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郑定、马建兴），等等。

中国近代法律史是 “十五”期间法律史学的热点领域。理论界对中国法

制近代化的必然性、近代中国宪政与司法制度、沈家本展开了研究。代表性

成果有：《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张晋藩）、《关于清末宪政运动的几个

问题》（刘笃才）、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制约因素的法律文化分析》 （宋四

辈）、《近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演进———从 “五五宪草”到 “期成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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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毕凡）、《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及启示》（宋四辈）、《中国近代思想

史研究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立宪运动百年的反思》 （萧功秦）、

《沈家本与新刑律草案的伦理革命》 （范忠信）、《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

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 （１９０１～１９１１）》 （郑定、杨昂）、《社会变迁与中
国司法变革：从传统走向现代》（夏锦文）、《世纪沉浮：司法独立的思想与

制度变迁———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夏锦文）、《〈万国公法〉与清

末国际法》（何勤华）、《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早期法制近代化》 （丁

相顺），等等。

５法律史学的史料整理形成初步成果
理论界对前人和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形成一批有价值的成

果：针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有 《试论张家山汉简 〈钱律〉》（阎晓君）等；

长沙走马楼汉简整理出版的工作已经起步；浙江省台州市发现的黄岩档案已

经修复并整理完毕，在历时两年的实地调查后形成 《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

告》 （田涛）。代表性成果还有： 《中国法制史考证》 （杨一凡、田涛等）、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杨一凡主持），等等。

６罗马法研究成为外国法制史学的研究热点
学者们对罗马法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除继续研究私法方面的具体制度

之外，又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罗马法中的公法内容以及更具宏观性的层面。

代表性成果有：《论１４至１６世纪罗马法在德意志地区的兴起》（叶秋华、高
仰光）、 《从罗马万民法到 ＷＴＯ规则———对法律的普遍主义要素的历史考
察》（何力）、《罗马宪制初探》（项焱）、《共和宪政的回光返照———西赛罗

案件评析》（徐国栋），等等。

（三）宪法学

１理论研究体系改进，成果丰硕，方法创新
“十五”期间，宪法学开始注重对宪法自身问题的研究，宪法学的学科

体系和研究方法逐渐从传统的 “泛政治学”中摆脱出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

值判断体系。代表性成果有：《宪法》 （周叶中）、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

（徐秀义、韩大元）、《宪法总论》（莫纪宏、李忠）。

一批宪法学理论著作或突破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框架，或在研究方法上有

所创新，或在拓宽既有的问题领域上，改变了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单一化的

态势。代表性成果有：《法权与宪政》（童之伟）、《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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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宪政通论》 （白钢、林广华）、 《西方宪政体系》 （张千帆）、

《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 （韩大元、张翔）、 《齐玉苓案与宪法的司法适用》

（胡锦光）、《“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 （许崇德、郑贤君）、

《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周叶中、周佑勇）、《经济宪法学基本问

题》（赵世义）、《宪法监督司法化》（陈云生）、《审视应然性———一种宪法

逻辑学的视野》（莫纪宏）、《论宪法学的根本方法》（林来梵）、《因特网时

代的宪法学研究新课题》（韩大元）、《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 （季卫

东）、《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夏勇）、《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

的几个宪法问题》 （王磊）、 《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 （蔡定剑），

等等。

一批有影响的外国宪法学著作和外国宪法制度的著作被译介过来，一些

外国宪法研究的著作出版，填补了我国宪法学研究资料的空白，丰富了宪法

学研究的比较法材料。代表性成果有：李力、白云海译 《实践宪法学》

（〔日〕三浦隆著），刘丽君译 《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美〕

罗纳德·德沃金著）、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世界各国议会丛书，

等等。

２积极参与２００４年的宪法修改活动，与国际宪法学研究接轨
结合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改以及修改以后的宪法实施，宪法学开展系列理论

研究，提出大量的宪法修改建议，为宪法修改提供了智力支持，并为宣传宪

法修正案，推动宪法的实施，提高宪法的法律地位做了不少工作。代表性成

果有：《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夏勇）、《关于宪法修正案草

案与修宪方法的建议》（童之伟）、《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刊登的
专栏 《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正案的法理学解读》、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
人权入宪的历史意义》（信春鹰），等等。

宪法学界特别关注当今世界宪法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介绍国外宪法

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与国际宪法学协会加强合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北
京召开的 “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

之间的关系，重点就 “全球化背景下的宪政”、 “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

“对私人财产权政府规制的限制”以及 “司法审查和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

律控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３宪法史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深入研究违宪审查制度理论
数部有影响的宪法史著作出版，填补了我国宪法史学研究的空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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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门研究宪法司法化、法律法规的合宪问题、国外的宪法诉讼理论和违

宪审查理论，并进一步就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提出了种种学术方案。代

表性成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许崇德）、《１９５４年宪法与新中国
宪政》（韩大元）、 《宪法诉讼原论》 （胡肖华）、 《西方宪政体系》 （张千

帆）、《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王振民）、《宪法诉讼的目的》（刘志刚）、《从

行政诉讼走向宪法诉讼———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杨海坤、朱中一），

等等。

４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为决策层采纳，围绕基本法解释形成系统的法理
宪法学界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命题，并为最高决策层所采纳，成

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２００４年，胡锦涛总书记
与温家宝总理都在讲话中重申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性。在宪法解释

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些宪法解释方面的论著。２００４年４月６日，十届人
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议案，对基本法的实施进行了继

１９９９年居港权案件之后的第二次法律解释。宪法学者广泛地参与了法律解释
建议案的讨论和论证工作，深入地探讨了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等问题。

５关注宪法哲学、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关系的研究
宪法学界开始关注宪法哲学问题，出版了系列研究和探讨宪法哲学的论

著，同时宪法与部门法学学科之间的学科联系和交流有所加强。代表性成果

有：《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莫纪宏）、《宪政维度的刑法思考》（刘树德）。

（四）行政法学

１理论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获得突破
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学者超出传统的行政法学范畴，在更加宽

阔的视野内讨论行政法的调整领域、手段和功能，重新建构国家和社会关系

的模式。行政法学者从立法角度和司法角度研究了行政法治及其原则，对行

政法学研究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倡打破公法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建

立 “统一的公法学”或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将行政法学建设为 “开放的社

会科学”。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当代行政法》 （应松年）、《走向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应松年、袁曙宏）、《行政法》（翁岳生）、

《中国行政法学原理》（陈新民），等等。

关于行政法上的主体，包括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研究。学者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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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对行政相对人、社会团体进行了研究。代表

性成果有：《中国县级行政组织立法研究》 （赵奇、刘太刚）、《行政组织法

研究》（应松年、薛刚凌）、《论行政相对人》（方世荣）、《行业组织的行政

法问题研究》 （黎军）、 《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的个案研究》

（沈岿编），等等。

关于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行为的效力是行政法学中一个难题，学者们

对此做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 《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

（叶必丰）、《行政行为效力论》（章志远）。行政立法继续是行政法研究的一

个热点。代表性成果有：《行政规章研究》 （崔卓兰、余立深）、《行政立法

研究》（刘莘）、 《行政规范研究》 （叶必丰、周佑勇）、 《行政强制研究》

（傅士诚）、《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 （全国人大法工委、德国技术合作公

司）、《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应

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精要》（王学辉）、《面向 ＷＴＯ的中国行政：行政
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冯国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刘恒等）、“信

息公开制度研究丛书”（周汉华主编）、《开放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法律

制度研究》（张明杰），等等。

２ＷＴＯ与行政法
面对我国加入 ＷＴＯ的现实，行政法学者努力进行回应。自 ２００１年起，

行政法研究机构举办多次研讨会，分别从 ＷＴＯ对我国行政法影响的基本评
估、ＷＴＯ规则的适用效力、对我国司法审查的影响等角度讨论了与 ＷＴＯ有
关的行政法问题。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ＷＴＯ既是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制
度的冲击，同时也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契机，对于 ＷＴＯ及其要求的法
律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针对 ＷＴＯ规则的具体适用，行政
法学者探讨了 ＷＴＯ规则在我国国内法上的效力以及司法审查的机构、范围、
标准等问题。代表性成果有：《ＷＴＯ与中国法律制度研究》（曹建明主编）、
《ＷＴＯ与行政法》（袁曙宏、宋功德）、《ＷＴＯ规则国内实施的行政法问题》
（刘文静），等等。

３新型行政法问题
新型行政法问题包括 ＳＡＲＳ事件与危机管理法制化、行政契约与政府采

购等问题。２００３年上半年的 ＳＡＲＳ事件引发了法学界的众多讨论，包括隔离
治疗等抗 ＳＡＲＳ措施的合法性、危机管理法制化、行政应急性原则、紧急状
态与行政法治。学者们倡导制定紧急状态法，建立统一的应急机构依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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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权力。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契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采购合同等特定领域的

行政契约上。代表性成果有：《“非典”时期的非常法治》（莫纪宏）、《行政

契约论》（余凌云），等等。

４国家赔偿与补偿
学者们探讨了国家赔偿法中的归责原则，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

责任、违法规范性文件的赔偿责任关注较多。学者们倡议建立规范化的行政

补偿制度，并探讨了相关理论根据———公共负担理论、结果责任理论和违宪

责任理论，结合分洪研究了补偿或赔偿问题。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正案将土地征用
的补偿问题写入宪法。国家补偿为学界关注。２００４年在重庆分别召开的行政
法年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都重点讨论了国家补偿问题。代表性成果

有：《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及其赔偿责任》 （杨小军）、《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姜明安），等等。

（五）刑法学

１基础理论研究
刑法学界对刑法的指导思想、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

本理论、刑法解释、死刑、刑罚适用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

讨，提升了刑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水平。自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的中国刑法学年会
对这些问题深入研讨，会后形成文集。２００２年的 “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

对死刑适用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代表性成果除历次年会论文集外，还

有：《当代刑法理论新探索 （４卷本）》（赵秉志）、《刑法肄言》（高铭暄）、
《刑法论衡》（王作富）、《刑法专论》（高铭暄）、《刑法总则问题专论》（赵

秉志）、《刑法理念新探索》（杨春洗）、《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

究》（储槐植）、《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陈兴良）、《刑法理念导读》（陈

兴良）、《刑法的基本立场》（张明楷）、《刑法新问题探究》（张明楷）、《从

比较刑法到功能刑法》（王世洲）、《犯罪构成原论》（杨兴培）、《刑事政策

与刑法》（卢建平）、《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 （曲新久）、《刑事政策初步》

（刘仁文）、《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 （田宏杰）、《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论》

（童德华）、《财产刑研究》（马登民）、《自首制度研究》（周加海）、《刑罚

消灭制度研究》（于志刚）、《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黄京平、蒋熙辉）、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夏宗素）、《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发展》（苗

有水）、《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改革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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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刑法文化与刑法现代化研究》（许发民）、《刑法的基本观念》

（张小虎）、《民主权利的宪法基础与刑法保障》（魏东）、《罪刑法定原则视

野中的刑法解释》 （李国如）、 《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 （周光权）

等等。

２刑法实务研究
刑法学界更注重刑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纷纷推出面向司法实

践的著作，力求运用刑法理论来指导刑法适用活动，进而推动刑事司法的不

断进步。代表性成果有：《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 （修订版）》（赵秉志）、《中

国刑法实用》（赵秉志）、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王作富）、 《刑法疑案研

究》（陈兴良）、 《刑法罪名精释》 （周道鸾、张军）、 《金融刑法学研究》

（屈学武）等等。理论界与实务界良好互动，各取所长，共同推进了刑法理

论与实务的良性发展。针对足球 “黑哨”事件、“伤熊”事件、奸淫幼女犯

罪司法解释、“洛阳大火案”、 “天价葡萄案”、 “河北省 ２００４年 １号文件”
（关于赦免民营企业家 “原罪”问题）、“医生利用处方权能否构成受贿罪”

等，刑法学界积极反应，或采取研讨会或出版论文集的方式集中力量进行研

究，丰富了刑法学的研究视野，使刑法学理论研究能更好地面向实践，主动

地与实践相结合。

刑法学加强了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予以深入、透彻的点评，丰富了案

例研究的理论深度，提升了我国刑法案例的研究水平。较有代表性的有：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刑事法判解研究》、《刑事法判解》、《刑事审

判参考》、《刑事司法指南》等。除此以外，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组织专兼职人员撰写刑事法治研究咨询报告，并出版 《刑事法治发展

研究报告》（２００２年卷和２００３年卷已先后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３外国刑法、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
外国刑法理论被大规模地介绍到国内，丰富了刑法学的研究内容，同时

也为推动我国刑法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一期间，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著

名刑法学者的著作和一批外国刑法典，同时刑法学界推出了一批外国刑法学

研究成果。比较刑法学的发展，已经从宏观型比较向宏观与微观型兼顾比较

发展，从介绍型比较向分析型比较发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已经超过

以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比较刑法原理》 （马克昌）、《大陆法系刑法

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宁汉林、魏克家）、《日本刑法精义》（黎宏）、《欧陆

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谢望原）、《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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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 （总第七次）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铭暄、赵秉志主编）、

《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二十一世纪第二次 （总第八次）中日刑事法学术

研讨会文集》 （马克昌、莫洪宪主编）、 《新型犯罪比较研究》 （赵秉志主

编）、《比较刑法》 （邱兴隆）。同时还出版了一批外国刑法译著，如卢建平

译 《世界法的三个挑战》（〔法〕戴尔玛斯—玛蒂著）、徐久生译 《德国刑法

教科书》（〔德〕耶塞克、魏根特著）、冯军译 《刑法概说 （总论）》和 《刑

法概说 （各论）》（〔日〕大冢仁著）、黎宏译 《刑法总论》和 《刑法各论》

（〔日〕大谷实著）等等。

刑法学界强化了国际刑法学的基础性研究，出版或者翻译了一批刑法学

著作，丰富了我国刑法学对国际刑法学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当代国

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高铭暄、赵秉志）、《新编国际刑法学》（赵秉志）、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陈泽宪）、王秀梅译 《国际刑法的渊源与内

涵》（巴西奥尼著）、阮齐林译 《国际刑法入门》（〔日〕森下忠著）。刑法

学界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以国际刑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国际刑

法基本理论、国际犯罪、国际刑事合作、国际刑事法院、未成年人的刑事责

任问题、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犯罪、刑事诉讼原则在纪律程序中的应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等问题，并举办 “国际刑事法院专题”

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理论、实体方面和运作机

制方面的问题。作为国际刑法学的组成部分，区域刑法研究得到广泛重视，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欧

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赵秉志）、《区域刑法论》 （赵

永琛），等等。

４中国区际刑法学研究快速发展
中国区际刑法学是中国刑法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以 “一个中

国，四个法域”之间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刑事法律合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一

阶段，中国区际刑法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中国区际

刑法专论》（赵秉志）、《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探索》（赵秉志、何超明）、

《香港特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研究》（赵秉志）等。

５国内、国际学术合作加强
刑法学界开拓各种渠道积极开展与国外、境外刑法学界乃至国际刑法学

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学术活动与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和活跃。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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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心以及各地高等院校刑法学专业组织的学术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学

术研讨成果突出。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刑法学科点纷纷推出学术期刊，作

为学术交流平台，使刑法学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比如：北京大学的 《刑

事法评论》、《刑事法判解》，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 《刑法

论丛》、《刑事法判解研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 《刑法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 《刑事法

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 《经济刑法》，华东政法学院的 《华东刑事司法

评论》，等等。

中外刑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一期间，主要的

学术交流有：①中日刑法学交流继续稳步前进。自 ２００１年中日刑法研讨会
规模扩大，与会人员更具代表性。双方建立专门机构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

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以加强联系与协作。先后在北京、武汉和日本京都举行了

第７、８、９次研讨会。中日两国刑法学界的互访活动也日益频繁。②中韩刑
法学交流进入崭新阶段。“十五”期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与韩国比

较刑事法学会签订合作交流协议，建立了稳定的学术交流机制。２００３年 ８
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组团访问韩国进行交流；２００４年１月，首届中
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２００４年８月，第二届韩中刑法学术研讨会在
韩国汉城召开。③第１７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北京举行。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１９
日，第１７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是国际刑法学协会第一次
在亚洲召开大会。会议主题是 “全球化时代刑事犯罪的挑战与对策”，共有

四个专题讨论会和两个圆桌会议。大会期间选举了新一届国际刑法学协会主

席及理事会，高铭暄教授继续连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卢建平教授继续

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执委暨副秘书长。

６刑法学教育内容充实，形式不断革新
“十五”期间，法学本科阶段刑法学教学水平获得提升，刑法学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得以加强，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刑法学教材

建设继续加强，出版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能够充分反映我国现今刑法

立法、司法现状的教科书，使我国刑法学教材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

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在教材设计上各有特色，出版了专门针对法学自学考

试、广播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等教育形式的教材。在这一阶段，个人特色的

教材涌现，如张明楷教授撰著的 《刑法学》，陈兴良教授撰著的 《本体刑法

学》和 《规范刑法学》等。教学内容不断调整充实，扩展了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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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刑法学的整体教学水平。教学形式不断革新，加强了案例教学、讨论

互动式等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如： “诊所式”

法律教育课程。

（六）民商法学

１民法总论、商法总论的创新
“十五”期间，民法总论的主要进展包括：第一，加强了对民法各项基

本权利，尤其是对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等的研究，注重构建完整的民事

权利体系；第二，注重民事主体制度研究，包括：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行为、

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制度等基础性问题，并结合具体的法人形态研究实际问

题；第三，结合合同法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的立法工作，加强了对法律行为制

度的研究；第四，类型化与具体化地研究表见代理制度；第五，认同时效抗

辩权发生说，结合合同类型展开对诉讼时效制度的使用范围、起算点、中

止、中断等问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民商法研究》 （王利明）、

《民商法前沿》（杨立新）、《民商法律评论》 （江平）、《二十一世纪与中国

民法现代化》（王家福）、《民法总论》（孙宪忠）、《民法总论》（龙卫球）、

《中日民商法研究》（渠涛）、《私法》 （易继明）、《民法理论与制度比较研

究》（渠涛）、《亲属法 （第四版）》 （陈明侠）、《民商法论丛》 （梁慧星）、

《裁判的方法》 （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理由》 （梁慧星）、

《民法典探索与展望》（马俊驹）、《民法典专题研究》 （余能斌）、《中国民

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王利明）、《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

的法理分析为中心 （增删本）》（徐国栋），等等。

商法总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民法与商法关系的研究之上。学者们重

新审视并认真讨论了传统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模式，并将商法的基本原

则确立为包括交易自由、交易诚信与交易公平三原则。代表性成果有：《商

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 （范健）、 《商法学》 （赵中孚）、 《商法论》 （范

健）、《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王保树）、《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

规则》 （范健）、 《商法学》 （覃有土）、 《商法基本问题研究》 （赵万一）、

《外国民商法精要》（谢怀轼），等等。

２人格权法与物权法的创新
人格权法的研究进展为：①分析人格权是属于民事权利还是宪法基本权

利；②提出一般人格权，并探讨一般人格权的立法定位等问题；③对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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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等传统的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进行深入研究；

④对新型人格权如贞操权、信用权等以及受教育权、探望权的性质进行研
究；⑤探讨高科技环境下如何加强人格权保护的问题；⑥研究人格权法律体
系的构造问题。

物权法的研究工作与我国的物权法制定工作同步展开，取得的进展集中

在：①物权的概念、性质以及效力等基础性问题；②物权法基本原则尤其是
物权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一物一权原则等；③物权变动理论尤其是物
权行为制度；④现行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⑤物权请求权的
种类及其立法定位；⑥用益物权的体系、具体制度的构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
的 “三农”问题；⑦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及相应的解决
方案；⑧占有制度在物权法中的地位及种类。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人格
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王利明）、《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

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尹田）、《中国物权法原理》（孙宪忠）、《中

国物权法总论》（孙宪忠）、《外国物权法》（陈华彬）、《论物权的定义与本

质》（尹田）、《物权法研究》（王利明）、《中美物权法的现状与发展》（江

平）、《中国物权法研究》（梁慧星）、《物权法论》（王利明）、《现代物权法

专论》（余能斌）、《准物权研究》（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崔

建远）、《物权代理论评析与思考》（尹田）、《中国国有资产法研究》（屈茂

辉），等等。

３债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的创新
合同法的颁布对 “十五”期间我国债法与合同法的研究具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相关研究进展表现为：第一，针对债法与侵权行为法的关系。形成两

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侵权行为应当从债编分离出来单独立法，即制定民法

典侵权行为法编；另一派学者认为，侵权行为法仍然应当放在民法债编中加

以规定，而不应单独分离出来。第二，债法总则在未来民法典中存在的必要

性与意义。第三，合同法颁布之后，学界逐一研究我国合同法总则中的每一

条规定的合理性、缺陷与完善。第四，深入研究合同法分则各具体合同类

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合同法的成功与不足》 （梁慧星）、《略论合同

行为的效力———兼评 〈合同法〉第三章》（张谷）、《合同法理论》（易继明

译）、《合同法评论》（王利明）、《合同法总论》（韩世远）、《合同法》（李

永军）、《合同法的精神 （６ＶＣＤ）》 （江平）、 《合同法总则精讲 （５ＶＣＤ）》
（梁慧星）、《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崔建远、韩世远）、《债法总则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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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法典的制定》（崔建远）、《合同法 （第三版）》 （崔建远主编）、《合同

法》（王利明），等等。

侵权行为法上，主要进展为：其一，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在

对侵权行为法的体系构建、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的关系、侵权行为法归责原

则的类型、侵权行为法的保护范围、过错、因果关系等问题之上。对侵权行

为法与其他救济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构建综合救济体系的理

论。其二，特殊侵权行为，比如雇主责任、物件致人损害责任、工伤事故责

任等。其三，损害赔偿。主要集中在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责

任、纯粹经济损失制度、过失相抵制度等新型问题的研究之上。其四，安全

保障义务。认为经营者在其服务场所对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保障义

务，经营者违反该义务发生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的，一般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予以采纳。代表性成果有：《侵权行为法归责原

则研究 （修订二版）》（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 （江平）、《侵权责任

法原理》（张新宝）、《英美侵权行为法学》（徐爱国）、《家庭暴力防治法基

础性建构研究》（陈明侠、薛宁兰等）、《侵权行为法案例教程》（杨立新）、

《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 （张新宝）、《侵权法评论》 （张新宝）、《互联网

上的侵权问题研究》 （张新宝）、 《机动车赔偿责任与过失相抵》 （于敏），

等等。

４商法各论的成就与创新
围绕公司法的修订、证券法的完善以及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

产法，民商法学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可观的成果。代表性

成果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当代发展———兼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的重构》（马俊驹）、《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王保树）、《日本公

司法现代化的发展动向》 （王保树）、 《公司法论》 （柯芳枝）、 《公司法

论》（王文宇）、 《公司法律评论》 （顾功耘）、 《公司法学》 （赵旭东）、

《企业与公司法概论》（赵旭东）、《公司法教程 （２００２年修订版）》（石少
侠），《公司法原理》 （刘连煜）、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 （刘俊

海）、《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王利明）、《证券法律评论》

（郭锋）、《证券法教程》（徐杰）、《票据法新论 （修订新版）》（梁宇贤）、

《票据法论》（曾世雄）、《票据法》（于莹）、《保险法学》（覃有土）、《保

险法教程》（邹海林）、《关于新 〈破产法〉起草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李

曙光）、《破产法专题研究》（王欣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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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翻译大批国外民商法学著作
民商法学界翻译了英、美、法、德等重要国家的大量民商法学著作，为

推动我国民商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法资料。具有代表性的译著包括：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译）、《法国民法总论》 （陈鹏等译）、《欧洲

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下卷，张新宝等译）、 《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

（张小义等译）、《欧洲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丁广宇等译）、《德国资

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等译）、

《证券交易法概论》（侯水平译）、《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等等。

（七）诉讼法学

１诉讼法学基础理论
理论界探讨了刑事诉讼原理，着重从整体上把握和建构刑事诉讼原理，

对诉讼客体、诉讼行为、诉讼条件等作了梳理和阐释，同时加强了程序法的

独立价值和保障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的落实，提出程序性制裁、程序

性裁判等概念，论证在我国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的正当性和基本设想。代表

性成果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则之修改》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专题研究报告》（樊崇义）、《２１世纪中国
刑事程序改革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徐静

村）、《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谢佑平、万毅）、《追求刑事诉

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陈光中等）、《论刑事诉讼

中的平衡原则》（樊崇义）、《诉讼原理》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

（宋英辉主编）、《转变中的刑事诉讼法学》（熊秋红），等等。

学者们探讨了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程序

价值等问题，提出诉的利益的命题，重点研究了民事诉权，对民事诉讼模

式、裁判请求权加以研究，认为民事诉讼原则宜进行系统化，完善某些基本

原则的内容。针对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引入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范畴、直接言

词原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体系的阐释与重塑》（江伟、刘学在）、《民事程序立法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批

判———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的反思》（廖中洪）、《程序安全：程序

价值的新视角》 （胡亚球）、 《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

观》（常怡、黄娟）、《民事诉权研究》（江伟、邵明、陈刚）、《裁判请求权

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刘敏）、《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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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修订版）》（刘荣军），等等。

行政法学者深入地探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基础理论以及行政诉讼模

式等问题。具体代表性成果有：《反思与重构：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诉

权视角》（喜子）、《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江必新），等等。

２司法体制改革研究深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

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十五”期间，学者们

或从司法体制的基本理念角度，或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探讨刑事司法体

制改革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司法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司法公

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保障实体公正，为

实体公正服务，同时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应当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

的理念和做法。也有学者认为，在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上，应当

坚持 “程序优先”。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当代司法体制研究》 （郭成伟、

宋英辉）、《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左卫民）、

《刑事司法体制原理》（张建伟）、《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 （谭世贵）、《刑

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锁正杰）、《司法公正要素分析》（姚莉），等等。

理论界主张改革现行四级二审终审的民事审级制度，重构现行审级制

度，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建构多元化的审级制度；在重构审级制度的

同时，规范再审程序，严格控制再审程序的发动。学者们还探讨了第三审的

功能定位、审理范围、提起条件、程序规则、飞越上诉制度等。具有代表性

的成果有： 《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分析》 （傅郁林）、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塑》（章武生等）、《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

探讨》（杨荣新、乔欣），等等。

３刑事审前程序与刑事审判程序
刑事审前程序的研究逐渐深入，对侦查程序的内在缺陷、侦查讯问程序

的正当性、沉默权的价值、实际运用等问题，诉讼法学的研究进一步展开。

对于刑事起诉制度、不起诉制度中的刑事赔偿、公诉制度、辩诉交易等问

题，诉讼法学研究亦有进展。代表性成果有： 《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 （宋

英辉、吴宏耀）、《侦查程序原理论》 （陈永生）、 《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

究》（徐美君）、《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讯逼供》 （陈光中主

编）、《沉默权制度研究》 （孙长永）、 《关于 “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崔敏）、《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陈光中、〔德〕汉斯 －约格·阿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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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特主编）、《辩诉交易问题研究》（杨正万）等。

围绕刑事审判程序，诉讼法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涉及庭前审查程序的

功能及其完善、刑事庭审方式、刑事审判公正等问题。学界还研究了刑事简

易程序，对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判的必要性、价值、配套措施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对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也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

改革建议。具有代表性的有：《审判公正问题研究》 （陈光中主编）、《刑事

简易程序研究》（高一飞）、《论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若干正义要求》 （刘广

三、周伟）、《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张毅）、《刑事审判监督

程序研究》（陈卫东）、《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理论基础》（张述元）、《死

刑案件程序问题研究》（胡常龙）、《对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之检讨———以中国

古代及国外的死刑救济制度为视角》（陈永生），等等。

４三大诉讼中的具体制度
学界对刑事辩护制度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今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应当

强调程序性辩护而不是强调实体性辩护。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司法公正

与律师辩护》 （陈卫东）、 《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

（陈瑞华）、《刑事辩护概念的发展》（王敏远）、《从审判中的辩护走向侦查

中的辩护》 （顾永忠），等等。针对刑事强制措施缺少司法控制、超期羁押

严重等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

当顺应世界人权保障潮流的发展，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

益经验，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重点研究了逮捕和羁押

制度，对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制度亦有涉及。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陈光中、张小玲）、《审前羁押的法律控

制———比较法角度的分析》（陈卫东）、《逮捕论》（孙谦）、《法治视野下的

羁押制度》（杨立新、刘根菊）、《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陈卫东）等。

在民事诉讼中，理论界对法院主管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探讨

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新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法院主管的排除以及主管

争议的解决，主张重新审视我国民事诉讼主管制度，更新理念并在宪法中明

确确认裁判请求权。对于管辖制度，学界讨论了现行管辖制度、案例及存在

的问题等。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

判》 （江伟、廖永安）、 《民事诉讼管辖研究———制度、案例与问题》 （黄

川），等等。２００３年，诉讼法学研究会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以 “民事诉讼检

察监督”为主题，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界认为，人民检察院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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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具有代

表性的成果有：《公正与效率的制度保障》 （景汉朝）、《民事诉讼法内容的

增删减》（陈桂明），等等。

最高人民法院继２０００年３月发布 《关于执行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后，又于２００２年发布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

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重要司法解释。 “十五”期

间，行政法学者深入地探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审查标准和强

度、行政复议及其与行政诉讼的衔接、行政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具体

代表性成果有：《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个性化研究之初步》 （沈岿）、 《行政、

民事关联诉讼问题探讨》（黄江）、《行政诉讼撤诉考》（何海波）、《论我国

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刘嗣元）、 《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及其赔偿责任》

（杨小军），等等。

５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
理论界研究了起诉条件、民事审前程序，认为应当调整民事诉讼中庭审

程序结构 （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进一步完善普通程序与简

易程序。还有学者探讨了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二审程序，反思了再审程序存

在的诸多问题，建议改革现行再审制度，并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代表性成

果有：《民事起诉制度改革研究》 （王福华）、《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与合之

探究》（张卫平）、《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 （江

伟、廖永安）、《论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兼论民事再审制度之

重构》（齐树洁），等等。

“十五”期间，全国人大将强制执行法列入立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还

成立了强制执行法起草小组，强制执行制度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教授牵头制定了 《强制执行法 （专家建议稿）》。

学界分析了当前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法

院执行工作的策略；并对强制执行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强制执行法的基

本构造、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拍卖制度、民事执行权理论乃至民事执行制

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 《民事执行原理研究》 （谭秋

桂）、《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沈德咏、张根大）、

《民事执行前沿问题》（童兆洪）、《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沈德咏）。

６现代新型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研究涉及公益诉讼的概念、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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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规则 （如限制和解、诉讼费减免、既判力扩张）、具体类型的公益

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的局限性和发展的困难等问题。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了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规

定》，进一步引发了学者的讨论。学者从实体法的角度研究股东诉讼对于

保护股权的作用，论述了股东诉讼的合理性基础，并构建了具体的制度设

计。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公益诉讼理念研究》 （颜运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和方式比较研究》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研

究”课题组）、《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叶勇飞）、《论证券民事侵权赔偿

案件的诉讼方式》（潘剑锋、陈福勇）、《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 （石少

侠），等等。

７三大诉讼法的修改
２００３年初，全国人大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其 “五年规划”，刑事证

据的立法完善将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一并完成。学者们围绕再修改的必

要性、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念及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辩护制度、强制措施

及具体诉讼程序的修改进行论证，提出了诸多立法建议。代表性成果有：

《人文精神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樊崇义），等。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讨

论集中在：第一，保持原有框架；第二，将民事强制执行法独立出来，制

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第三，扩大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尊重当事人的主体

地位和自由意志，同时要重视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保护；第四，体制转

型，将契约精神置入民事诉讼法规范和程序之中；第五，宏观思路上，在

现有框架内进行，从国情出发，立足本土，兼顾域外；第六，进行全面修

改民事诉讼法利弊兼而有之，可行的方案是把现行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分为修正案和全面修订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七，内容的具体修改方面，增

设审前准备程序制度、举证时效制度、强制答辩制度、小额诉讼制度、公

益诉讼等制度；对于某些被证明无效的制度如陪审制、民事诉讼法中的强

制措施等应当废弃；同时，应当改革二审终审制度、再审程序以及合议制

度。代表性的成果有：《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江伟、孙邦清）、《“人

权”背景下对民诉法修改的几点思考》 （常怡）、 《论民事诉讼的契约

化———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张卫平），等等。行政诉讼法的

修改也有一定进展，代表性成果有： 《ＷＴＯ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
展———兼论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马怀德、葛波蔚）、《现行行政诉

讼法的修改势在必行》（章志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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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证据制度与证据立法
诉讼法学界集中探讨了：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诉讼证明标准、证据规

则等。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共

同组成专家组拟定出一部学术性的刑事证据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

法专家拟制稿 （条文、释义与论证）》（陈光中主编），供立法机关和司法机

关参考。其他代表性成果有：《证据法学》（樊崇义）、《诉讼证明学》（胡锡

庆）、《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

榷》（陈光中等）、《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陈瑞华）、《认识相对主义与诉

讼竞技化》（张建伟）、《刑事证明理论》（卞建林）、《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

标准》（何家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杨宇冠）、《证据法学的理论

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 （易延友），等等。学界研究、起

草了多份民事证据法草案①，并对证据立法体例、证据法的内容、证据立法

模式、证据立法的移植、民事证据法目的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证据的客观

性、合法性和证明标准也有研究。还有学者专门就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进

行了探讨，提出建立多元证明标准体系。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学者研究了证

明责任分配的学说和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诉讼政策的三方影响因素以

及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还有学者关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及

其判断标准以及保密特权原则。代表性成果有：《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

哲学分析》（江伟、吴泽勇）、《民事证据法的目的》（李浩）、《民事证据立

法与证据制度的选择》 （李浩）、 《民事证据研究 （第二版）》 （叶自强）、

《举证责任的倒置与分割》（叶自强），等等。

９域外诉讼制度、立法以及国际公约的研究
学者重视对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和借

鉴成功的做法和有益的经验，研究成果丰硕。刑事诉讼法学者翻译了俄罗

斯、韩国等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典以及学术著作，编译了英、日等国新

近司法改革的相关法律文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俄罗斯、韩国等国新

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典的翻译、 《德国刑事诉讼程序》、 《漂移的证据法》、

《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等。针对港、澳、台地

区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这一阶段也有加强，如 《澳门刑事诉讼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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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敏）等。

对国外民事诉讼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代表

性成果有：《比较民事诉讼法》（常怡主编）、《外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谭

兵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陈刚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齐树洁

主编）、《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 （徐昕）、〔日〕小岛武司撰著的

《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 （陈刚、郭美松等译）、〔美〕史蒂文·苏本

撰著的 《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等等。

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注重诉讼发展的一般规

律，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对我国批准和

实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最终

形成了科研成果———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和实施问题研

究》（陈光中主编）。也有学者着重从人权保障、国际准则与中国立法比较

的角度对联合国有关刑事司法准则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比如：《人权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 （杨宇冠）、《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

究》（谢佑平），等等。

（八）经济法学

１经济法基础理论
“十五”期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总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对经济法概

念、对象、体系、原则、作用、责任等基本范畴的认识已日趋一致。对于经

济法的概念，“十五”期间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干预或

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

律。基本共识是经济法起源于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或监管。在经济法

体系的构建上，经济法学界重新界定了经济法的体系，渐渐趋向于认为经济

法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前者主要包括计划法、金融法及财政税

法、价格法等，后者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有些学者认为除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外，还应当包括经济组织

法、社会保障法和涉外经济法。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

见：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法虽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但不存在独立的责任形态，

其责任形态主要表现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经济法具有

独立的责任形态，责任形式因主体不同而不同。目前，前一种意见在经济法

学界占有主导地位。经济法学界还重新认识并诠释了经济法原则，认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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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则包括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即强调规制权、

竞争权和消费者权法定；强调调控适度和规制适度；强调调制的效果或

绩效。

这一期间，分别创刊了：《经济法论丛》（徐杰）、《经济法论丛》（漆多

俊）、《经济法学评论》（史际春、邓峰）、《经济法论坛》（李昌麟）等经济

法学术研究刊物。代表性成果有：《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 （王

保树）、《论新经济法体系》 （杨紫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

法》（史际春）、《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李昌麒、鲁篱）、《经济

法基础理论》（漆多俊）、《经济法总论》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原论》

（邱本）、《宏观调控法论》（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

础建构与原理阐析》（邱本）、《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张守文），等等。

２竞争法研究
竞争法研究的成就一方面集中体现在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问

题及其修改完善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对反垄断法的

研究。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研究，学者们针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

立法方式、行政强制措施、调查取证手段、法律责任模式以及同反垄断法、

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修改和完善的意见。

对于反垄断法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下列意见：①立法模式。认为
宜弃美国竞争法模式而采欧盟竞争法模式。②垄断的定义。对于我国的垄断
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以及如何定义存在分歧，但形成垄断作为动态概念的共

识。③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针对反垄断法是否应适用于所有垄断，对涉及
自然垄断、公共利益的行业或领域是否予以豁免，中国反垄断立法是否应将

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纳入调整范围，反垄断法是否具有域外效

力展开了深入的探讨。④垄断协议。禁止垄断协议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核
心内容之一，学者们探讨了具体适用中适用本身违法与适用合理原则。⑤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在采取低度立法还是高度立法原则上存在争议，即对市场

支配地位本身是否进行规制。⑥行政性垄断。分歧集中在通过体制改革还是
法律解决上，后一种意见已日占上风。⑦企业集中的控制。共识是应将其纳
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但在具体适用原则上存在争议。⑧反垄断法执法机
构的设置。存在三种意见：一是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法机关；二是现有的有关

行政机关各司其职，共同执法，设立反垄断委员会作为议事机构，协调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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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三是主张可对现有的行政机关依其职权进行确认，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

机构具体负责反垄断法执法。共识是通过反垄断立法建立一个有效的、具有

相当的独立性和足够的权威性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⑨对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６日
中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的总体评价是：内容值得肯定，但在垄断协议的范

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合并控制、行政垄断以及反垄断法执法机关和

程序等方面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竞争法研究》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

法》（王晓晔）、《反垄断法原理》（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孔

祥俊）、《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邵建东）、《滥用与规制》（文学国）、

《市场竞争法论》（邱本）、《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王先林），等等。此外，

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ＷＴＯ的竞争政策及其对中国
的影响———兼论制定反垄断法的意义》（王晓晔、陶正华）、《入世与中国反

垄断法的制定》（王晓晔）、《论市场竞争法的基础》（邱本）、《“入世”背

景下制定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问题》（王先林）、《中国反垄断法立法的现状

与问题》（陈丽洁），等等。

３财税法研究
财税法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第一，普遍认为，财政法在国家宏观调控

中的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影响；第二，财政公平原则。探讨了财政公平的内

涵、定义，认为财政公平具体体现为税负公平和收费公平。第三，预算编

制。主张通过提高预算法律意识、修改完善预算法律体系、加大监督力度、

丰富监督形式、建立专门监督等措施来完善人大对预算的法律监督。第四，

税收征纳权。在对税收征纳权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对征纳权做出了明晰的分

类，提出如何解决纳税权与征税权冲突的途径。第五，税法总论。提出 “我

国税法私法化”，即将私法精神渗透于税法，使我国税法与市场要求相契合。

认为我国税收征管法将税收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等同规定对税收优先权定位过

高，与当今社会的法律价值不符，且相关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和漏洞，必须对

我国的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完善和重构。第六，财税法与 ＷＴＯ规则接轨，
主要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尽快实现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接轨；二是根

据 ＷＴＯ规则和我国 “入世”承诺的要求，修改与进出口产品有关的税收法

规；三是修改国内税收制度；四是灵活利用税收法规政策扶持我国幼稚产

业，鼓励我国优势产业，保护我国脆弱产业；五是研究如何利用 ＷＴＯ的现
有规则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关税在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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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成果有：《中国财税法学》（刘隆亨）、《财税法学》 （刘剑文）、《税

法原理》（张守文）、《税收征管法》、《财税法论丛》（刘剑文）、《税法专题

研究》（刘剑文），等等。

４金融法研究日益深化，逐步与国际接轨
金融法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建议重构我国的金融法，国家应

当以 “推动金融服务现代化”为根本任务，法治先行，先变法后改革，确立

并贯彻 “服务为本”的原则，确保金融改革、创新和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进

行，遵循 “整体设计、重点推进”的方针，采用综合性法典式金融立法新模

式，构建更能适应并推动金融服务现代化的法律新框架。第二，主张改革我

国的金融监管。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入世”后，需要调整

现行的金融法律确立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向融合化经营方

向转变，并最终实行金融融合制度；需要调整现行金融法对中资金融机构过

严的业务范围管制政策；需要调整现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由原来的

“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政策，调整为国民待

遇。第三，建议修改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包括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

险法和证券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等等。具

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金融法苑》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金融法》

（强力）、《华东金融法制评论》 （吴弘）、《金融法学案例教程》 （徐孟洲）、

《金融法教程 （第二版）》（朱崇实）、《中国法治论坛———金融担保法的理论

与实践》（邹海林）、《金融法专题研究》（刘定华）、《ＷＴＯ与中国金融法律
制度的冲突与规避》 （钟鸣）， 《跨国银行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李金泽）、

《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蔡鄂生），等等。

（九）知识产权法

“十五”期间，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并重，上百种知识产权教材出版，

开始重视对策性研究与应用研究，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理论问题的讨论非常活

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辑的 《知识产权文丛》、 《知识产权办案

参考》、《知识产权研究》为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的推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以下成就与创新。

１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
关于 “信息”问题，理论界对信息的界定以及传递性、共享性、可伪性

等特征加以探讨，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 “信息产权”，是信息产权的核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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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者专门探讨了知识产权的 “专有性”，亦称 “排他性”。即知识产权

是 “客体共享，利益排他”，即不必通过配置客体再间接地配置客体上利益，

而是直接对客体上利益进行排他性配置，并对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权的地

域性和可复制性特征进行了探讨。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与利弊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理论界

认为知识产权制度 “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大于弊，不应否定。在创作者

与使用者权利义务的平衡上出现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完善 “权利限制”去

逐步解决。知识产权制度中对我们自己的长项保护不够，可以通过逐步增

加相关的受保护客体去解决。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知识产

权论 （第三版）》 （郑成思）、 《知识产权法：新世纪初的若干研究重点》

（郑成思）、《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 （郑成思）、《知

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 （李扬）、《知识产权法 （第三版）》 （吴汉

东）、《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原理》

（曲三强）、《知识产权法教程》 （费安玲）、 《知识产权法哲学》 （冯晓

青）、 《知识产权法 （第二版）》 （刘春田）、 《知识产权法原理》 （金勇

军），等等。

２结合入世的知识产权法实务研究
入世以后，中国的知识产权界面临机遇与挑战，知识产权研究更多地

关注与国际接轨，同时对著作权、传统文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

发展有所研究。代表性成果有：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新发展 （日文）》

（郑成思）、《美国知识产权法》（李明德）、《著作权法》 （李明德）、《多

哈宣言与 ＴＲＩＰＳ协议》（李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导读》
（李顺德）、《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唐广良）、《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

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国际保护概述》（唐广良）、《中国知识产权重要案件的

裁判》 （周林）、 《ＴＲＩＰＳ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刘剑文）、

《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 （薛虹）、《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

例》（沈仁干）。

３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
“十五”期间，对知识产权权利冲突问题讨论得比较多，尤其在商标权

与商号权上着重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商标法教程》 （郭禾）、《商标法通

论》（王连峰）、《中国商标报告 （２００３年第２卷）》（曹中强）、《商标与商
号的权利冲突问题研究》（宿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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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会法学

１社会法体系地位得到承认
社会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法律门类。２００１年３月９日九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说：“关于法律部门，

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

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这是我国首

次把社会法确认为法的一个门类或领域，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以及劳动

法范围内的特别法———工会法。

２社会立法成绩斐然
“十五”期间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社会立法方面制定、修订法

律３件，另有相关法律１件，《宪法修正案》中包括相关内容１处；制定行
政法规９件；制定规章５件；制定政策性文件６件，另有相关文件２件；发
布司法解释２件，另外含有相关内容的司法解释１件。

关于法律方面的成就包括：其一，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内容较多，其中重要一项内容是第 ６条规定的 “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其二，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２００２年５月１日起施行）；其三，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其四，制定相关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１日起施行），包括有关 “社会保障”

的一些内容；其五，宪法修正案第２３条规定：“宪法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四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

法律的制定对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法规和规章。１４件法规和规章中，劳动法范围和社会保障法范围的
各占７件；其中１２件是２００３年以来发布的，可以证明法制建设速度有所加
快。法规、规章内容涉及安全生产、禁止使用童工、集体合同、最低工资、

军人抚恤优待、工伤保险、企业年金、对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等方面。除

此以外，在暂时不能或不宜立法的情况下，政府适时地发布政策性文件。例

如，《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２４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 《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

的通知》（２００３年１月５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卫生部等 《关于建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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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４年１月９日）等。

司法解释包括：专门性解释２件，即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２日）、《关于在民事审判工
作中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３年１月９日）
以及相关解释１件，即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１
日）。

３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法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理论性文章较少。理论体系

尚在建构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社会法原论》 （董保华等）、《社会

法概论》 （史探径）。对劳动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法学界意见一致。理论

研究主要集中在如果修改完善我国劳动法上，对劳动法的定位、劳动法主

体、劳动诉权进行了探讨。代表性成果有：《劳动法 （第二版）》（王全兴）、

《论劳动法的法典化》 （黄龙）等。工会法的研究集中在工会法的地位、工

会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用人单位拨缴工会经费的规定以及企业

应否实行民主管理上。代表性成果有： 《工会法法律责任的确立与完善》

（姜颖）。社会保障法是社会法构成的主体部分之一。“十五”期间，对社会

保障法的立法方法、基本原则、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进行了系统研究。代表

性成果有：《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刘翠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现状和问题》（刘翠宵）、《我国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问题》（刘翠宵）、《农

民的社会权利及其实现》（刘翠宵）、《公平良善之法律规制———中国社会保

障法制探究》（郭成伟）、《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林嘉）、《论

社会保障法的受益主体》（董保华），等等。

（十一）国际法学

１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十五”期间，国际法学，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在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际公法研究

得到较大进展的领域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包括国际法的性质、主体、渊

源、历史、国家责任、国际法原则、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等，以及与当代

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法，如全球化与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与国际法、中国与国际法、人道主义干涉、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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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条约法、国际刑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人道主义

法，等等。除不断推出国际法教科书的新版本与修订版本外，出版了多部国

际公法专著和文集。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的国际法论著。国际法教科书的

新版本有：《国际法》（邵津主编）、《国际法学》（曾令良主编）、《国际法

新论》（赵建文主编）、《国际法》（马呈元主编）、《国际法专论》（余民才

主编）等，一些过去出版的国际法教科书得到了修订再版，如梁西主编的

《国际法》等。专著和文集主要有：《国际法原理》（张乃根）、《现代国际法

原理解析》（江伟钰）、《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杨泽伟）、《古代中国国

际法史料》（怀效锋）、《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戚其章）、《和平、发

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 （慕亚平）、 《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 （贺其

治）、《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黄瑶）、 《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 （刘明）、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朱晓青、黄列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批准与实施问题研究》（陈光中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朱晓青、柳华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葛明珍）、《少数人权利的法理》（周勇）、《人

权保护区域化的尝试》 （杨成铭）、 《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研究》 （朱晓青）、

《中国与国际海洋法》（高健军）、《国际海洋划界的理论与实践》（袁古洁）、

《国际海洋法法庭研究》 （吴慧）、《国际刑法问题研究》 （林欣主编）、《新

编国际刑法学》（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研究》（王秀梅）、《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

（黄芳）、《国际犯罪与责任》（马呈元）、《引渡与国际法》（李万熙）、《引

渡新论：以国际法为视界》（刘亚军）、《国际人道主义法及其实施》 （王可

菊主编），等等。翻译出版了国外的一批国际法论著，主要有伊·布朗利著

《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等译）、路易斯·享金著 《真理与强权：国际法与

武力的使用》、尼·波得蒂斯著 《国际法的新趋势》、沃·格·魏智通著

《国际法》、曼·诺瓦克主编 《民权公约评注》 （毕小青、孙世彦等译）、Ａ．
艾德主编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黄列译）、谢·巴西奥尼著 《国际刑

法的渊源与内涵》（王秀梅译）等。

国际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不断深入。这与我国对外经济交

往规模的急剧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存在密切关系。特别是 ＷＴＯ
法律制度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国际知识产权法、

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取得重大进展的

５９１法　　学　　　　



领域为：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ＷＴＯ
法律规则体系、ＷＴＯ与司法审查、国际航空运输法、欧共体竞争法、欧共
体反倾销法与中欧贸易，等等。主要成果有：《国际经济法专论》 （６卷本）
（曹建明、陈治东主编）、《国际经济法新论》（杨紫?主编）、《国际贸易法》

（郭寿康、韩立余）、《国际投资法》（王贵国）、《中国外商投资法问题研究》

（卢炯星）、《国际货币金融法》 （王贵国）、 《ＷＴＯ例外条款解读》 （陈卫
东）、《ＷＴＯ法律规则体系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刘笋）、《ＷＴＯ法律的国
内适用》（孔祥俊）、《ＷＴＯ与司法审查》 （江必新）、《ＷＴＯ与中国的司法
审判》（曹建明）、《ＷＴＯ监督机制的法律与实践》 （张军旗）、《ＷＴＯ与环
境保护》（那力、何志鹏编）、《技术性贸易壁垒》（杨昌举等编）、《发展中

国家与 ＷＴＯ的政治经济关系》 （张向晨）、 《ＷＴＯ的司法机制》 （赵维田

等）、《中国加入 ＷＴＯ法律问题专论》（杨国华）、《ＷＴＯ与中国外资管理制
度》（史晓丽）、《ＷＴＯ与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马卫华）、《国际知
识产权法》（古祖雪）、《国际航空运输法》（赵维田）、《国际货物多式运输

法律问题研究》（贺万忠）、《欧共体竞争法》（王晓晔）、《欧共体反倾销法

与中欧贸易》（蒋小红），等等。

国际私法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际私法理论、冲突法、区域冲

突法、国际商事仲裁、中国国际私法的完善等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

展，形成了新的成果。具体包括：合同准据法理论、国际诉讼竞合、电子商

务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美国的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秩序制度研究、现代国

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等等。主要成果

有：《合同准据法理论的解释》 （沈涓）、 《肖永平论冲突法》 （肖永平）、

《国际诉讼竞合》（李旺）、《冲突法及其价值导向 （修订本）》（沈涓）、《电

子商务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何其生）、《美国的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秩序

制度研究》（孙劲）、《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韩健）、《国际

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宋连斌），等等。

２推进国家立法与相关国际法实践
“十五”期间，国际法学者积极参加了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订、

《海域使用管理法》、民法典 （草案）涉外民事诉讼法律适用规则的准备和

起草工作。为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学者们提出了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文本，供立法机关参考；由于我国宪法没有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

地位问题做出规定，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以及适用国际条约的方式等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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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种建议，为立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国家的国际法

实践活动方面，学者们积极参与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 《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条约、

黄海、东海海域划界、联合国改革和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等我国对外关系

中许多国际法问题以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等国际法律文

件的研究和讨论，向有关部门提供了咨询意见。

“十五”期间，发生了 “９·１１事件”、国际反恐斗争、美国入侵伊拉
克、美军虐待战俘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与我国直接有关的还有

美中军用飞机相撞、美军舰鲍迪奇号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测量等突发事

件，所有这些事件均涉及国际法的适用问题。国际法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些问

题的研究和讨论，通过发表文章、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等多种方式，宣传了我

国在这些事件上的国际法立场，支持了我国政府的外交行动，同时，在国内

也起到了宣传和普及国际法的作用。

３专门研究机构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十五”期间，加强了国际法研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培养。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部分高校成立了多所国际法研究中心、国际法研究所、人权研究中

心、ＷＴＯ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汇集了一批国际法研究人员，在深入开展
和推动国际法的研究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批较高层次的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国际法人才，进入教学研究单位和实际部门的国际法教学研究队伍。

４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
“十五”期间，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

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北京市国际法学会等国际法学术团体每年至少召开

一次学术研讨会，探讨国际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增进交流与合作。国

际法学者利用各种机会出国考察访问或进修，加强了与外国国际法学者和教

学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中外国际法学者和学术团体更多地互访，更多地

实现学术合作与交流。这些为我国国际法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　“十五”期间法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十五”期间，中国法学学科建设逐步完善，更为关注重大现实问题，

研究方式、研究方法都有改观。在获得长足发展和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

研究的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比如：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实证研究缺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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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研究突出，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总结反思，加以解决，为 “十一五”期间

法学的继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不够

法学研究中过分求新求异，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导致在研究的过程中

出现体系矛盾、概念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某些传统学科比如宪法学受传统的

“泛政治化”影响，基本范畴与概念比较混乱；某些新兴学科如社会法，因

为形成时间和受长期以来重视经济发展但相对忽视社会协调同步发展的观念

的影响，理论研究欠缺。民商法近年来著述颇丰，但多为就规则论规则，就

制度研究制度，而从时代和中国实际对民商法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以致

至今民法典的哲学基础尚不甚清楚，民商法的私法自治精神仍未在中国完全

生根。经济法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有的主张仍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尽适应。我国刑法学的发展必须坚持 “中国特色”，

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刑法学，最为重要的是塑造中国刑法学的学术品格，这就

要求加强刑法学的哲理化研究。对刑法学哲理化研究，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

实际，从中国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现实抽象出中国刑法学基本范畴和规律。刑

法学哲理化研究相对薄弱，对于刑法学的发展缺少明确的方向，而对于刑法

和刑法学在国家未来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缺少明确的认识。刑事诉讼法学基础

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有些论题只是初步展开，有的基本理论范

畴还十分薄弱，比如针对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关系、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基本理论范畴、程序性裁判和程序性制裁、刑事诉讼法律和文化传统以及刑

事诉讼现代化、刑事诉讼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被害人权利保障、联合国

国际公约与外国刑事诉讼法或缺乏研究或研究不够深入，均有待加强。国际

法理论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特别是国际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尚待

建立。

社会转型时期呼唤相应法律制度，要求法学领域加紧对法律制定、修改

和废止的研究。“十五”期间，法学研究主要围绕法律规范的制定、完善以

及对策性研究，但回应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仍嫌不够。法学者对现实中的问

题缺少及时的回应，从理念层面进行的分析往往造成与实践的脱节。法学存

在过于偏重纯粹理论研究，忽视现实问题研究的倾向。研究者缺少即时、主

动关注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意识，缺少理论层面的针对性分析研究，缺少

主动、深入了解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活动，缺少全面、深入了解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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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方法和物质条件。正因为此，学者不能积极而及时地回应社会现实问

题，更难说提出具有创见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二）重复研究突出，实证研究缺乏

总体上看，“十五”期间的法学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重复研究问题。主要

表现为论题重复、思路重复、话语重复、观点重复、方法重复。重复研究是

对既有知识总量的重组，对知识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它是一种

学术 “泡沫化”，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制造了学术垃圾和信息污染。

比如，法治、人权、宪政等热点问题，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但在

思路、观点、话语上别开生面具有创新性的并不多，原创性的成果更是寥若

晨星。某些新问题，如法律全球化为部分学者随便套用、泛化，成为学术

“假大空”的时髦外衣。

法学是应用性学科，重在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法学的理论观点来源

于实践，是民主法制建设实践的理性化，又需要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进

一步检验，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实证研究应当是法学研究的基本维度和思

路。中国法学深受形而上的模式和风格的支配，习惯于从理论命题到理论命

题的推演式研究。现有的实证研究，如个案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同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相比，未达到实证研究应有的客观性、严

谨性、精确性。原因在于：一是许多学者缺乏中国意识、中国经验意识，缺

乏实证研究的训练；二是实证研究困难重重，实证资料查阅和收集困难，经

费缺乏。

（三）法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实践性不够

法学学者应当走出 “书斋”，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法学研

究的实践功能有待增强。同时代发展、现实需要和社会期望相比，法学滞后

于实践，回应现实、参与实践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的今天，新型法律问题与涉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不断产

生，法学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比如，宪法学基本上没有关注宪法适用问

题，或立足于原理研究、原则表述，或主要重视纯理论问题，导致人们对如

何发挥根本法的法律功能不甚了了。“十五”期间，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的

研究有一定进展但不够深入，对审前程序、刑事强制措施、审判程序以及刑

事辩护制度均有初步研究，但没有深入研究程序运作的背后机理以及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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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程序。国内已经翻译一些国外的法学著作，但仍嫌不够，许多国外的经

典著作与书籍尚未翻译到国内，由于国内学者外语能力普遍较差，因此对于

翻译著作的需要更加迫切。法学界缺少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人才，

更缺少国际级的法学大家。目前的法学学术多为单向交流，表现为引进国外

先进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是一种从西方向东方的单向知识引进。我国法学

欲完全达到与国外学者平等对话的水平，还需要一个过程。

（四）方法论研究薄弱，学术规范与评价机制尚待健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是衡量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

中国法学在方法论上的欠缺将制约学科的长足发展。这种现象表现为：第

一，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将导致学科的重组与边缘学科的产生，法学的某些传

统学科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科际整合不足。在援引方法上，注重传统方法

的运用而排斥新方法的运用，以致面对转型社会中新兴的复合问题，法学不

能给出答案。比如，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不多见，不

成熟。比较法研究虽常用，但更多侧重于规范的比较，往往缺少对一个法律

制度在该国的功能、历史文化背景、现实运作状况的考证和分析，缺少一个

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个案研究开展得不够，停留在解说、论证判

决依据上，缺少对制度原理的挖掘。这种思路导致法学各部门各守一方，因

循守旧，既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又人为地抑制了法学应

对新型问题的能力。受旧的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视野受限。学者普遍认识

到，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社会学、人类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

已经逐渐被很多学者采用。但是旧的研究范式导致人们形成思维定势，进而

限制了研究视野，影响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第二，概念系统、问题确定、

论证方法、评价机制等各个方面均无共识，使得法学研究演化为 “虚假繁

荣”，成果虽汗牛充栋但低水平作品迭出；第三，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

术批评，在批评氛围、批评方法上都存在欠缺。或者是针对假想的论点进行

批驳，或者是随心所欲地批判；或者是缺乏宽容的人身攻击。理论界，缺乏

完善的学术研究评价机制。对现有学术著作的学术性的评论，总体上还非常

欠缺，学术批评更需要加强。继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后，《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中国法学精粹”等书刊，也起到一定的学术评价作用。《中国法律

年鉴》、《法学家》杂志、“法治蓝皮书”等书刊坚持的年度学术研究述评，

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总结和评价活动，但仍待继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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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史学微观研究少，存在学风不够严谨的问题

法律史学２００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断代史、通史、少数民族法制等领
域；２００２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史、断代史、少数民族法制等领域；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法律史研究学科逐渐整合、视野更为开阔，方法更为灵活，注重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部门法与法律史的结合，说明中国法律史研究正在走向

成熟。

中国古代法律史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学者多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通史，而普遍忽视微观的断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研究限于律典

层面，缺乏实际运作的研究。“十五”期间中国法律史研究存在缺乏严肃认

真的学术态度、缺乏学术独立性而随意裁剪历史的现象。比如，中国古代的

监察制度、古代司法官的责任问题等，简单介绍制度并说明借鉴意义而回避

如何借鉴。学者们习惯于用现代法学的知识体系和术语去分析古代的法律规

定，并试图将其纳入到现代法学知识体系之中。但是，这种模式会给人造成

一种假象，即似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早就已经具备现代法律制度的

内容和特征。另外，法律史学界尚存在学科术语不规范，与其他学科和社会

现实存在隔阂的现象。

（六）宪法研究缺乏问题意识，若干具体问题研究薄弱

“十五”期间，我国宪法学关注近代宪法的基本原理，开始介绍现代宪

法学的知识体系，但对反映当代世界各国宪法学发展趋势的第三代宪法学的

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很少涉及。受传统宪法学的影响，加之宪法实践不足，

宪法研究存在诸多问题。

宪法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与政治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之间的学科分工有

待继续厘清，宪法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需要继续辨析，不能 “一锅烩”。宪

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缺少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

没有实现共享和共同发展，没有形成有效指导部门法学发展的专门性的概念

和范畴。研究中，缺少对宪法命题合理性的考证，特别是缺少宪法问题意

识，没有在宪法问题与宪法命题之间建立必要的学术联系，使得宪法命题带

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

“十五”期间，立法权、比较宪法学、基本法实施、司法审判体制改革

以及宪法诉讼制度方面研究不够深入。比较宪法学研究没有总结各国宪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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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展的共性，并从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宪法原理；而且，对国外宪法发展

的历史和宪法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关注不够，导致整个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水平

不高。在基本法研究上，忽视基本法实施的理论研究。香港和澳门回归之

后，基本法的实施遇到立法时未考虑到的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于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对香港基本法以及基本法附件做了两次法律解释，但宪法
学整体上不能为基本法的实施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在司法审判体制改革理

论方面研究不深入，研究往往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特征，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司法审判体制改革中所涉及的各项权力关系。宪

法学界没有为司法审判体制的改革提供整体有效的改革思路和宪法依据。在

立法研究上，传统宪法学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立法体制和立法机构上，“十

五”期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宪法学并没有从立法权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变化

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在宪法诉讼方面，对当今世界各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发展

趋势介绍不够，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

（七）刑事证据制度研究薄弱，民事诉讼研究有待深入

刑事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重点和核心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惩罚犯

罪和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十五”期间，对刑事证据法基本理念、基本原

则、刑事证明标准、证据规则都有初步研究，但在刑事证据的哲理基础、操

作规则上研究存在不足，需要 “十一五”期间继续深化。

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部分重大理论问题尚处于起步阶段，比如民事

诉讼快速机制、审级制度、当事人制度、保全制度、调解制度、民事证据

制度、民事诉讼再审程序、执行程序、民事检察监督、以公益诉讼为代表

的新型诉讼等课题，或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或在研究对象上没有针对性，

或没有注意构建制度的深层次的法理，导致民事诉讼研究长期滞后于刑事

诉讼发展。民事诉讼法学能否得到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研究方法

的采用。“十五”期间，民事诉讼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一是实体法与程

序法的结合研究不够，民事诉讼法以解决民事争议为目的，民事诉讼过程

是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共同作用的场，程序制度的设计不可能脱离程

序为之保障的权利本身，不能脱离作为权利规范的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

法学的研究，在结合实体法方面应当受到民事诉讼法学界和民法学界的重

视。二是中外民事诉讼法学的比较研究不够。民事诉讼法学界应当加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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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法学的比较，应当从不同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中寻找普适性的规则，从各

国的制度差异中借鉴各国的法律智慧。比较研究只能借鉴而不能简单移

植，法治传统、法治意识、社会构成的不同会造成移植法律 “水土不服”。

三是实证性研究不够。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不能脱离我国审判实践的基础，

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了各种制度性构建，但对于民事诉讼制度实证性的调

查研究却很缺乏。因此，必须从方法论上改变，才能促使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的进一步深入。

（八）知识产权法律的完善与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相对滞后

“十五”期间，知识产权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知识产权研究开始重视

对策性研究与应用研究等，学术研究深入，但知识产权法律的完善与知识产

权战略的制定相对滞后。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完善与修订知识产权立法，制

定知识产权战略，才能为知识产权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再现 “四大发明”

国度的异彩。我国自 １９７９年刑法开始保护商标专用标、中外合资企业法开
始承认知识产权是财产权以来，经过 ２０多年不断的立法与修法，尤其是加
入 ＷＴＯ前为符合国际条约要求的修改，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完
备。但是，远看１０年前已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发达国家法国、两年前已缔
结法典式知识产权地区条约的安第斯国家，近看目前已开始实施 “知识产权

战略”的日本、软件出口总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的印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

律体系存在缺陷。尽管保护法基本完备，但产权取得法和成果产业化法尚较

为欠缺。必须完备产权取得法和成果产业化法，再全盘考虑已有的 “保护”

法 （或加上将来补充的 “鼓励创新”法与 “搭桥”法）的立法模式，是散

见于单行法好，还是纳入民法典好？抑或是自行法典化好？单就现有的保护

法而言，同样存在缺陷：我国现有的长项———传统知识及生物多样化———尚

无明文保护；对反不正当竞争的附加保护规定得残缺不全；几个主要法 （专

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可以一致的某些细节却很不一致。

（九）社会法立法相对滞后，理论研究薄弱

“十五”期间，社会法作为一个法律门类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纳入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之中。相对于公法和私法领域许多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而言，

社会法制建设很不健全，对社会法的理论研究更是在起步阶段。

在劳动法制建设上，劳动法亟待修改。我国劳动法１９７９年初开始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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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公布，基本上是一部先进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和需
要的法律，但不完善之处很多，存在法律适用范围较窄，促进就业规定得不

够充分全面且较为空泛，劳动合同制度的条文内容强制力差，集体合同规定

略少，工资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规定不足，职业培训规定内容不具体，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规定不合理等缺陷，进而导致恶意欠薪、扣薪现象不断出

现，工伤事故、职业病经常发生。相应的，应当重视劳动法配套法律的制

定。除已经制定公布的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以及有关工时休假、法定

节假日、劳动保障监察等少数几项法规外，劳动法下一层次的法律，如就业

促进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职业培训法、劳动争议处理法

等，一个都没有制定出来。

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上，已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纲领

性、宣言性作用的法律，但没有一部内容切实具体可作为制度建设操作依据

的法律。

社会法学术环境条件不足导致社会法理论研究落后。作为一个新的法律

门类或领域，社会法及其重要性还没有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且长期以来重

视经济发展但相对忽视社会协调同步发展的思想阻碍了接受的过程。因此，

社会法的发展还有一段很长的过程。

（十）国际法研究滞后，理论基础薄弱

“十五”期间，我国国际法研究在理论建设、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交往和

人员培养方向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与和平崛起的形势、改革开放和国际合

作交流的时代背景尚有差距。传统国际法的主体学说和国际法原则、规则、

制度受到挑战，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正在形成，国际法体系中形成

了一系列部门法或分支，比如国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国际资源环境法、

国际刑法、国际资源环境法、国际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等等。经济全球

化、全人类共同利益、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人权的普遍

尊重和保护、消除人道主义灾难、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扩散、联合国的改革和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等，都要求国际法做出及

时而适当的反应，也是国际法学研究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国际立法活动日

趋活跃，国际法的拘束力和执行机制逐步加强。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建

立，是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永远争得主动的关键步骤，要求国际法

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两个方面为此做好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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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我国的国际法国内立法滞后于国际立法，在国际法研究的理

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方面整体上处于不深不透状态，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国

际公法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没有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由于理论基础薄

弱，不能对当下发生的国际问题给出及时的有力解释。在跟踪不断发展变化

的国际法方面，我国的国际公法研究显得力不从心。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比较 ＷＴＯ各项条款，我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仍不能适应我国对外经济交
往规模迅速扩大的形势。对于国际经济法的概念，范围、主体、性质、渊源

等基本理论问题仍存在分歧；对于现行的国际经济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缺乏

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解读；对于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机制以及有关案例缺乏

进一步的了解。二次大战后，国际私法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

富，出现了冲突法、秩序法和实体法三者密切结合的趋势；国际私法的趋同

化日益明显，比较国际私法在迅速发展；传统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向法典化

方向发展。尤其是，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趋势引人注目。自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１９５１年把 “逐渐统一国际私法规范”确定为它的目标以来已通过许多公约，

在统一各国国际私法规范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多法域的中国，各法域之

间的法律冲突迫切需要依靠国际私法 （冲突法）加以解决。但是我国的国际

私法理论仍不完善，国际私法规则尚未齐备，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国

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适用问题，在我国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

中尚没有原则性的规定。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适用问题在

我国宪法与宪法性法律中，尚未见原则性规定。

四　“十一五”期间法学发展趋势、
重要领域与重点课题

（一）“十一五”期间中国法学发展趋势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落实依

法治国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分关键的 ５年。进一步规范各种活
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法

治，是新的历史时期未来５年的重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宏伟目标的根本保障。 “十一五”期间，也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

扩大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的时期，需要我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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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把握和利用国际行为规则，并积极参与这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建

立。因此，在 “十一五”期间，进一步繁荣法学研究，推动中国法学迈入一

个新的阶段，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中国所有法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神圣

历史使命。在未来的５年或更长的时期，中国法学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１坚持正确方向更加坚定
法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法学研究，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因为它们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当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实践证明了的惠及

１３亿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排除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干扰，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不动摇，维护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要坚定地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增强政治鉴别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在世界各种文化、思想互相

激荡的大潮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中国法学的社会主义性质。

２立足于实践更加自觉
法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深厚沃土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法学的生命之源。中

国法学要更自觉地立足实践、面向实践、服务实践。要通过深入研究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研究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与发展战略、执政为民

和依法执政的法律机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法律制度的健全，研究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的法律体制，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法制基础，研究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法制框架，研究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制度的完善，研

究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对策，研究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国际民主和国际法治问题，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不断增强中国法学的实践功能，使之

及时反映时代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与时代一起前进。让理论脱离实际、

空洞无物的研究，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

３理论创新更加明确
法学是一门充满理论活力的科学。理论创新是法学不断发展的不竭源

泉。法学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法制改革和法治完善的先导。法学理论创

新推动法律制度创新，指导法治实践完善。法学理论创新，必须有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正确方向，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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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代又继承前人的开阔视野，有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目的，有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术体系创

新和研究方法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环境。要敢于求索真理，勇于开拓创新。

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和国际合作与斗争的实践

出发，研究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做出新的结论、新的概括，提出新的

观点、新的解决方案、新的立法建议和新的制度构想，并提升为新的法的理

论。然后再回到火热的实践中检验、修正、发展。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法制发
生了３次具有标志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法学也经历了相应的理论创
新。在未来的５年里，中国法学工作者将利用第 ３次法制变革的历史性机
遇，发扬理论勇气或独立的探索精神，在营造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科技、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的法制环境方面实现新的理论突破与创

新。让人云亦云、抄书摘句、食洋不化的作品越来越少。

４合力打造精品更加成为共识
法学是一门广博精深的科学。它与时代同步，同社会进步与发展紧密相

连，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息息相关。时代和人民呼唤更多地反映时代精

神、体现社会主义民主规律、代表人民意愿的法学精品问世。撰写高质量、

针对性强、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学力作，是每一个法学工作者应当以报效祖国

的拳拳之心、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的职责。同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法律问题，

要整合资源、联合攻关，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打造具有重大理论价

值和重要实践意义的精品。要组织力量完成法理学、宪法学、民商法学、行

政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环境生态法学基础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提倡学术民主，严格学术规范。繁荣法学与打造法学精

品，必须以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的学术民主、严格的学术规范为保障。学术民

主，创造平等、自主、彼此切磋、相互砥砺的研究环境。培植严谨的学风，

方能为法学佳作不断涌现提供条件，让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难以出笼。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指引下，各种学术

观点经过不断相互切磋、彼此争鸣，取长补短，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与筛

选，必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出现一批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精品。

（二）“十一五”期间中国法学重要领域与重点课题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是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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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是四大文明交融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一个实践的时代。新

的时代需要新的法学，新的法学要有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范式、新的

概念、新的话语、新的作为。它要求当代中国法学立足理论前沿，保持前沿

性，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在借鉴国外制度的基础上创新理论与制度；它要求

我们将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 （应用法学）紧密结合起来，把理论、制度、实

践一以贯之，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根据对 “十五”期间学科发展的回顾和薄

弱环节的分析，“十一五”期间中国法学重点研究以下领域与课题。

１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是中国法学的发展方

向。法治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

中国法学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

理论的夯实，是中国法学发展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的重要保证，是中国法学健

康发展的坚实基础。法学工作者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深入

而细致地研究与论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础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并

服务于实际。这一课题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民主与发展、马克思主

义法学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

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精

神、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法的概念与本质、民主与法治、人权与法治、

法与秩序、法与利益，等等。

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制建设
和谐社会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准确定位，对小康社会内涵的重要界

定。中国法学必须围绕建立和谐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基础和法律保障进行

研究。需要研究：一是以人为本的法制观。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

本质与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传统要素。二是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

法制发展。随着政治文明范畴的提出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加强，政治法制将成

为中国未来法律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主要论题包括政治法制的涵义与范

围，民主、宪政与政治法制，中外政治法制比较研究，中国政治法制的发展

模式与道路，中国政治法制的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规制，依法执

政。三是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当代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及其法律保

护研究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主要问题包括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界

定、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权利、社会弱势群体权利救济机制、社会弱势群体

６０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保护中的反向歧视。四是法律救济问题研究。法律救济关系到权利受侵犯人

能否及时获得法律的保障，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包

括法律救济的形式和方法、法律救济的价值和功能、法律救济的程序和制

度、法律救济比较研究、法律救济的立法模式、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社会

救济。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还要加强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机制研究、加强社会治安监控体系法律问题研究。

３依法治国的实施与发展战略研究
十五大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

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理论与法制发展战略做了精

辟阐述。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
基本方略。研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方能促进社会治理转型。需要研究：

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国两制”与港澳台

法律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制观念

更新，立法制度改革，行政执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农村法治建设，

等等。

４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

照 “五个统筹”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法制建设

正在并将要产生巨大的观念变革和实践推动作用；法制建设将为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奠定制度基础，确保科学发展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

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主要研究：科学发展观与法律价值观的更新、以人为

本与法律体系重构、可持续发展与法治变革、生态文明与法治、法律的协调

发展、正式法与非正式法的协调发展。

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
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把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１９９９年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被载入宪
法；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４年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其载入宪法。推进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将政治文明建设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结合

起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子课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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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治文明与宪政建设，研究社会主义宪政发展与要求、宪政建设的重点与
难点，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的具体建议；②政治文明与依法执
政，研究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依法执政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执

政能力建设面临的具体法制建议。③政治文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④政治文明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研究
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建设途径。⑤政治文明与司法公正。从政治文明建设的
角度探讨司法公正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建议。

６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结

合起来。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也应当适应法治时

代的要求推进依法执政。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就执政能力建设做出决定，指

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强调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能力。这一课题对于新的时期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子课题包括：①研究党的领导制度、领导
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从制度层面思考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

导，思考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构的关系；②研究党的组织制度的改革和完
善，探讨如何完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③研究党的干部制度的
改革和完善，切实贯彻执行干部选用的任人唯贤原则、群众公认原则、公

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努力形成广纳贤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能

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干部选用机制。

７法治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先进文化代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融会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法

律是推动先进文化建设的动力，是保障先进文化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文化

是法治文化，也是和谐文化。研究法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关系，既

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对先进文化建设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研

究子课题包括：①法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法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法律文化的
概念、法律文化的传承与汇通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②法与道德的关
系，研究法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相互作用、依法治国

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法律职业伦理；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法律制度，研究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对法律的需求、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

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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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反腐倡廉和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研究
反腐倡廉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我国今后政治建设

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标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

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中纪委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抓紧建立健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倡廉关键在制

度建设，关键在通过制度建设、强化法治形成权力的健全运行机制。腐败是

公共权力的异化与滥用，没有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约与

监督法律制度的完善关系到反腐倡廉工作的顺利开展。主要研究：人大对一

府两院的监督、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党的领

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反腐倡廉法律制度的体系化，等等。

９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
经济全球化正在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生存状态，

也在深刻地改变着法律的存在形式、价值取向、运行模式和发展方向。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前景如何，如何影响法律的形成与发展？全球化是中国法律变

革面临的一次重要机遇，将推动中国法制的革命性变化，将对中国司法现代

化、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国际人权体系的形成和中国人权制度的建设具有积极

意义。具体论题包括：全球化的方向与前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维护、

全球化时代的人权保护、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与国际法、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ＮＧＯＳ与世界法律发展、法律服务的全
球化、法律职业的全球化、法律教育的全球化、全球化与司法、全球化与法

律文化的进化与突变。

１０法律史学的学科建设
法律史学介于法学与史学之间，学科建设是法律史学界 “十一五”期间

面临的重大课题。“十五”期间，中国法律史学科曾经因为统一司法考试中

没有法律史的考核内容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考试中取消

法律史内容而一度面临生存危机。目前，法律史学生存危机暂时过去，但是

学科建设亟待开展。学科建设是 “十一五”期间法律史学发展的基础和前

提。法律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研究：法律史学的沿革与发展、法律史学的困

境与出路、法律史学的学科结构与演化规律、法律史学概论、法律制度史、

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史、法律文化史、法律教育史、法律人才史、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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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朝代）法律史、各国别 （区域）法律史、各民族法律史、比较法律

史、各部门法律史、各法学分支学科史，等等。

１１宪法学基本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我国宪法学将进一步完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我国宪

法学理论研究体系，树立宪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运用宪法学

理论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实践。这要求宪法学不断吸收国外宪法

学研究的成果，从概念宪法学向问题宪法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宪法学

理论研究现状，并不断地与宪法实践相结合，为法制建设的实践活动及时地

提供宪法学的理论指导。子课题包括：①基本理论体系。以现行宪法的法律
特征和法律功能为基础重新改造和完善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框架，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宪法学的学科方向，增强中国宪法学的法学特色。②人权与宪法。
将人权问题纳入宪法问题的范畴，并且正确地处理好人权与公民的基本权利

之间的关系，建立比较合理和科学的宪法权利体系。③宪政与全球化。经济
全球化必然引发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宪政价值的传播和普及化，必须研究

国内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协调、研究法治政府下如何

规范政府管理市场的行为以建立有效地保障人权实现的机制。④宪法与部门
法。强调宪法与部门法二者关系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宪法学的弱势地

位，使宪法理论根据指导性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⑤国际法与宪法。国际法
与宪法关系的研究可以将国际法治原则与国内法治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扩

展和丰富传统的法治理论，建立起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国际法保障制度和国

内法保障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探索一条适合当

今世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国际社会新型的法律秩序。

１２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宪政研究
民主问题与宪政理论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宪政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

来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法治原则的集中体现。我国以宪法为基础建

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社会主义宪

政研究中，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核心内容外，包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法治原则以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宪法至上原则。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首要任务。研究社会主义民主与宪政，对于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重大意

义。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特性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作用、适

合当代民主政治实践要求的新型的民主形式、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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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宪政建设与法制改革如何推进，等等。

１３反分裂国家法的理论与实践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

共识。针对台独势力不断挑衅，全国人大于 ２００５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实
施 “法律反独”。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严重打击了 “台独”势力的嚣张气

焰，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奠定了法理基础。但是，反分裂国家法的理论

上需要继续研究，实践上也需要不断完善。具体内容包括：需要研究反分裂

国家法的法律原理，研究反分裂国家法的施行条件与范围，研究维护两岸和

平与稳定的措施，研究促进两岸经济新发展、实现三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

办法，研究祖国和平统一的法律问题，研究外国反分裂国家的有关经验，等

等。反分裂国家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对台政策和相

关法律提供依据。

１４法治政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治国基本

方略。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十五”期间我国政府颁布 《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

理论与实践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行政法学

研究将深入研究法治政府的构建。子课题包括：①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治
必须以一套原则、规则来保障和实现。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有待

进一步研究。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提出 “依法执

政”的口号，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在行政法领域落实和

推动 “依法执政”目标，是我国行政法学界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③行
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行政法的发展需要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法学也

应当研究如何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④行政决策的法制化。行政
决策对公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常常影响巨大。如何把它纳入法制轨道，实现行

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⑤行政执法与执法体
制。我国已经基本告别了 “无法可依”的时代，目前行政法治的一个突出问

题是 “有法不依”。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法体制，确保行政活动严格执法，

需要深入探索。

１５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行政法基础理论是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是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的前

提。“十五”期间，行政法学者超出传统的行政法学范畴，在更加宽阔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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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内讨论行政法的调整领域、手段和功能，重新建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模

式。“十一五”期间，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将继续开拓新领域，运用新的

手段和方法。具体内容包括：①行政法范式转换，由国家行政到自治行政；
② “社会转型中”我国行政法制建设；③行政参与方式；④行政法平衡理
论；⑤行政法治及其原则；⑥行政法学研究的范畴和方法；⑦行政主体与行
政组织研究，等等。

１６和谐社会与刑事政策研究
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提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倡尊重和保

障人权。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对犯罪采取的总体的对策。和谐社会的刑事政

策应当以控制犯罪为目标，发挥刑法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机能。中国传统

刑法存在 “重刑主义”的倾向，这与和谐社会不协调，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研究和谐社会中刑事政策，对于控制犯罪、保障社会稳定，对于促进经

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研究：①刑法立法中的非犯罪化
与轻刑化，调低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规模，限制并减少死刑；②推进刑罚制度
的改革，使刑罚的适用和执行更加人道化、理性化，充分发挥刑罚的惩罚、

改造与教育功能。

１７当代刑法的机能研究
刑法存在两大机能：一是保护社会，一是保障人权。刑法机能是刑法学

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刑法基础理论的重要部分。研究刑法机能，对于发

挥刑法的规范作用、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增进刑法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具

有重要意义。需要研究：①刑法机能与目的的关系；②刑法机能与功能的关
系；③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④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１８腐败犯罪刑事法治对策研究
腐败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正常发展、社会稳定的最大祸害之一；运用

刑事法治来遏制腐败，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一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出

台以来，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提出挑战和机遇。结合 《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对腐败犯罪的研究，制定综合性的惩治与预防措

施，是刑法学科的一大任务。具体内容包括：①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调整；
②反腐败刑法立法的完善；③刑事法治与其他反腐败措施的协调；④反腐败
国际刑事合作机制的建立。

１９ＷＴＯ与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ＷＴＯ为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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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必须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对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废除、补充和调整，以

履行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承诺遵守的义务。顺应 ＷＴＯ规则完善我国市场经
济法律制度，有利于减少国际市场的冲击，有利于我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

化。子课题包括：①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法。系统考虑经济法在市场规制中的
综合作用，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

境、市场环境；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与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
的实践已经证明该法确有许多可改之处，立法机关已将此法的修订提上日

程，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完善中国知识产权

的附加保护制度；③反垄断立法研究。反垄断法是市场规制的重要法律，也
是经济法的核心与灵魂。“十一五”期间将细化存有争议问题的研讨，制定

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反垄断法。

２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需要对传统的

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进行革命性的继承和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初步建立之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的规律实施制度变迁。这一研究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

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论题包括：①市场主体研究，特别是
法人制度的研究，作为现代法人基本形态的公司尤其应当深入研讨其治理结

构的完善、绩效的提高等；②财产权制度的完善。财产权制度完善的意义在
于明晰产权，产权界定的意义在 “定分止争”。③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贯
彻以及合同制度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平等，合同法律制度构成市场经

济的主要法治基础；④国家适度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
预，这有别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更有别于指令经济与命令经济。宏观调控

制度的完善是必然要求。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市场竞争意味着优胜劣
汰，对于社会弱势力量应由社会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

经济与公平竞争的一个必备要素。

２１环境和生态法律问题研究
自人类进入２０世纪以来，环境与生态问题成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共

同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成为威胁人类的重要公害。环境保护学、生态

学与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环境法学、生态法学，是法学领域的新成员，需要

从观念、制度、实践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论题包括：①环境法与生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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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念的变革。必须研究环境法、生态法，这是生态法学发展与完善的出发

点，也是人类利用法律手段维护生存环境和地球上的生命，解决当前的环境

问题和生态危机的理性选择。②环境法与生态法学制度的变迁与完善。环境
法与生态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门类，需要从立法上不断完善，形成由基本

法—单行法规—实施细则组成的制度体系；③环境法与生态法的实践。各国
为应对越来越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会形成环境法与生态法的实践。我国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研究以最小的生态环境成本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

而不能牺牲生态环境谋求发展。

２２社会主义国有财产法律制度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且以国

有经济为主导力量追求共同富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国有财产、

集体财产与私有财产一体保护。保持必需的国有财产对于我们这个拥有 １３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极其重要。研究社会主义国有财产法律制度，防止国

有财产流失，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性质；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类型；社

会主义国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制度与监督制度；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权力机

关 （行政管理机关）、社会主义国有财产所有权代表和国有财产 （国有资

本）营运机构的区别；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保护制度；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

管理体系；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完善，等等。

２３健全金融制度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含

义，包括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领域的盗窃、诈骗、贪污、挪

用，杜绝金融工作岗位上的失职行为，反逃汇和非法套汇，反假钞等。金融

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持续、健康与协调运行。金融制度的完善是维护金融

安全、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具体论题包括：①金融危机的防范；②金
融法律体系的完善；③金融犯罪的打击与防范；④国际货币体系及相关制度
的健全；⑤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功能。

２４民商法基础理论研究
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冲击、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等要求传统民商法

理论做出及时的应对，民商法的基础理论研究面临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民商

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基础，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应当获得高度重

视和深入研究。“十一五”期间，民商法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①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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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精神与原则研究；②民法典疑难问题研究；③民事主体制度研究；④物
权法研究；⑤债权法总论研究；⑥侵权损害赔偿研究；⑦商法基础理论研
究；⑧公司法基础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研究；⑨保险法和票据法研究等等。

２５民法典制定研究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私法发展的高级阶段。我国民法自 １９８６年 《民法

通则》颁布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部民法典。随着社会生活复杂化，民事

关系急需法律调整，《民法通则》与散在的民事法律法规难以应对。研究

民法典的制定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保护财产与人身权利具有

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十五”期间，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制定已有一

定研究与探讨，对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形成了共识。但在民法典的立法体

例，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并包括民事责任、民事证

据法等内容上仍存在争议。“十一五”期间，需要研究：①民法典的体系，
争议在是照搬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还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

②人格权法的体系地位。涉及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以及规定内容等；③侵
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涉及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侵权责任与物权请求权

的关系、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等等；④债权总则编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涉及债权总则是否作为一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与我国现行合同法的

总则的关系等等。

２６诉讼法基础理论研究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同属于程序法，遵循程序公正等

共同的基本理念，尽管程序有差异，但司法机关同一，而且证据规则具有共

同性，许多情况下存在诉讼交叉的情形。研究三大诉讼法共同的基础理论，

对于深入理解程序法学的理念和实质具有重大意义。主要包括：①研究司法
公正的关系，使司法公正融入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②研究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纠正 “重实体、轻程序”，注意实体公正与程

序公正的平衡；③研究证据制度基础理论，促进证据立法的完善；④研究构
建一个符合我国诉讼实践的审级制度；⑤研究传统诉讼文化与现代诉讼文化
的关系，促进诉讼程序的完善；⑥诉权理论与诉讼行为理论等等。

２７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
１９９６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滞后于形势，修改刑事诉讼法已纳入全国

人大立法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尽管学术界、实务界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有

一定的准备，但远未全面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为刑事诉讼法成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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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言献策。

２８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
现行民事诉讼法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 （１９８２）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的。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法制进程的深入，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系到民事审判的顺利进行、民事权

利的合理维护。“十五”期间，诉讼法学者已经就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模式修

改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十一五”期间，需要进一步研究：①民事诉讼
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②民事具体制度，包括当事人制度、共同诉
讼制度、审级制度等；③民事程序，包括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
再审程序等；④民事证据制度；⑤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⑥民事检察监督制
度；⑦域外民事诉讼制度与诉讼程序；⑧新型民事诉讼包括公益诉讼、股东
派生诉讼、证券侵权案件诉讼等等。

２９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
１９８９年４月４日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里程碑。

最高人民法院继２０００年３月发布 《关于执行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后，又于２００２年发布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

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重要司法解释。“十五”期间，法

学工作者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证明规则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

辩，修改 《行政诉讼法》已经提上日程，并有学者提出了 《行政诉讼法》

修改建议稿。“十一五”期间，行政诉讼法的研究将集中在：①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②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③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和强度；④行政
复议及其与行政诉讼的衔接；⑤行政诉讼价值观；⑥行政诉讼模式；⑦行政
裁判执行问题；⑧行政司法体制改革等。

３０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经济法学科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学科，与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

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仅涉及学科理论奠基问题，也

直接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包括若干子课题：①经济
法范畴研究。经济法学的范畴研究是薄弱环节，必须建立起由本体论、进化

论、运行论、主体论、客体论和价值论等构成的经济法学范畴体系，确立起

经济法学的普通范畴、基本范畴、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②经济法体系研
究。应当奠基于 “十五”期间绝大多数经济法学家业已形成的基本共识，即

经济法乃是国家管理或干预社会经济之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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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我国经济法体系构成的认识；③经济法责任研究；④经济法功能研
究；⑤经济法实施研究等。

３１宏观调控法律问题研究
“十五”期间，国家宏观调控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多次 “软着陆”，有效

地控制了经济的过热增长。“十一五”期间应当认真总结国家宏观调控的成

功经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经济法。子课题包括：①宏观调控
中的经济法，包括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等，宏观调控、产

业保护和社会保障中的经济法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分析研究和综合运作

研究；②我国金融立法的修改与完善，金融法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对
策有待于具体化、工具化。包括就金融监管、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商业银行

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以及我国金融法的立法、修

改与国际接轨等问题展开研究；③ＷＴＯ与我国的税制改革与完善。财税法
制问题的解决不仅事关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也涉及与世界经济接轨的

问题，包括预算法的修改与完善、决算法的制定与效力、税制的科学与体

系、税种与税率、税负的公平与效率以及对我国境外投资主要国家的税制研

究等。

３２技术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重视知识产权的生产和保护，已成为国际共识和规则。

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时代鼓励创造发明、技术创新的重要措施，同时也

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障碍。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知识产权制度往往成
为发达国家阻碍我国发展的一个壁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我们后来居上的

一条捷径，但真正取得国际市场竞争力，必须实现技术自主创新，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国才能赢得国

际竞争的强势地位。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要素；知识产权

发展战略将影响到经济振兴与发展。“十一五”期间，制定国家的知识产权

发展战略，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促进技

术自主创新。具体论题包括：①知识经济时代与技术自主创新；②知识产权
发展战略的制定；③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善等等。

３３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生态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

相互协调方能解决的综合性问题。１９９２年６月国际上签订了 《生物多样性公

约》。生物多样性法律问题的研究，是中国法学立足国际视野、立足理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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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的一个体现，是促进地球物种多样、生态安全的必要。生物多样性问题是

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相应法律制度的建设必须通过全球协调一致的行动

来实现。具体论题包括：①遗传资源的所有权；②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遗传资
源的制度设计；③与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④不同国家与
民族在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方面的责任、权利与义务等等。

３４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知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简称 ＴＫ）”是某一特定的民族、部

落、地区长期以来积累和流传下来的知识。１９７０年签订的 《关于禁止和防

止非法进口、出口及转让文化财产所有权手段公约》、１９７２年签订的 《保护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都有规定。传统知识的知识点未

被明确归纳，其作用和价值具有永久延续性。传统知识对于社会、文化及经

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长期的知识积累。当代法律

体系中，传统知识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合理的确认。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及另外一些重要的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都非常关注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问题。传统知识

的法律保护需要研究：①传统知识应纳入法律保护的内容；②传统知识享受
法律保护需满足的条件；③传统知识的权利和利益归属的确定；④传统知识
法律保护的时间与空间限制；⑤传统知识与可主张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之间
的关系的协调等等。

３５生物技术运用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生物科学的长足进步为法律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生物技术的进步与

运用为人类带来福祉，其滥用则会导致生态安全受到威胁、人类传统伦理的

破坏。研究生物技术运用中的法律问题，能规范并促进生物技术的合理运

用，使生物技术的发展造福人类。具体论题包括：①生物科技产品与知识产
权保护；②生物科技产品与贸易法；③生物科技产品与环境保护；④基因技
术、克隆人与生物伦理；⑤生物技术与公共健康等等。

３６社会法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法学科是一个新兴学科，诸多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有待研究。社会

发展面临许多法律问题，需要加快社会法的发展，以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法基础理论的子课题包括：①效率与公平的
关系。效率与公平是互为手段互为目的的关系。维护公平是为了促进效率，

效率提高的结果，又使社会公平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得到维护和

６１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保证。研究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使二者保持合理平衡的状

态。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规定：坚持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宪法规定如何贯彻

与落实，同样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法理论与实践的课题。

３７重大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

需要从社会法角度加强对策分析与研究。具体论题包括：①我国企业劳动关
系现状分析和改善劳动关系的对策研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从立法、政策制定等方面拟定对策。②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病
防治问题研究。调查和分析企业近几年来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状况，比如

矿山伤亡事故尤其是煤矿瓦斯爆炸伤亡事故、硅肺病等。项目研究应当拟定

相应的对策。③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研究。对仲裁时效６０天的规定、仲裁前
置原则、法院受理劳动争议范围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对应

否制定劳动诉讼法进行研究提出意见。④对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进行研究。
对两种合同制的执行现状进行调查，对两种合同的性质、作用及其关系进行

研究并提出分别立法的意见。⑤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研究。研究社会保障体系
中基本法的制定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以及该法律应当如何制定。⑥养老金水平
问题研究。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养老金水平高低悬殊

的具体情况调查，提出适当改善解决办法。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养老金水平

偏低如何给予补偿提出试行解决的方案意见。⑦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援助问
题研究。对目前城镇低保制度实行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调查，提出改进完善

制度的意见。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研究。调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建设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建设速度和完善制度内容的意见。

３８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
“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国内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平发展的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积极参与国

际立法活动和实践活动，善于利用国际法调整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反对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十一五”期间，国际法领域将

加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的研究。具体课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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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主权在当代国际法中的地位；②集体安全体制、反恐斗争与国际法；
③联合国的改革和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④国际刑法与国际刑事法院；
⑤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⑥ＷＴＯ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⑦知识产权
的国际保护；⑧国际商事仲裁制度；⑨国际司法协助等等。

３９国际海洋法研究
国际海洋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海上秩序、保障海洋

权益、促进国家海上交往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海洋法的完善，能为人

类开发利用海洋提供基本的法律框架。“十一五”期间，国际海洋法领域将

进一步研究：①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和完善；②海域划界问题；③海洋军事利
用问题；④海岸带综合治理问题；⑤东海和南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⑥海洋
渔业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⑦海上执法问题；⑧全球海洋科研的促进问
题；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等等。

４０国际人权法研究
国际人权法是当代国际法的重要学科，是人权法律制度和当代国际政治

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国际人权法，对于增进人权的普遍尊重、明确国家在

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一直积极参加联合国主持下

的国际人权活动，已经参加和正在参加一些国际人权条约，并认真履行国际

人权义务。“十一五”期间，国际人权法需要进一步研究：①国家主权与国
际人权保护的关系；②国际保护人权机制；③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④国际
人权法的国内实施；⑤反酷刑与国际人权；⑥少数人权利；⑦民族自决权和
发展权；⑧妇女儿童权利；⑨联合国 “１５０３”程序；⑩习惯国际人权法。

４１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法律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搞活经济。十六大报告提出：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对外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也使经济面临风险与挑战。这是一个严峻现

实。伴随着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必须研究与国家经济安全相

关的法律问题，以防范风险。其中主要课题包括：①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
②国家经济安全与外资利用法律制度；③国家经济安全与汇率管理制度；
④国家经济安全与贸易法；⑤国家经济安全与预算法；⑥国家经济安全与宏
观调控法等等。

４２国际资源环境法研究
经济增长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它与环境、资源紧密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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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基本要素。伴随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自然环境资源的日益枯竭，从

法律角度思考如何保护环境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各国共同面临的

问题。研究国际环境资源法，对于资源与环境保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

有重大意义。具体论题包括：①国际环境法律制度及其完善；②可持续发展
与国际资源环境法；③经济增长与国际资源环境法；④人口增长与国际资源
环境法；⑤国际资源环境法与科学发展观等等。

法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王家福

课题组成员：张文显　徐祥民　夏　勇　应松年　赵秉志
王利明　陈光中　石少侠　郑成思　史探径　刘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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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政治

新世纪伊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进程

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凸显，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也进

入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十五”期间，我国国际政治学界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主攻方向，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为繁荣和

发展学术研究，为中国走向世界，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起到了重要的理

论支撑和决策咨询的作用。

根据调研的需求，本报告将时间界定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４年底。对国际政
治学科的发展、主要研究领域的进展以及问题和不足做一总结分析，并就

“十一五”期间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重点研究领域提出建议。

一　“十五”期间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状况

（一）“十五”期间国际政治学科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末，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
科，经历了从基础非常薄弱到粗具规模的可喜过程，那么进入 ２１世纪的 ５
年来，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完全可以用蓬勃发展来形容，取得的成绩是有目

共睹的。一个学科的发展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研究队伍、知识体系和学术规

范。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过去５年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和成绩进行一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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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总结。

１研究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目前，国际政治学已成为一门 “显学”和热门学科，党政军各系统、

高校系统和社科院系统都建立了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并且在规模和

数量上还在不断发展，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和教学的人数已具有相当的规

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国内高校系统就设有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类的

院系４７个。除了在量上的扩展以外，在质的方面即学者的素质和学术水
平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过去５年间，国内年轻的受过正规训练的国际
关系学者数量大大增加，十分令人鼓舞。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专题研究

以及国别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知名学者和学术带

头人。

２在知识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知识体系的发展水平是评价一个学科发展状况的最重要的内容。过去的

５年中，国际政治研究在知识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逐渐表
现出很强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在理论流派的分野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基本理论研究国际

关系理论和现实问题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此外，中国学术界的很多学者已经

逐渐接受和形成了三大主流研究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

义，反映出研究者的多元价值取向和多维视角，基本上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在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主权的分层

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国际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女性主义国际

关系学、个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组织、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国际

政治经济学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在原有的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的基

础上，近年来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比如，系统分析法、制度分析法、博

弈论的方法、调查统计的方法、量化的方法、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等。

从学术成果方面看，出现了一批以国际政治问题为主或包含国际政治内

容的比较有影响的专业学术刊物，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园

地，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同时出版了大量国际政治方面的学术著作。

３学术规范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客观地说，在 “十五”以前的学科发展中，学术规范问题一直没有引起

６２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上卷）



学术界的重视，这与当时学科发展的不成熟有直接的关系。可喜的是，在过

去的５年，学术规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视，并且在某些方面
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学术规范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后文中还会涉及，在

此只是强调，重视学术规范问题是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也表

明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十五”期间国际政治研究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进展

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十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规划要点》
（２００１年中宣发 〔２００１〕８号文件）的指导下，我国国际政治学界经过艰苦
的努力，在最近５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展。下面我们从一些重要研究
领域的进展的角度做一个简要回顾和总结。

１国际政治基础理论研究
与其他学科一样，国际政治基础理论研究在整个国际政治学科发展中具

有基础性作用，它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水平

和发展阶段。在过去的５年中，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下列几个领域中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期间，国际政治学界共出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著作近
２０部，发表论文近１５０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

和理论，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

问题，重点涉及我国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等

问题；很多学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价值观去分析现实问题，在问题研究中发展和深

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些学者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和批判

中吸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马克思

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

（２）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一步深

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具体表现，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界的共同努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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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５年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所加强，学术界经过多年争论
就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并逐渐上升为建立国际关

系理论中的 “中国学派”的学理高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主要进展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的国际观研究，即

中国对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在研究

方法上从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内因与外因、现象与本质等方面进行研究；关

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中国学派”和 “中国视角”问题，多数学者认为，

中国应该构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为指导，以维护世界和平和确保中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传统

文化和新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为主要资源，以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有益因素为补充；处于萌芽和摸索阶段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海外

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出现；对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特别是对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以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政

党外交新进展的研究，等等。

（３）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批判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中国国际

政治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过去５年中，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进
一步深化，致力于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发展历史、基本体系

和发展趋向，力求取其精华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服务。可以说，

在某些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在此领域共出版专著１０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

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争论

非常敏感，引进和讨论非常积极，已经能够在学理上对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

进行一定的评价和批判，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权

利；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所有主要流派，诸如新现实主

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

系论、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

义、新保守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等新兴的或非主流的学

派；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结构体系、价值观念的了解和认识加

深，在大力引进和研究中对它们的批判进一步增多，水平有所提高；开始重

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方法论的探讨和借鉴；对一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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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相当关注，比如对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增

多；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加注意批判的借鉴和吸收，开始注意把理论研究

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力图更多地加入中国因素和中国视角，尝试用这

些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４）对国外社会政治新思潮、新理论的跟踪研究。
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为了解释和论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越来越多的对外干涉、全球战略扩张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西方政界和学术

界不断冒出一些所谓的 “新思潮”和 “新理论”。这些理论思潮对西方国家

政府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既是它们对外政策和行为

的理论基础，又是它们行为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利益的需要和驱动带动了整

个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研究圈子对这些理论的热炒。我国学术界对这些新思

潮、新理论的跟踪研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我国的对外关系实践提供了大

量的背景资料和理论支持。

主要进展体现在：与前些年相比较，由于我国学术界的整体外语水平的

提高、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各种现代传媒的发展，我们可以很快地了解和获得

西方正在热炒的理论的最新进展和主要内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对近

几年西方国家出现的主要新思潮和新理论，国内学者都进行了及时有力的分

析、研究和批判，涉及的主要思潮包括 “文明冲突论”、 “新干涉主义”、

“人权高于主权论”、 “失败国家论”、 “新帝国主义论”、 “霸权稳定论”、

“民主和平论”、“第三条道路论”、“全球公益论”、“中国威胁论”、“中国

崩溃论”等；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的缘起、社会政治背景、主要内容、政治

目的、对相关国家的战略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冲击等各方面都进

行了比较多的、及时的分析研究，为我国的对外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和信息参考。

２现实问题研究
现实问题研究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占有最大的比重，长期以来一直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学术界所取得的大量成果也为国家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５年来，我国学术界以
中国为视角，以国家安全、现代化建设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需求为出发点，以

维护世界和平和我国的国家利益为归宿，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问题给

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地区局势、主要大

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国际组织和全球性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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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１）关于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国际格局和世界
秩序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领导人对这些关乎国际形势全局和战略走向的问题高度

重视，并把它们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础和依

据。学术界对此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和

平发展、中国同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合理定位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在过

去５年中，国际政治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共出版专著 １０余
部，发表论文１８０余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学术界对２０世纪国际形势的回顾与发展规律进行了
总结，对２１世纪初国际形势的总体特点、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初
步的探索；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时代特征和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数人认为

虽然遭受了一些突发事件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全球战略扩张的冲击，但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对国际

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认识和研究进一步深化，并开始用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去

进行科学研究；对国际形势与中国的 ２０年战略机遇与挑战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探索；有些学者开始思考研究国际形势的方法论问题等。

（２）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研究。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非

常大，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的重大课题

之一。我国学者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

究。近５年来，全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共出版相关学术专著１０余部，发表论
文近千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研究较之 ２０００年之前的研究在范围上、
深度上有很大的扩展，涉及的问题不断增多，分析问题的深度不断加深；对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内涵、理论视角、研究方

法、价值理念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中其他问题的关

系和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国家

安全、国家主权、人权等方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与时代、国际格局、多极化、地区化、一体化、南北关

系的互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理性思考；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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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观研究，坚持以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国家主权，比如对国家主权的分层次研

究；对反经济全球化运动的思考，从基本的理论层面发展到对国际体制、资

本主义制度、人权、劳工、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考察；有些学者提出了全

球治理的中国视角：把全球治理内化为国家的跨国合作，把全球治理锁定于

全球问题的治理，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

设。有的学者提出：对 “全球治理”应该慎提，这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在其

背后隐藏着深远的战略考虑，我们应该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视角出发建立我

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３）国际关系中的全球性问题研究。
冷战结束后，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在

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逐

渐深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一方面表现出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另

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面临此类问题的日益增多。中国政府、学术界意识到参

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过去５年中，国际政治研究界共出
版相关专著近１０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对全球性问题 （环境、人权、移民、难民、民族、宗

教、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缘起、特征与影响进行了

广泛的探索；对全球性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对国家主权的影响的认识进

一步清晰和深化，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主权让渡与相关的国际组

织和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中国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必

要性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应该采取的立场，学者们取得了很大的共识，即必

须积极参与，在参与中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提升国际形象；对中国所面临

的全球性问题及其中国参与相关国际机制的历程、政策及国家利益的维护等

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４）地区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和交往的增多，对世界主要地区的了解和

研究的需求明显上升。并且，随着国内众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了对国

际问题的研究，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地理、语言、历史优势和所在省市对外工

作的急需，选取相应的地区研究作为科研工作的重点。需求的增加和研究队

伍的壮大，使我国的地区研究得以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近５年来，国
际政治学术界在此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斐然，共出版专著 ４０余部，发表学术
论文近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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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展体现在：从综合的角度和理论的层面对各个地区的一体化思想

与实践、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比较研究、一体化对各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

及其对该地区与外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欧盟经济、安全一体

化和共同外交政策的研究逐步加深，并认识到美欧关系中的合作与分歧因

素，并做了相关的定性分析；对东亚政治经济合作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

注，特别是对东盟的研究，注重对东盟方式和东盟决策机制、东盟政治发展

中的模式等问题的探索；对拉美近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对 “华盛顿共识”在

拉美的实验做了深入的探讨，并总结了拉美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具有重

大的启示意义；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对中亚安全、民族、宗

教问题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成为新的亮点；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继

续进行深入客观的分析和系统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对我

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起

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对转型国家特别是对东欧转型国家的政治和对外关

系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也有的学者对转型国家的提法提出质

疑）；对世界热点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及其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

非常关注，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报告，如对南亚地区安全局势、

中东形势的分析等。

（５）国别研究。
国别研究直接涉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思

潮等方方面面，在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工作中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国别研究

既是所有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最能满足国家的对外工作需要、直接服

务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５年中，国内共出版
各种专著近２００部，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

需求和国内研究队伍的壮大，除了继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的经济、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的动态研究和学理研究以外，原来被忽略

的小国研究得到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的重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人

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主要大国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涉及的问题、层次和视角

较之过去有很大的拓展，特别是某些微观领域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在研究

某些具体问题时，一些学者尝试使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较之传统的文献研

究、历史研究、定性研究、比较研究有所突破，比如?用层次分析法、社会

调查法、量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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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是中国外交取得新发展、实现新跨越的 ５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取得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发展、中国与
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关系稳步推进、中国同各国关系的健康发

展、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进一步友好发展和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等等，显示了

新时期中国外交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理念、外交实践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外交的发展和调整给国际政治研究界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

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力的探索。５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取得的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１）国际安全环境与中国的安全战略研究。
国际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研究因其强烈的现实性和国家利益的迫切需

求，凸显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一直居于十分重

要的地位。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安全问题中新

因素和新观念的出现，尤其是 “９·１１”事件以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剧烈变化
给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提出了新课题与新任务。５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学术
界出版了几十种这方面的专著，发表了３００多篇相关专题的学术论文。

主要进展体现在：对 “９·１１”后国际安全形势和大国安全战略的新变
化和新特点非常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反恐战略的实质和全

球霸权战略的思想基础、理论依据、历史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局限性等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重视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对国家安全观的探讨及其相关

因素的分析有所发展，相关研究涉及利益因素、文化因素、地理因素、心理

和认知因素以及国际形势等；开始了全新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初步提出了中

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议程和分析框架，以及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应

对之策；对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进一步增多，对于中国在全球和东亚地区安

全机制中的角色及作用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出现了许多对中国政府倡导的安

全机制的可行性分析及对策研究等。

（２）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研究。
中国对外关系的现实问题研究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与大国、发达国

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现实感很

强，与外交工作联系紧密，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也是学术界长期研

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５年中，我国学术界共出版了
相关专著７０余部，论文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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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展体现在：对大国战略的理念、内涵、战略模式和大国关系的理

论研究进一步发展，从单纯的跟踪研究、动态研究发展到利用一些国际关系

理论工具把大国关系研究、大国战略研究提升到理论化的新阶段；对中国与

其他大国关系的研究开始引进一些新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从原来的宏观

研究、定性研究逐渐走向层次分析、实证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学性和

可信性 （如引进模型、调查问卷等）；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

的关系，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不仅覆盖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在研究相互

关系时涉及到外交、安全、战略之外的民族、文化、宗教、社会政治思潮等

因素；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理论研究，重点对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进

行了初步的探讨；对中国与国际组织交往与合作中的责任、利益、主权维护

以及中国开展多边外交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等等。

（３）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研究。
过去５年，伴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理解的深入和参与的扩大，我国学者

开始从更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外交的理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不完

全统计，除了中国外交史之外，中国学者在过去的５年中，共出版关于此领
域研究的各类专著２０余部，发表学术论文１５０多篇。

主要进展体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一些分析模

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注重新时期中国外交基本理念的

变化，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基点，以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大国合作、睦邻友好、发展中国家团结为内

容，其中，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构成了正在形成的中国外交新理念的三

个重要思想内涵；注重对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注重国际环境变迁、国内政

治变革与中国外交演进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内政和外交之间的相互

关系；注重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分析和研究，关注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和影响

决策的诸因素；有学者开始关注推进中国外交政策近 ２０年的调整的内部社
会原因，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阶层出现的兴起与影响，并且关注此变化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开始探讨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平发展及其 “负责任大

国”形象的确立，等等。

（三）“十五”期间国际政治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缺失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还存在

许多问题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总结成绩和进展，可以使我们坚定信心，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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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炼出对未来工作有益的经验；检讨问题和缺失，可以使我们明确今后努

力的方向，对推动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健康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从总体上

来看，问题和缺失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显薄弱
笔者同意有些学者的看法，国际政治研究由三个层次组成：最表面的层

次是对国际事件的叙述与说明，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属于国际关系学者的

职责，而是新闻记者的分内之事。不幸的是，我们有些学者的研究仍然停留

在这个层面。其次是战略与外交政策以及各类专题研究层面，我们在这一层

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后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目

前国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与学科发展的要求和先进国家相比

仍显薄弱。这个层面研究的贫弱，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之一。

在过去５年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
科的建设，总体而言仍然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国际关系理论史的引进和研究虽有进展，但不够全面，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抓住本质、辩证分析不够，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多，研究成果相对

于问题研究还是太少，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如何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任重道远。

２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存在着两个脱节的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问题研究到改革开

放初期国际政治学科刚刚建立期间，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是很紧的，这与当时

的研究主要是政策研究和强调为现实服务有很大关系。随着国际政治学科的

发展和完善，研究的学术性越来越强，理论联系实际反而变成了一个难以解

决的问题。在过去的５年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学术研究
和政治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很

多，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有体制上的原因，理论研究本身的贫弱也是原

因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政治需求、社

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多重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磨合，应寻找更好的、能够持续

发展的 “有机结合点”。

３对方法论的研究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比较欠缺
学术研究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武器，加强方法论的运用有助于增强研

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但是目前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不注意方法论的使

６３３国际问题研究　　　　



用，即使做到了这一点，方法论的运用也不够丰富。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目前有的学者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对研究方法的运用

存在一些问题，创新方面则更显薄弱。有两种倾向我们必须引起警觉：一是

过于教条地强调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对近年来出

现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和借鉴不够，造成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过于简单和狭

窄。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坚持，但是马列主义应该是开放的、发展

的，而不是封闭的、教条的理论体系，对新理论的研究和合理借鉴也是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不可缺少的途径之一。二是过于迷信西方的国际

关系理论，在运用时显得比较盲目和牵强附会。更糟糕的是，大量引进未经

消化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模型，使很多概念和词语在尚未具有精确的或公认的

内涵时就被大量使用，引起概念上的巨大混乱。“东教条”和 “西教条”对

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都是有害的，在研究工作中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

４各系统缺乏统筹安排、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水平
重复

一方面，在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存在着五大系统，即社科院、高校、

党校、军队和政府机关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在设置上存在重叠，在分工上

不是非常明确，各自虽有一定特色但不是很突出，整体上看缺乏统筹安排，

造成资源重复投入的浪费现象。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国际问题研究

中存在某些 “热点”问题 （如经济全球化、美国问题、恐怖主义、能源安

全等），很多学者不顾自身的学科定位和自身的学术专长趋之若鹜，群起而

研究，很多研究成果的观点和资料雷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研究成果的

低水平重复。同时，这种资源浪费还造成了某些虽然不是热点问题但对整个

国家的外交政策、学科发展很有价值的研究被忽视或者缺乏投入。

５很多研究显得过于宽泛而深度和交叉研究不够
尽管相比 “九五”期间的研究状况而言，“十五”期间的国际政治研

究成果更加具体、细致一些，但从总体而言还是显得比较宽泛、宏观，进

一步加强有深度的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国际

问题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在研究中进行交叉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

求。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交叉研究的努力虽然有很大进展，但是还不

够。如何把相关学科的诸要素整合起来，如何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领域结合起来，如何把国内、国际因素联系起来，也是今后研究中应该

加强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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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建立和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良好的学术规范应该是每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时

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养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简单地说，学术规范问题包括

学术研究的态度、学术作品的技术规范、学术批评的规范和学术评审的规

范，它是研究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的规则。国际政治研究在

我国的发展非常快，但由于各种原因，从整个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角度看，

在学术规范方面我们虽然在近几年有一些进步，但是还做得很不够，存在着

许多问题，妨碍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的健康发展。技术上的问题还比较好解

决，比如规范的注释、索引等，只要各刊物、出版机构设定明确的规范标

准，作者会逐渐适应并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相对来讲，科学的评价制度和

体制上的问题、科学的研究态度以及人情方面的问题比较难解决。比如，严

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任何一门发达的学科所不可缺少的，但是由于文化传

统、社会习惯的影响，目前国际政治学界真正以科学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别人

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批评的人和作品还少得可怜。

有些学者一直在呼吁加强学术规范，但是仅靠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

的，真正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需要全体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对提高我国

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使之进入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是至关重

要的。

二　“十一五”期间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
重点研究领域

（一）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我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作用，在 “十五”期间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的国际政治

学科建设，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同时要提倡理论创新，特别是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取得更大的发言权。第二，深

入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理论联系实际落在实处，强调运用科学的

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我们认为，谈及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趋势，应该在自觉而不是自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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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来理解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自然

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但是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学科要获得快速健康的发展，必须遵从科学研究

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在管理体制、

学术规范和知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学术界的

现有条件，这是决定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我们还

要有所作为，在现有体制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引导和推动学科的发

展，因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学科发展趋势是与学术界今后的努力方向相一致

的；而要科学合理地确定我们的努力方向，就必须明了我们过去取得的成

绩，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适应我国在新世纪确立国际战略、发展对外关

系、制定对外政策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在 “十

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薄弱的局面将有很大改观
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训练有素的研究队伍不断壮

大。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确保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研究内容日趋全面，学术

讨论也比较热烈。国外最新的理论进展和争论很快就会在国内有所反应，并

且能够对之进行一定的分析、批判和学理讨论，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大得到加强和深化。经过不懈的努力，在

今后几年中，相信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能将在两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一是在批判地吸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最新进展、学术论战方面更上一层

楼，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上与国际学术界展开讨论。二是在坚持丰富发

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很可能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目前

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努力探索，也召开了一些相关的研讨会。当然，在

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争论，但学术争论对学科

建设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同理论流派的存在和论战，无论对学科的发展

还是对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和制定都是有好处的。

２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趋全面和深入
我们可将现实问题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即全球性、综合性、战略性专题

研究和地区与国别研究。在专题研究层面，除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研究专题

外，我们还将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开辟一些比

较新的研究专题。在地区与国别研究层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预

计在今后若干年内，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的研究会逐渐增多，我们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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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将更趋全面和深化。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应该是：一

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更系统、更全面，更讲究研究方法和理

论框架的运用；二是对研究对象的剖析更深入、更细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切实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外交实践服务。

３理论联系实际应该落在实处
以往，我们在口号上也没有少谈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在 “十

五”期间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现

实问题研究、学术研究与对外关系实践的有机结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如果说学术研究与对外关系实践的脱节主要在于体制上的原因，那么

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则主要责任在学术界自身，理论是用

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为了评职称和自我欣赏。相信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

力，这两个脱节的问题将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因为更深、更全面的融入国际

社会和政治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以及学科发展的日趋成熟，决定了

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４学术规范问题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国际政治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总体来看发展还很不完善，

在学术规范方面一直存在着很多问题。可喜的是，近几年，学术规范问题已

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许多国内知名的学术

期刊在建立专家匿名审稿制度、统一论文体例和严格的注释标准等方面做了

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我们相信，经过体制上的完善和学术

界同仁的努力，在 “十一五”期间，在建立和遵守学术规范方面肯定会有更

大的进步。因为只有我们建立起良好的学术规范，国际政治学科才能步入健

康、良性发展的轨道，也才能赢得其他学科的学者和国外同行的尊敬。

（二）“十一五”期间国际政治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

关于 “十一五”期间国际政治问题的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的确定，我们

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缺失为切入

点，以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需求为导向，集中有限的人力和物

力资源，以科学的、务实的精神，花大力气深入研究那些已有课题的薄弱环

节；同时对近年来国际社会新出现的、国家所急需的事关国计民生和对外战

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和重点资助。

我们制定规划的原则是：作为未来５年的整体规划，尽可能做到比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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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力图覆盖国际政治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争取给每一个研究者参与的机

会，同时也可以保证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平衡发展。在每一年度重点资助项

目的确定上，可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具体状

况，有选择、有侧重地从中确定一些具体的选题。

１基础理论研究
（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

从目前的情况看，学术界在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强大问题

分析功能和问题解决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上做得还很不

够，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有待拓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开放的、与

时俱进的，而我们在吸收其他理论流派的有益因素这一点上还有很大的不

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一些具体

问题时，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学者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不足，经常

遇到一些难题和产生某些困惑，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建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说的比

做的多，还存在许多争论，也没有出版很有说服力、很有分量的专著。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

法、基本原理、重要思想的系统研究；我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

外交思想、战略思想研究；从学理的角度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

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

借鉴和比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国际关系理念与建立中国特色国

际关系理论的关系研究，等等。

（２）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深入研究。
不可否认，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在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处于主导

地位。我国学界在过去五年中，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研究有了新的

进展，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所有主要流派，努力探寻影响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决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致力于探索西方国际

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发展历史、基本体系和发展趋向。但全面引进介绍甚至

盲目照搬较多，分析批判以作有益借鉴还很不够。这种状况亟须改变。

在运用理论工具进行实际问题分析方面做得不够。大多数理论只是介

绍、引进和评论，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进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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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是今后需要加强的；对于真正影响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的国际关系理论

和政治思想的探讨不够充分，即使有一些论述也多涉及美、英等国，对于影

响欧盟等地区外交决策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很少。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当今西方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进展；西方非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的跟踪和系统梳理；可能出现的新理论、新流派跟踪研究；国

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

问题；国际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梳理及其与美

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等。

（３）国外社会政治新思潮、新理论的跟踪和深入研究。
这些所谓的理论思潮对西方国家的对外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既是它们对

外政策和行为的理论基础，又是它们行为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我国学术界对

此必须继续给予高度重视，对那些新出现的理论思潮进行跟踪研究，并从维

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有力的分析和批判。当然，现有

对西方国家仍然起作用的、我们的研究还不是很透彻的理论思潮也要进一步

加大研究力度，力争从学理上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最重要的比如 “中

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

尽管我们能够很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新思潮，并对其进行一定的分析

和批判，但总的来看，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它们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前

景的探讨显得薄弱；对有些新思潮的批判表现出简单化倾向，过于情绪化、

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同时也有盲目推崇、全盘照搬的倾向，特别是对西方敌

对势力 “西化”、“分化”的理论缺乏应有的警惕和研究，缺乏从科学的角

度、国家利益的角度对之进行严谨的学理分析和批判。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世界主要国家最新出现的社会政治思潮或政

治理论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实行所谓的 “颜色革命”、

对我国实行 “西化”、 “分化”的研究；伊斯兰地区的社会政治思潮及其对

国际关系的影响；日本近年来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

冲击；对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的深刻分析及科学批判；对 “失

败国家论”、“新帝国主义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的系统分析

和批判，等等。

２现实问题研究
（１）国际战略形势、大国关系、国际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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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高度重视，并把它们作为制定

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也给

予了高度关注，也构成了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一大特点。

当然，尽管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直给予高度重视，但是也存在着思维

定式的陈旧和认知的局限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宏观的理论研究有余，而相

对的实证研究不足，科学总结不够，造成相关研究内容的宽泛与雷同；对影

响国际形势、时代发展的一些新出现的因素归纳与论证不足，相对西方先进

国家的研究稍显滞后；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与国际

政治的关系研究大多注重宏观方面的考察，细致的实证分析比较少；关于经

济全球化、地区化、国家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综合考

虑这些问题研究的相对较少；对美国以外的大国外交思维、外交哲学、政策

制定模式的研究不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对方法论的重视程度不够，致

使研究成果和得出的结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不够，对决策者的参考价值打了

折扣，同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问题也值得考虑。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如何科学认识当今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趋

势，弄清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时代主题与时代问题有何联

系与异同；如何有效应对西方对我进行 “西化”、“分化”，分析其本质、手

法、途径及现状和趋势；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研究；单极世界与多极

世界的斗争以及各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与对策；国际关系民主化面

临的问题和前景研究；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对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

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研

究；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安全意义及其对民族、宗教、人权、环境、恐怖

主义等问题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大国关系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趋势研究；大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研究，

等等。

（２）全球性、综合性专题研究。
随着现代化进程、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些全球

性、综合性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如何应对全球性

问题的挑战、中国如何采取可行的发展和安全战略参与国际合作成为我国学

术界的重要议题。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今后的

长期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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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相对于国外同行，中国国

际政治研究界在此领域的研究稍显滞后，问题与缺失在所难免：对于有关全

球性问题的国际机制和最新动向研究的力度不够。例如对国际人权机制、国

际军控机制、国际移民机制、国际环境机制的运行与发展的研究还显得肤

浅，因此也就不能提出恰当的政策，造成我国在参与多边活动中的被动局

面；对像联合国这样的重要国际组织的系统研究不够，缺乏对其分支机构和

运转机制的研究；对像石油输出国组织这类对中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非联合

国组织的研究亟待加强；对国际组织的组织文化特征的研究比较缺乏；对于

非政府国际组织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的研究有待加强。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现状、理论与实

践；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的原因、本质、发展趋势以及应对举

措；民族、宗教、文化问题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反恐和防止核扩散问题；

联合国的分支机构研究及联合国改革问题的前瞻性研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国际组织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传统的国际法原则与现实国际政治

的矛盾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如世界环境和气候变暖

问题、难民问题、走私、贩毒问题等。

（３）地区研究。
地区研究，即对世界上因历史、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形成的特定区

域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一直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近

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外活动的需求明显上升，我国学术界对重要地区的政

治、经济、外交、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目前地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从对各地区研究的重视程度和出版

成果来看，各地区之间严重失衡，９０％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欧洲和东亚地区，
其他地区的研究如对非洲、中东、中亚、拉美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与我

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不相适应，特别是不利于我国推进与第三世界国家

关系的发展；对某些地区的社会政治思潮研究不够，对各地区国际行为的社

会因素、文化历史背景的分析不够；对某些地区的发展战略与对外战略着墨

不多；对第三世界的整体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研究明显缺乏。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东亚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研究；东盟

政治、经济发展及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战略研究；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与恐怖主义问题及大国的战略博弈；伊斯

兰世界内部状况与对外关系研究；中东问题的发展、大国的中东外交走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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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的大中东 “民主化”战略及其对中东和国际关系的影

响；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及中非关系研究；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研究，尤其

是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欧盟扩大后的内部问题、外交政策、

军事政策及其与大国的关系；中欧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问题与前景研究；拉

美自由化实践、政治发展与社会问题及左翼运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特别应

关注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与拉美的经济、政治合作问题；东欧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方向和对外战略的调整；中、俄、印三个大国同时

崛起对周边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大洋洲国家政治、经济及对外战略

研究；地区间一体化比较研究；对第三世界的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问题

研究，等等。

（４）国别研究。
以特定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别研究是所有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最

能直接满足国家对外工作需要的研究领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工

作中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过去的５年，我国学术界在国别研究领域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出版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

当前国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跟踪研究多、

一般分析多而深入研究少、科学研究少的阶段，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进入２１世纪后，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动
向，但是目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比如对社会思潮、文化、宗教、信息安

全、腐败、社会和谐等问题的研究。中国视角的缺失，也就是缺少从中国的

经济改革、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出发，对世界主要国家在相关问

题上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系统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美国、西欧大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

西、南非等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

在世界推行 “民主化”战略研究；美国的国家制度、社会政策及其 “软实

力”研究；中美关系的问题及发展走向；日本对外战略的变化及中日关系发

展的障碍、前景研究；俄罗斯国内政治变革及其与美国、欧盟、北约关系的

互动；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问题和前景研究；中印关系的问题和前景研究；中国与拉美关系的问题和前

景研究；发展中大国崛起与国际格局、国际新秩序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重要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能力建设上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各国在建设和谐社

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地区性大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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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１）中国外交理论研究。
过去５年，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理解日益深化和参与的扩大，我国领

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出一些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

同时，我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

些学者开始从更宽广的视野、较新的视角、运用一些比较新的理论框架研究

中国外交的理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总的来看，尽管对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比

较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状况和我国外交实践的需求而言，还显得比较薄弱，

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的投入还不够大，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人员还比较

少；由于此项研究的政策性和政治敏锐性很强，学术界所能接触的资料信息

有限，很多问题无法进行深入研究，甚至根本就无法触及；对中国新外交的

战略规划、层次分析以及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有机统筹分析不够；对中国新

外交中应体现的中国文化传统、传统哲学思维、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的探索

有待进一步加强。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理

念、外交哲学研究；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中国传统外交思想史系统研究；中

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及其对世界的意义；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层次分析以及

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有机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转化机理、相互

关系研究；中国的大国外交及其 “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确立，等等。

（２）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国家安全战

略研究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中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冷战结束以来，

尤其是 “９·１１”事件以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因素和新
观念的出现给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提出了新课题与新任务。过去５年，我国
学术界对 “９·１１”事件后，国际安全形势和大国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和新特
点、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的变化、非传统安全研究、美国的霸权扩张与国际

反恐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新安全观、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等重大问题，给

予了高度关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有：对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仍显不足，对中国的

安全传统、战略文化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对于近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

环境的分析，多从问题角度考虑，对于影响各国安全观、安全政策变化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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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战略理念的分析不足；对传统安全观、新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及其相互

关系的探讨还停留在表面，深刻的辩证分析不足，没有建立起有说服力的系

统的研究框架，研究中相关方面的分析多是孤立的；对中国的全球战略、地

区战略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大多数成果原则性强而可行性、可操作性比

较差。

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性研

究；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问题；如何正确处理 “韬光养晦”与 “有所作为”

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坚决反对各种形

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进一步

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复杂国际背景下台湾问题

的解决前景及对策；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外交中的文化战略；

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研究；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恰当评估及对世界的影响；中

国国家利益及其维护的科学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层次分析；中国的中长

期国际战略研究，包括全球战略、地区战略的实证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安全

机制的问题和前景研究；东亚地区安全框架的构建以及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等等。

（３）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研究。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外交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面

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给国际政治研究界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

在过去的５年中，我国学术界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和缺失，主要有：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证研究亟待

加强。虽然过去几年实证研究开始兴起，但是采取这种研究方式的研究人员

的数量不多，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研究对象的范围比较狭窄；研究者多从宏

观方面着手，对微观方面的因素研究不够，造成研究在低水平上的重复。对

中国的大国战略框架、大国外交方面的战略要素和战略选择研究不够，多数

研究比较宽泛和笼统，从而存在操作性不强、实用性不大的问题；对问题、

事件的动态跟踪研究比较多，有深度的、科学的分析比较少。对与国际组织

相关的理论探讨和系统深入研究不够。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研究涵盖了中国与大国、发达国家、发展中

国家、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关系等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内容和课题包

括：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历史、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的系统研究；世界大国

对华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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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问题和解决思路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研究；非政府国际组织与

中国互动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同国际组织交往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文

化观念差异的研究；中国参与亚太多边合作体制的研究；中国独特的政党外

交及其作用；中国海外国民、侨民的利益保护问题；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

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ＢＲＩＣｓ）战略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国际
层面上的涉台外交研究，等等。

（邵　峰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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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世界经济

一　“十五”期间世界经济研究的
成就和进展

（一）“十五”期间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

在 “十五”期间，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世界经

济周期的角度来看，“十五”期间世界经济处于由高潮转向衰退并逐渐复

苏的阶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美国借助新经济浪潮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
但是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由于新经济中泡沫因素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衰
退，世界经济也步入低谷，直到 ２００４年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复苏，但是
至今各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坚实。从国际经济格局的角度来看，“十五”

期间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加剧，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美国不断积累的经常账户逆差达到了不可持续的状态，而东亚地区不断积

累的外汇储备也引起各国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

济舞台上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２００２年美元贬值之后，国际金融体
系的波动性便开始增加。这甚至波及到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其实关键

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而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对称性和波动性。由

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２００３年 ９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 ＷＴＯ部
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吸引力均受到极

大的损害。“十五”期间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也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

展。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２００３年 ＳＡＲＳ的突然出现，２００４年世界石油价格高涨，均增加了世界经济
的不确定性。

“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受到
东亚金融危机和宏观紧缩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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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进入 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逐渐加温，进入了
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２００３年以来出现了经济局部过热的苗头。经过 ２００４
年以来有效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高速的增长。在这一时期，以

加入 ＷＴＯ为里程碑式的标志，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出口始终是拉
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由于国内需求旺盛，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

进口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影响到国际市场的价格。人民币汇率问题始终是国

际关注的焦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

谈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对世界经济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２００４年 １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注重

学习世界经济知识和分析世界经济形势，不断提高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推动

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中也指出，“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

济方针政策”。

（二）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和第二次复兴

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学科。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

试图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构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

世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根据实践的要求不

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经济研究经历了一次发展
的高潮。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在经历了 “文

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世界经济的研究者得风气之先，及时地介绍了世

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国外的最新形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

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进入 ２１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世界经济学界
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高峰。世界经济的走势对中国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

长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要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也

要有国际视角，要对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有客观的评价。与此同

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外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世界经济中的 “中国

因素”，中国经济如果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将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

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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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期间世界经济研究的主要成就

“十五”期间，世界经济研究继往开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有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承担世界经济研究的机构主要包括社科院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其他国际片研究所、各地方社科院相关研究所等）、高等

院校、国务院各部委的研究机构 （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交部的国际问

题研究所等）、党政部门、党校和解放军等五大系统中的有关研究机构。这

些研究机构根据各自的定位和优势，分别向各级政府提供背景材料和决策建

议，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判断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当

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对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和引进外资政策的反思、

中国如何加入和应对 ＷＴＯ挑战、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等问题上，世界经济研究者均有重要的影响。

２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相结合
过去，世界经济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国外形势和国外经验的介绍，研究世

界经济的学者对中国经济了解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世界经济研究

和中国经济研究脱节的现象。 “十五”期间，这一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世界经济学者开始紧密结合中国现实问题，有的放矢地研究国际问题，做到

了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把中国当成了世界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我

们认识自己的国际环境和在世界上的位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３国际学术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
研究工作者和国外专家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学者参加各种国际会

议、研讨会，对国外相关的科研机构进行了访问，了解国外的研究领域和进

展情况，推动了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健全。国际学术交流达到了新

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国内学者日益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使与国

外学者的学术对话成为可能；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成为国际学术

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汇率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和国外一流学术

机构的合作及对话越来越多 （如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世界著名

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国际学术交流不仅 “走出去”，而且开始 “引进来”

（如很多高校直接聘请了国外专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确立了一定的话语

权 （如关于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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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科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世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国际金

融、国际贸易研究也从单纯的实用型转向理论和实践并重。一些新兴学科如

比较经济体制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学科齐全、布局合理的研究体系。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以高分被高等院校

录取，经过学校严格系统的培养，毕业后或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究，或参与

对外经济实践，这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世界经济类的学术期刊在引

导研究方向、提高学术规范方面走在经济类各学科的前面，并提高了本学科

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

５社会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
世界经济研究不是学院式的，许多世界经济研究者走出了研究所，走向

了社会。比如，有的学者与媒体、广播、电视等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世界经

济的走势、热点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介绍了这方面的背景、发展、影响

和对策等，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有的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为企业和金

融机构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谋划策，创造了较高的社会

价值。

（四）“十五”期间世界经济研究的重大课题和成果

“十五”期间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者不断追踪国际形势，结合中国现实，

敏锐捕捉研究课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回顾 ５年中取得的进
展，在６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１经济全球化
这个问题不仅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热点，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基

本决策的背景、是政策的出发点。“十五”期间，我国学者对全球化的本质、

客观现状、发展趋势、参与全球化对各国的具体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同

时，学者们还就全球化是否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新

自由主义的扩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

从最初的积极评价到如今的冷静应对，反映出中国学者客观和求实的学风，

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在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时候越来越重视从国家利益出发。

２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如火如荼，从理论上讲，必须回答的问

题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在何种条件下，区域化能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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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何种条件下区域化可能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对

策的角度，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参与各种东

亚经济合作机制 （如东盟１０＋３、ＡＰＥＣ、中日韩等），区域贸易合作和区域
金融合作的关系，如何分析和判断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的成本和收益？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学者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３ＷＴＯ研究
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前，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对 ＷＴＯ的地位

和作用，以及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进行了介绍。加入 ＷＴＯ之后，涌
现出许多更为详细的分析，既讨论了加入 ＷＴＯ对我国各个行业的影响，也
讨论了加入 ＷＴＯ对宏观管理和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针对中国参加 ＷＴＯ谈
判中的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也提供了具体研究和对策

建议。另外一个成果是中国学者开始逐渐关注 ＷＴＯ机制内在的问题，ＷＴＯ
谈判中各方的利益分歧以及如何化解其中的矛盾。这相对于原来简单地提出

“遵循国际惯例”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４新经济的崛起
新经济的兴起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并显示

了科技进步的重大作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样的区别，以及其对世界

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有什么样的启

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提出 “高科技发展计划”和 “科教兴国战略”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５国际货币金融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国际

货币制度的研究，是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础。这个问题的研究涵盖

了很多内容，如汇率决定的理论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制度

的选择和教训，美元币值的发展趋势，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对发展中国
家的意义，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如何监管货币金融银行体系，在政策上要

有什么对策？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６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环境保护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处理环境、资源和人口三者

的关系，是各国在思考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都必须关注的。中国正处于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资源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

越来越重要。世界市场上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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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外交都带来深刻影响。国内

学者立足中国国情，倡导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上关于环境问题的谈判和合

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以上提到的６个重大问题，世界经济学者还在许多基础理论和政策
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五）目前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在充分肯定世界经济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必须指出，我国在目前

阶段关于世界经济的研究距离真正的高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由于理

论训练不够、研究深度不够，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学者经常会有

捉襟见肘的尴尬和惭愧。尽管经济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掌握方

面有了非常迅速的进步，但是，仍有不足之处：一是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

者在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不

足，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深入，对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够全面，

在世界经济研究中存在着生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特别是生搬西方经济学的

教条的现象都存在。二是真正能够联系实际、解决实践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不

是很多，尤其反映在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缺乏制度化的沟通，学术界对现实的

经济机制运转缺乏深入了解。三是世界经济研究本身的体系仍然较为零碎。

世界经济研究应该更多地侧重描述性的研究还是分析性的研究？我们应该把

主要的精力放在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还是学习并应用现代经济学的

分析技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研究应该更加强调各自的专业化，还是应

该更加强调彼此的融化和渗透？四是对世界经济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对世

界经济研究缺乏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和指导，这使得大量的研究都是事后分

析，在重大事件爆发之前很少有冷静的和准确的预测，对于一些重大的战略

性问题缺乏研究，也使得世界经济研究者的队伍在有些机构中出现了流失和

断代。

二　“十一五”期间世界经济研究需要
关注的重大问题

回顾 “十五”期间的成绩和问题，是为了在 “十一五”期间促进世界

经济研究更加繁荣、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十一五”期间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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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互动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内的改革进入 “深水区”之

后，也需要充分借鉴国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一背景

下，我们试图归纳出在世界经济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课题。

１追踪研究世界经济形势
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日益密切，而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正在增

加，世界经济研究必须更加严密地、更加有针对性地关注世界经济的最新发

展。尤其值得关注的题目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重要的宏观政策

动向 （如利率走势、汇率变动、贸易政策等）；美国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调

整以及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

重大改革动向；欧洲地区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欧洲统一进程中的经验和困难；

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由于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因

此需要注意对周边经济不断追踪研究，尤其需要关注东亚地区不断积累的外

汇储备蕴含的潜在风险、东亚地区建立生产网络和深化区域内国际分工的可

能性；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以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发展中大国之间加

强合作的可能性；过去在世界经济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地区经济，如中

东、中亚、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经济需要加强研究；世界经济产业结构

的调整动向以及重要产业的发展前景；世界市场上的重要产品尤其是能源、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波动、资金流动的动

向；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传染病、恐怖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相关的国际

合作。过去，我国学者在预测和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往往只能借鉴国际经济

机构 （如 ＩＭＦ和 ＯＥＣＤ）或发达国家政府和研究部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
在技术上较为先进，但不能否认这些模型主要是为发达国家服务的，具有一

定的偏颇。为了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应该注意建立中国的预测模

型，对世界经济做出预先的判断。

２中国崛起的战略思考
中国经济连续２０多年的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以及世界经济格局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了

解更加深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错误的猜测和恶意的诋毁制造了 “中

国威胁论”，给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外部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我们需要加

以深入分析的题目包括：如何准确评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

何正确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已经取

得的经验和成绩，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风险如何客观地分析？外部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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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哪些机会和挑战？结合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中国的经

济发展战略是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引进外资的规模

是否超过了最优水平，外贸和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如何衡量？中国对初级

产品，对能源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对世界原材料、石油价格的影响到底有多

大，有没有像外国人士说的那样具有 “决定性”？如何处理崛起的大国和现

有的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

更好地利用国际机构，并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

３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以及中国贸易战略的重新定位与转型
多哈回合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又继续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谈判过

程。这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参与的第一次重大的多边贸易谈判，这次谈判
中的议题繁多而复杂，并将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参与ＷＴＯ
谈判，并更好地应对 ＷＴＯ规则，值得我国学者密切关注。相关的问题包括：
ＷＴＯ谈判中各国的立场、ＷＴＯ各项议题对世界经济和中国利益的影响；农
业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关于新加坡议题、环境和劳工标准的争论；

ＷＴＯ机制的改革；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如何应对反倾
销和其他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有关国际贸易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国际贸

易格局的新变化，尤其是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产品内贸易的变化，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产业积聚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的影响；

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上，

也会通过收入再分配深刻影响到各国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各国贸易发展战

略的经验和教训。有关中国外贸战略的有关课题包括：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影响 （既要考虑增长因素分析，同时要考虑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间接

影响如技术引进等）；中国出口面临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约束 （对单一市

场依赖程度过高，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国内工资

水平可能提高，汇率可能升值等），中国经常账户差额的未来变化预测，片

面强调出口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更为平衡发展战略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

４国际投资与中国的引进外资战略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影响世界范围内国际投

资规模和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外商直接投

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中国引进外资战略来看，需要关注的问题包

括：中国引进外资的特点和变化 （外资来源的变化，成本吸引还是市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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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绿地投资还是兼并收购，外资部门在出口部门的变

化）；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引进外资和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

位 （国际生产网络，产业内贸易对中国定位的影响）；引进外资和地方政府

竞争；引进外资和中国国内金融体制的关系 （如何促进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

投资）；如何调整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

５开放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
过去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运行的，但是随着

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互动不断加深，必须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相关的

课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开放条件下，汇率政策

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外物价水

平的联动；外部冲击如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外汇储备

不断增长对货币政策的压力以及冲销政策的可持续性；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

的目标、方案和时机；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发

展；如何提高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最优次序；人民

币国际化。

６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尤其体现在美国不

断积累的经常账户逆差和东亚地区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之间的矛盾。根据许

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美元的贬值将长期化，预计在 “十一五”期间美元将会

持续贬值，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美国将如何调整其经常账户赤

字和财政赤字？我国如何应对美元贬值的潜在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是否会出

现重大的调整？如何看待欧元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是否会出现围绕汇

率的国际协调，比如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了调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采取
的措施就是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一幕会再度重演吗？如何改革现有的国际

货币体系，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预警、防范和救助？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暴露

出一个缺乏有效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潜在的风险。哪些因素影响了国际资本流

动的方向和规模？如何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使得其更加透明和有序？

加入ＷＴＯ之后，中国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是否会带来隐藏的风险？在对外开
放的压力之下，如何加快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并防范金融风险？国际金融监管

的新变化 （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对中国的金融业带来何种影响？

７区域经济合作
在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不稳定性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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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 （包括区域贸易合作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许多地区方兴未

艾。中国在 “十五”期间一直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持积极的态度。有关区域

经济合作的研究课题应该包括：①东亚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在战后，
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格局表现为 “雁阵模式”；但是随着日本经济进入衰退、

中国的崛起和新经济的出现，传统的 “雁阵模式”逐渐衰落。但是最近以

来，东亚区域内生产网络逐渐出现，这将对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升级带来新的契机。②中国的崛起如何为周边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随
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壮大和进口的增加，周边地区从中国崛起中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红利，这有助于改善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③区域贸易协议的可行性研
究。最近，各种区域贸易协议层出不穷，包括 ＡＳＥＡＮ＋３自由贸易协议，中
日韩自由贸易协议等。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些自由贸易协议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以便明确中国参与各种自由贸易协议的成本收益。④区域货币合作。如
何改善区域内早期预警体系；各国之间的政策对话和政策协调；清迈协议的

未来发展方向；亚洲债券市场的前景；区域内的汇率协调机制；亚洲货币联

盟的可能性；人民币在亚洲货币合作中的作用；如何监控和管制东亚地区的

资本流入和流出。

８中国发展经验
总结和提炼中国经验并研究中国经验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许多国际机构和发展中国家都

对中国的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向它们提供发展经验

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另外，在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我

们需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而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加深中国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为中国的崛起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９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管理和改革经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必须吸收其他国家

的经验，其中包括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转轨国家的改

革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等。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从其他国家的经

历中吸取教训，比如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盲目实行金融部门

的对外开放，过早地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这可能是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

危机的一个原因；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不公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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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推动我国世界经济研究的若干建议

最后，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我们希望提出若干建议，

供有关部门和同行参考。

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世界经济研究经常涉及政策性很强的题目，需要通

盘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会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献和外国

人的观点，这尤其需要我们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世界经济研究不仅对学者

的理论功底和业务能力提出了挑战，也要求学者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很高的

政治觉悟。结合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剖析，明辨中国

的国家利益，是提高学者责任心和政治觉悟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２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国情
研究世界经济是为了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如果不了解中国国

情，我们会失去方向感；在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也会盲目照搬西方，或是隔

靴搔痒。在进行学科规划和课题设计的时候，应该有意识打通世界经济研究

和中国问题研究的隔阂，鼓励更多的世界经济学者围绕中国问题开展研究，

同时应该鼓励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

３多学科合作
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错综复杂，中国的问题和国际问题也会相互影响，

加强各学科学者间的交流和合作，将有助于深入研究问题。应该鼓励一些交

叉学科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发展，同时建立若干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将世

界经济、国际政治、外交战略、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学者召集在一起，鼓励多

学科的研究课题。应该鼓励研究问题的学者和注重分析技术的学者加强沟通

和交流，尽量使得现实性的对策研究也有严谨的学理背景，注重技术分析的

学者能够选择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题目。

４加大世界经济研究者 “走出去”的力度

国外国际问题研究的经验强调，有关的学者必须掌握所研究地区的语

言，并且有机会到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追踪

所研究地区的最新进展。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无论从

政策决策的需求还是从实际经济部门的需求来看，国际问题研究和世界经济

研究都必须有长足的发展。能够带来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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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选择部分有实力的研究机构，并鼓励其在国外设立研究基地，选择精干

的研究人员直接进行实地调查，并对中国的有关决策提供更准确的参考和更

务实的建议。

５重视前瞻性研究和对世界经济研究的全局性指导
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需要从被动转为主动，应该避免出现热点问题时一

拥而上对 “冷门”却重要的战略问题缺少关注的现象。在设计有关课题的时

候应该有所取舍，集中资源支持前瞻性问题研究，支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课题的研究。对国内世界经济研究的各个机构的支持，也应该在评估其绩效

的基础上确定重点支持的机构。应该动员国内外关于世界经济研究的一流机

构和一流学者，对国内的世界经济研究进行全局性的指导，提出有关的备选

课题，以便引导国内世界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建议选择一个学术机构作为

协调机构进行这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将是一个比

较合适的候选者。

在当前的形势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有关的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和重视

世界经济问题，也给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企业界、金融

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亲身感受到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机遇。经济学是一门服务于

现实的学问，我们相信，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必然会带来世界经济

研究的勃兴。

（执笔人：何帆）

国际问题研究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李慎明　梁守德　李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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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时期是２１世纪的最初５年。作为新世纪的起点，在党中央 “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中

国历史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家社会科学 “十

一五”规划制定之际，全面回顾 “十五”期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认真总结本学科学术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得失，对于未来

５年的中国历史研究的顺利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以下对近５年来中国史研究
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中国史研究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首先，中国史研究的外部环境５年来越来越得到改善，正进入一个前所
未有的良好时期。这首先表现为国家对史学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视，中央专门

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成为指导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史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地位与价值受到充分的肯定，其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全面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投入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无论是教育部系统的 “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各
省市社科研究机构设立的科研项目，中国史研究都在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和

较大的比重。从被称为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的 《中华大

典》、北京大学盛唐工程和明清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华文明与早期国

家起源”与 “乾嘉学派研究”等项目，到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国古籍善

本再造工程，一个接一个的重点学术建设项目应运而生，使得中国史研究的

资源得到了很好的整合，中国史研究的开展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表现为中国史研究的阵地不断拓展，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独特的历

史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史研究５年来的长足进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
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要性形成普遍的共识，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刊物的增多就

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这一趋势。除传统的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

代史研究》之外，许多新生的刊物，如 《国学研究》、《华学》、《中国社会

历史评论》、《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唐研究》、《明清论丛》、《中国学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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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学术》等等，均以中国史研究为其主要对象，从而推出了一大

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各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长期的

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学术特色更加趋于显著，分别形成了相对突出

的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南开大学的社会

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先秦史研究与

思想史研究，南京大学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华

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等等，都成为国内中国史研究某一领域的学术

重镇，既分兵合击，又整体发展，推动中国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之间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合作随着

国家对外开放大门的进一步打开而有了新的进展，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田浩

教授参与北京大学 “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课题的具体研

究；中、澳、美等国联合从事河南伊洛流域考古调查，中、日、蒙多国就内

蒙古等地草原文化考古展开合作等等，就是这种学术合作的一个缩影。另外

像包弼德的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田浩的 《朱熹的思维世界》等著

作在祖国的出版，彭慕兰与黄宗智就 １８世纪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论
争引入境内，也都已经在中国史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国史研究

外部环境不断获得改善的具体例证。

其三，表现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关注日益加

强。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

的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自 ２００２年初开办至 ２００３年底，已举办
了２８期，听讲的部级领导干部超过 ２０００多人次。中央电视台的 “百家讲

坛”、凤凰卫视的 “世纪大讲堂”、陕西电视台的 “开坛”，都有关于中国历

史文化的讲座节目；安阳电视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联合摄制

的 “百年甲骨”系列文献纪录片，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摄制的 “古今战场

巡礼”专题片等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众多历史题材影视剧，

如 《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成吉思汗》、《汉武大帝》等的播映，更激

发了社会大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而研究机构与个人利用网络资源，

通过中华文史网、国学网等反映与传播中国史研究成果，也有力地改善了整

个研究的外部环境。一些读者面甚广的报刊如 《光明日报》、《读书》、《文

汇报》、《博览群书》等，在近几年重视发表历史学家的学术随笔，在一定

程度上嫁接起了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桥梁。尽管大众文化消费与学术

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但大众文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关注，仍不失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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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研究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①。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雷

达最近撰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总结历史观的大变革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大众文化对历史关注的一个象征。

（二）中国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在各个领域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与 “八五”、

“九五”在中国通史编撰方面成就卓著的情况有所差异的是， “十五”期间

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为各类大型专门史的通史编撰受到广泛的

重视，佳作迭出，蔚为大观。它们既包括传统学科分类的著作，如 《中国政

治通史》、《中国经济通史》、《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等，

也包括按问题性质分类的著作，如 《中国风俗通史》、 《中国礼制通史》、

《中国运河文化史》、 《中国长江文化史》、 《中国人口史》、 《中国饮食史》

等，还包括以地域或区域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如 《齐鲁文化通史》、

《湖北通史》、 《浙江通史》等。它们与一般的通史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其编写和出版从一个专题或问题的层面与方向，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中

国历史总体面貌的认识。

在关注和从事通史型著作编撰的同时，史学工作者更以强烈的问题意识

积极开展具体专题的研究，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观点自成一说、史

论结合较好、研究方法新颖的专著，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逐年出版的 “东

方历史学文库”系列专著，三联书店逐年出版的 “燕京·哈佛学术丛书”

中的系列历史论著，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老一辈史学家的论著

专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齐鲁书社、岳麓书社、三秦出版社等专业古籍出版社策划组织的相关中国历

史文化的专门著述。这些著作较之于通史型著作往往具有专门化、精深化的

特点，体现了所在专题范围内的前沿水平，因此在同行中拥有更大的影响

力，对学科建设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是中国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背景之

一。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历史研究项目 （含自筹经

费项目）总共有 ２６６项，包括一些此前立项而在这一期间完成并出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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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雷达 《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 《人民日报》。



题，成果蔚为大观。其中不少成果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

动和促进作用，也为下一步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中起

到了某种指导作用。如文献整理方面，武汉大学朱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成果 《〈吐鲁番文书总目〉中国藏卷、日本藏卷、欧美诸国藏卷》，

汇集海内外所藏吐鲁番文书进行统一编目，介绍了相关文书的形状、内容及

有关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吐鲁番文书提供很大的方便。中山大学王

承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敦煌古灵宝经文书与晋唐道教》，结合

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与传世文献，比较深入地研究了 《古灵宝经》，展示了

晋唐道教整合与中古道教统一的经教体系确立的具体过程，进一步推动了敦

煌学、道教文献、道教史的研究。在思想史方面，曲阜师范大学傅永聚主持

的 “２０世纪中国儒学研究”，其最终成果是２１卷本 《２０世纪儒学研究大系》
系列丛书 （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这套丛书集文献编纂、专题研究与
总体反思于一体，全面总结和评述了百年来中国儒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是一

部中国现代儒学研究的世纪年鉴，为新世纪儒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山

东大学郑杰文主持完成的项目成果 《中国墨学史》，对墨子、墨家学派从产

生、形成到发展、流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是一部系统研究墨学发展史的专

著，对墨学史研究和中国学术史研究将起到积极作用。在社会经济史方面，

武汉大学陈锋主持的项目成果 《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对清代财

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进行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在立项项目中，

这方面的课题相对较多，有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项目，也有关于灾荒、人

口、生态与环境变迁、西部开发、乡村社会、商业、金融、海外贸易等方面

的专题研究项目，表明史学界对国计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在史学史和史学

理论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主持的重点项目成果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
展分析》，分析了各种史学思潮、史学成果、史学事件，揭示了２０世纪中国
史学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预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向及需要解决的理论

和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立项项目中相关的课题还有陈其泰

主持的 《唯物史观与２０世纪中国史学》（２００１），瞿林东主持的 《唯物史观

与中国历史学研究》（２００４），张海鹏主持的 《２０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
向》（２００１）等，都是从宏观角度总结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重大项目。

中国史研究方面学术论文数量稳步递增，论文质量有所提高，也是 “十

五”期间中国史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以隋唐五代史为例，据不完

全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度，每年有关研究性论文都在 ４００～５００篇之间。所

６６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讨论的问题包括该时期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礼仪与礼制、法律制度、财政与土地制度、工商农业、区域经济、军事

制度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边疆史地、思想文化、士人

群体、风俗习惯、妇女生活、婚姻家庭、学校教育、宗教文化、历史人物、

墓志碑铭、吐鲁番文书、敦煌学等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不少论

文在学术上都有自己的创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整体进

步。其他断代史、近现代史、专门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的研究情况与隋唐

五代史研究有类似之处，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稳步发展的积

极气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随着人们问题意识的强

化、现实关注点的聚焦、学术前瞻视野的拓宽而显著得到加强。如 “大一

统”观念的弘扬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共识的广泛深入，促进了辽金西夏史研

究的日益繁荣。西部大开发的热潮澎湃，驱动西北史地研究的不断进取。中

华文化主体意识的凸现与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势，直接鼓舞和推动了对中国传

统文化资源的重新评估与扬弃借鉴。

此外，高等院校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在 “十五”期间也有新的进展。

如张岂之主编的 《中国历史》系列教材，清华大学编写的 《中国思想文化

史专题讲座》等专门史教材，刘泽华主编的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教材

等等，都以其独到的见解、合理的体裁、丰富的内容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为

历史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条件。这方面成就的取得既植根于中国史研究整体进

步的深厚土壤，同时又转而对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十五”期间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就探讨的范

围看，一方面是对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进行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反思与总结，
除前列一些相关重点项目和重要成果外，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２０
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的历史卷，也对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些重大
争论进行了描述和综合。另一方面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层发掘与

阐释，包括对唯物史观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新史学中

“后现代史学”的批判借鉴。同时，我国史学界还在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

观的问题上展开了争鸣。这一学术现象，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史学理论构建

的关注，体现了我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发展。其中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

①对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结，比较清晰地梳理了从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
史学再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次大转变的脉络与进程，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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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史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的 “经世致用”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总结了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庸俗化的

沉痛教训。②对唯物史观对我国史学发展的理论指导意义做了进一步的肯
定，进而阐发了其科学的思想内涵与方法，并就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进

行了学术争鸣，大大延伸与拓展了理论探讨的空间。③对五种生产方式的社
会形态理论的源流与科学性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论证，进而对中国社会形态

做了多视角的探讨，推动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

内，我国史学界对 “五种形态”说存在着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思维。通过对五种形态理论的深入讨论与争辩，史

学界开始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与发展进程进行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尽管

这一讨论在抽象的理论层次、概念的规范性上尚不成熟，但可以相信，随着

独立思考的拓展与实证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必将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④对西方新史学特别是 “后现代史学”做了不少介绍与辨析，提出了批判借

鉴西方史学的主张。这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挑战的关注与批判地吸

收西方史学成果的要求，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基本特色与重点、热点

“十五”时期的中国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特色。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以新文

献的出土和刊布为契机，新问题不断呈现，研究空间得以拓展。随着学术积

累的加强和对历史认识的深入，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呈现，传统课题的研究也

进一步深化，并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有了新进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总

体状况略有不同。从横的方面看，传统史学的主流政治史、经济史相对受到

冷落，后起的思想史、社会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社会史堪称一

时风尚。从纵的方面讲，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心在向下移，或者说，以往研究

比较薄弱的民国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

从研究方法上看，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诸如经济学、政

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学术研究内部规律在发挥作用，同

时也与外部影响密不可分。

概括而言，“十五”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特色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新的文献资料的发布与利用，直接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资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地下文献的发现，对于记载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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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贫乏的先秦两汉史而言，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故王国维曾说过，自

古以来任何一种新学问之始起，大都由于史料上的新发现。应该说，这些年

来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了较大的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发现了一批史

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湖北

江陵张家山汉简、江苏尹湾汉简、湖南湘西龙山里耶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

三国吴简等等。这中间有些简帛的内容公布是在 “十五”之前，如张家山汉

简、郭店楚简等，但是以此为基础从事深入的研究，并推出一系列重要研究

成果的则是在 “十五”期间，如有关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与汉代法律

制度的研究，张家山汉简 “盖庐”与兵阴阳家的研究，郭店楚简所反映儒道

关系研究，走马楼吴简与三国社会经济研究等等。有些简牍的内容公布与研

究工作开展则均在 “十五”期间，如 ２００１年底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

书》、２００２年度在湖南龙山里耶镇战国古城出土３万余枚秦简。它们对于中
国先秦史研究的深入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像里耶秦简的发现，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填补 《史记》、 《汉书》中有关秦史记载上的某些空白，深化人们对

秦代地方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诸多问题的认识。又如上博简所涉及的先秦

古籍近百篇，从已公布的 《缁衣》、 《性情论》、 《诗论》等篇的内容来看，

它不仅可以用来与郭店楚简 《性自命出》对校，而且对先秦两汉学术发展源

流与演变、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的认识，也大有裨益。以至有学者认为，先

秦两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正在迈入所谓的 “简帛时代”，故而提倡 “重建中

国古典学”、“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① 这样的评价似乎可以商榷，但是新

出土文献资料对于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深化

先秦两汉历史 （尤其是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则殆

无疑义。

在中国古代其他断代史研究中，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也有新的进展。如

有学者通过对宁波天一阁所藏 《天圣令》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深化有关唐代

法制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又如有学者借助于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人手札

的研究，就明代社会生活提出自己的见解。再如有学者根据大量的碑刻史

料，对清代北京旗人香会进行考察，揭示了清代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

面，并有助于理解清代民间的满汉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自觉运用新史料

诠释中国历史是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方面值得充分关注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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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新公布档案和海外资料等新文

献的运用。通过对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进一步推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

的研究，还原历史原貌，这些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茅海建根据中国历史档

案馆的馆藏档案，并参照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所藏档案，对原有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进行相应的证补和修正①。有学者依

据大量档案，专门对晚清的学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

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台湾地区公开档案资料的运用，使研究更为细化。曾业英

利用台北 “国史馆”藏 “蒋中正档案”，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在１９２９
年讨桂战争中所运用的军事谋略②。杨奎松利用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分析

了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以及合作的动因③。他还通过对

祖国大陆和国民党相关档案，以及台湾大溪档案和回忆录等的综合分析，对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和结果进行了梳理，从国共两党的关系、苏联因素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更加深入全面④。王正华利用台北档案馆所藏有关档

案，配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探讨了国民革命军与 １９２６年 ７月展开
第一期北伐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⑤。另外，

魏宏运等撰写的关于中国现代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论著，在史料的搜集和运

用方面也做了新的尝试。

２新领域的开拓使中国史研究进入更全面、更完善的发展阶段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色，是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又

有新的研究领域开拓，新话语与新命题的推衍。领域的拓展、命题的创立是

人文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之一。中国史研究也不例外，应当从时代语境中不断

提炼新话题去反观、理解和诠释中国历史，从而保持史学研究的强大活力。

中国史研究新领域的拓展，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新研究领域的

开辟，二是传统研究领域内部新的研究方向的启动，三是相对较新研究领域

（如社会史、环境史、生态史）的不断加强。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

为弥补，共同促进，使中国史研究新领域拓展的努力得以收到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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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识、补正、修正》，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４、５、６期。
《蒋介石１９２９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全新研究领域的开辟而言，“十五”期间曾有具体的表现。如军事史

的研究开始摆脱局限于兵制、战争、军事思想史的窠臼，而真正回归到军事

与历史相结合，突出军事战略战术层次观照的合理途径，即以武器装备演变

带动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最终影响作战方式、战法理论改革的逻辑程序来

认识军事史的主体面貌与发展脉络。 《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作为 “十五”

重大课题的立项，《中国古典战略研究丛书》、《中国战术史》等军事史著作

的陆续推出，正是军事史研究以全新面貌登场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

说，“十五”时期的军事史研究主流，已不再是原来军事史的延续，而应该

是作为中国史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了。它不再是政治史的一个附庸，而

已成为军事学科与历史学科相结合的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又如历史人类学、

影视史学、口述史学等等，他们有的在海外早已成为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

分，但是在国内却属于新的领域。“十五”期间，这些学科也开始逐渐进入

中国史研究的大舞台。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

域确立：２００１年６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挂牌成立并召开学术
会议，当年１０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南中出现了 “从历史人类学角

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一项，这标志着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已经进入

到现行的学术体制之内①。

就传统研究领域内部新的研究方向启动而言，“十五”期间也有长足的

进步。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史学史、历史地理学等均是传统的研究领

域，然而，就在它们的内部，随着人们研究视野的拓宽与新方法的引入，又

逐渐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如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典章制度研究一脉相承，但在近年来却呈现出新的转型。

吴宗国主编的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作为北京大学 “９８５”工程重大成果
“盛唐研究丛书”之一种，就被认为是传统课题的新突破，将政治制度史的

研究视野扩展到日常政务的运行与政治体制的演进等方面②。又如在历史地

理学内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已有 ２０年，并出版了多部专著，可是，
在学科理论、范围、性质、手段的界定上却未臻成熟。这种情况在 “十五”

期间已得到改变。随着 《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初探》、 《环境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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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世瑜 《平淡是福———２００１年中国史学一瞥》，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日 《中华读书报》。

参见吴丽娱 《评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等论著的面世，“历史农业

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已趋于完善和成熟”，真正成为了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

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①。再如史学史研究也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

传统领域，但近几年来也有新的研究重点出现。像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关

于历史民间史学的考察，都是以往史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方向。而有关中国

史学的大众化过程，民间史学活动，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以及一系列中

外史学家比较研究的论著的发表，表明民间史学、中外史学比较的研究正成

为史学史研究中新的关注点，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处于日益拓展之中。

就相对较新研究领域的继续开拓而言，“十五”期间更是成绩显著，形

势喜人。社会史、生态史、区域史、城市史都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新的

研究领域，然而一直保持着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十五”期间，广大史学

工作者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积极从事这些新兴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十分

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日益扩充，研究对象日益具体，研究手段日益多样，

研究范式日益创新。如社会史研究中对底层社会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不

断细化与深入，在婚姻史、妇女史、性别史、服饰史、风俗史、饮食史研究

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饶有新意的专著和论文，使人们能够对历史上民间日常

生活有了更为全面生动的了解。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关注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影响，积极从事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个

行业的环境生态史研究，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土壤、植被、城市建设

与规划、人口、灾害、城市公共环境、资源开发与利用等多个方面，认真探

讨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多种影响，为人们在今天从事经

济建设过程中认真对待环境生态保护提供历史的启示。其他像区域史、城市

史的研究领域同样不断有所拓展，区域文化、区域产业、区域性民间结社与

宗教活动、区域自治管理、城市公共管理、城市文化建设等等，越来越受到

学者们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纵观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关社会史的论文数量

相对较多，领域十分广泛，从事研究的人数之多是其他专题史研究无法比拟

的。此外，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研究中也大量借鉴社会史研究方法，使

其逐渐成为一门 “显学”。其中最为可观的是有关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风

俗与社会运动研究、关于人口和移民的研究、关于灾荒史与救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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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曹树基 《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３期。



有关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市政、公共空间、近代城市

等问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课题中，相关

课题显得非常突出。２０００年有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近
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２００１年有 “博览会与近代中国”、“近代中西方城市

国际化模式比较研究”，２００２年有 “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 （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国家与社会：２０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控制机制研究”、“异质文化交
织下的都市生活———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研究”，２００３年有 “近代瘟疫、经济

转型与文化变迁———上海、东北半殖民口岸都市的鼠疫、霍乱和花柳病”、

“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探索：１８～１９世纪的北京外来人口”。１９９９年初，辽宁
大学的部分专家围绕 “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这一主题，从 “城市与

中国近代市民文化的生成”、“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互动”、“近代市

民文化的当代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初步研究。此

后，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加强。如有关上海市政的研究，涉及上海

市政的近代化及城市的外观和空间格局，城市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发生的

各种社会问题。

有关社会风俗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清末的 “不缠足运动”在近几年引起

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涉及到官方的反缠足努力、有关小脚的审美观

念的变化等。其他如女子服饰的变化、晚清整体社会风尚的变化、民国时期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等，都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关人口和移民的研究，

则涉及民国时期人口普查、特定时期一些地方的人口迁移情况、农村的人口

分布及结构等。关于灾荒史与救灾的研究，注重与政府和民间的救灾研究相

结合，涉及灾害与社会以及战争、瘟疫与人口和社会变动的关系等问题。总

体来说，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特点，主要是视野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地关注

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

与传统领域的研究相比，新研究领域中更为注重新方法的借鉴和应用，

更为注重引入多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开展综合性研究。如在灾害史研究

中，充分利用了现代天文物理、气候、地理、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成果

和方法；又如在文化遗址学研究中，中国和希腊开始合作研究遥感、全球定

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考古遗址勘探、测图、数据管理及空间分析方

面的应用①。近现代政治史研究的拓展，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出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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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立兵等 《中国希腊３ｓ技术考古应用的合作研究》，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４日 《文物报》。



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心理学、法学、统计学等学科研究相结合，不仅关注

上层精英人物，对一般民众也有所关注，政治史研究领域因此得以扩展，例

如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国际法视角，关于国民党组织形态研究的政治学视

角，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汉奸产生原因的社会学分析等。这些新方法的运用，

必将对中国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传统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复兴
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历来是中国

史研究的重点，多年来已积累了很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

传统领域的课题研究方面，如何深化、创造新的辉煌，始终是中国史研究中

一个不可逾越的主题。“十五”期间，广大史学工作者仍以极大的热情，投

身于传统课题的研究，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孜孜不倦，剔精抉微，从而使

传统课题的研究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方面，除了继续重视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制

度、杰出政治人物的研究之外，史学工作者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一般

政治生态、社会基层管理、普通人物与政治群体的考察与分析上，在此基础

上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重点与热点。如在先秦史研究中，重新审视中华文明

的起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基本形态问题，进一步深化人们有关中华文明起源

“满天星斗”与 “一体多元格局”的认识，而对夏、商等国家政体的考察，

则有助于理解所谓早期国家基本特点、主要功能、历史地位与影响。秦汉政

治史研究的热点集中在秦汉官僚制度的纵深论析和国家形态的总体把握方

面，有关秦汉时期的职官制度、中外朝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基层组

织形式与作用以及汉代统治阶层的演进等课题的研究，均较以往有新的突

破。其他断代史领域的政治史研究同样有突出的表现，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军府”研究、北朝政治的中原汉化过程，隋唐政治体制及中枢政局的演变，

宋代士大夫政治及其政治文化，明代地方豪绅政治的表现，清代政治运作方

式的嬗递等等，同样反映了 “十五”时期传统课题研究方面的日益深入。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虽然社会史的研究发展很快，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

的热点之一，但是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却依然保持着强大旺盛的生机，并表现

出向作为传统史学主体的 “经世”史学复归的强劲势头。这主要表现为

“经世”意识的高度自觉与积极弘扬。体现在课题设置上，是盛唐工程、汉

唐盛世研究、康乾盛世研究、历代统一问题研究、历代廉政吏治经验借鉴、

历代道德文化建设总结等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并成为 “２１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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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５”工程等重大项目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表明传统史学的本质属性即
“资治”功能，经过现代理念改造后，是同样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史研究的主

题的。这种政治史研究向传统史学主体性复归，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象征着

中国史学发展新的契机的出现。在研究方法上，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因引入多

种新的方法，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展开综合性研究，显得面貌焕然一新，内容

更为翔实，结论更具说服力。如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广泛借鉴了政治学、社

会学、法律学、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使观察问题的视野大大拓宽，诠释问

题的手段更为有力，与此相应，所得出的结论亦更为具体。其他一些新的理

论，如结构功能分析、长时段理论、历时性研究等，也都在政治制度史研究

中得以尝试和运用。如何进一步加强不同时期政治制度实际运作及其整体演

变的研究，是该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
的热点，在体系建构、断代分期、社会性质和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方面都

颇有建树。进入新世纪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相继在山东济南和湖北武汉召
开了纪念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９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带动了
一大批相关论著的出现。尽管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相对较冷，但民国政治

史研究却呈现较热的趋势。民国政治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具有断代通史性

质的 《中华民国史》陆续出版。这套论著资料翔实，运用大量档案和文献，

代表了国内民国史研究的较高水准。在人物研究方面，除蒋介石研究之外，

对陈独秀、毛泽东、张学良、李大钊等人的研究也有所深入。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面，在以往的基础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以林

甘泉等人主编的 《中国经济通史》出版为标志，经济史全局性的研究进入了

新的阶段。具体地说，“十五”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首

先是传统问题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突破。不少过去研究得相对笼统粗浅的问

题，近５年来的研究都有了较深入的进展。如先秦土地制度、秦汉工商业经
济、魏晋庄园经济、隋唐盐政与物价、宋代茶法及地方财政、明清户口丁赋

等问题，始终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与此

同时，还就不少专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如明代人口是否存在着 “北增

南减”现象的论战就是一例。二是经济史研究的主题，进一步由一般经济史

研究向区域经济史、城市经济史和部门行业经济史等方向转移。地方经济史

研究越来越深入，将它与当时国家总体经济情况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

帮助人们既认识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性，又认识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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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特征。三是更加注重运用新材料对经济史现象作出比较科学合理的说

明。例如根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 《嘉禾吏民田家
!

》，考察当时土

地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又如依据明代文书档案，对明代的户

丁含义做出诠释；再如利用里耶秦简、尹湾汉简，论析秦汉时期的地方经

济、土地关系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四是运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

法，将中国历史上的多种经济现象置放在世界史大格局背景中加以考察。如

由外国学者发起的有关 １８世纪中国经济整体实力与发展趋势的分析，就是
以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为坐标，从而使得有关问题的论述更见深度与广度。五

是经济史的研究与政治、军事、文化史的研究有了更为密切的结合，使得其

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如有学者通过对唐代中后期河东盐池经济意义

的考察，得出盐池的归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

权最终花落谁家的结论，即是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综合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①。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方面，十分重视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政治学、心理

学、计量学、生态学在研究中被引入，其交叉学科特色充分显现。同时学者

们还引用国外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如有学者用制度经济

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工业化，有的则对近代中国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

尝试性的考察，建立函数理论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②。其他如

产权理论、金融制度变迁理论、生态学方法等的运用和探索，都有利于提高

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水平。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化，还表现为学术研究紧

密关注现实问题。关于近代国际资本移动与汇率问题的研究、引进外资模式

及其特点研究、国民政府与西部开发的研究等，都充分体现出历史学科为现

实服务的功用，同时对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也大有裨益。此外，围绕清末租

佃制度、清末与民初的财政收入、手工业史研究等方面，也有大量论文

发表。

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依然是热点。“十五”期间，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丰

硕，创见迭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史方面，一是由于简帛等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使先秦两汉学术史的研究进

入新的阶段。如郭店楚简 《性自命出》诸篇，使得孔子至孟子之间的儒学传

承关系得到明晰。二是过去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得到有力的加强。学者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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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重视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清代学术研究的同时，普遍加强了有关两汉

学术思想、魏晋玄学思潮、隋唐思想文化的探讨，推出了一系列汉代经学、

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与道教文化方面的论著，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思想文

化史的总体认识。三是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

的学术特色。除传统的社会思潮史、哲学史研究之外，随着匡亚明主编的二

百册 《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和葛兆光的 《中国思想史》的出版，思想文

化史的面孔焕然一新。《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在传主的设置上，突破了以

往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等人列为思想家

加以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思想家的对象。葛兆光则提出 “改变思想史写法”

的主张，提倡充分利用有文字和无文字的实物、遗迹，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

语境，探究隐藏在社会生活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①。

这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方法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四是学者在继续加强

对精英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日益重视对大众思想文化的考察。诸凡民间文

化、风俗习惯、祭祀信仰、民谚民谣等等均成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从

而大大丰富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容。五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

化等等，正成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六是许多传统的观点遭到挑

战，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以往长期认为大一

统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相对沉寂，而分裂时期由于思想控制相对松弛而导致

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但有学者经研究后提出，“大一统”时期的思想文化

同样有很好的发展，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与先秦、魏晋时期有所不同，前者多

表现为 “面”的繁荣，后者多反映为 “点”的深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

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②。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近５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
是对各类思潮史的研究蔚然成风，且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发展。例如对中

国近三百年的疑古思潮、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民国年间的文化保守主

义、战国策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重农思潮以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者的分合关系等，都具有相当的论著加以研究。二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史的

研究持续升温。由于近现代历史的时代性特点，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占有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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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地位，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决定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因此相应成果

也较多一些。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研

究，对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对杜威与近代中国关系

的研究等。三是学术史研究蔚为大观。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化思潮的影响，
学术史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其中有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近代史学史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研究等，都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四是对一些近现代思想家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其中比较突出

的有倭仁思想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梁启超启蒙思想研究、章士钊

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汪康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研究等，且大都能钩稽旧档，

阐发新义。此外，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以及对新名词的研究，都已经开

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依旧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难点和亮点。古代时期的中

外关系史研究，最迫切的任务是中外关系史基本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自

从１９３０年代张星?编辑出版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来，在很长时间里，

文献整理工作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以及学术研究走向国际舞台，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刊布和相关研究成果

的发表，都有喜人的表现。如新疆、甘肃等地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

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资料；其中有

不少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材料，有的已经陆续发表，有的还在继续整理之中。

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尤其是一些大型图录本的出版，极大地方

便了其中有关中外关系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国各地保存和出土的大量石

刻资料，以及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出版之中。随着对欧亚

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进步和相关对比材料的增加，对保存于国内外或新出土

胡语文献的解读工作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主要是外国学者进行的，大量

的古代胡语文献还只有外文译本，目前汉语的翻译工作还比较落后①。明清

时期传教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及其发回欧洲的大量信件，传教士在中国

用汉文或西文出版的杂志等，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中大量的文献

资料由国外的一些著名图书馆所收藏，亟待发掘整理。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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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外关系史涉及的问题很多，近来受到关注较多的方面主要有早期

欧亚内陆的族群分布与迁移，罗马与汉唐时期中国的关系，汉唐时期的西域

文明，佛教的东传及中古时期其他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蒙古征服世界与

蒙元时期的欧洲与中国，欧洲诸国与明代中国的交通，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传

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１７～１９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化
在欧洲的形象和影响，以及传教士与西方早期汉学等。其中许多方面的研

究，都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停顿状态后，近年来开始逐步转入复苏、振兴阶

段的。

近年来有关近现代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多从外交层面和国与国关系

层面出发，考察中外关系史的展开，不仅关注历来所注重的中国与某一国家

的关系，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也有所重视。在中美、中日、中俄等国关系

研究中，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研究视角有所扩大，新命题不断提出，对

以往的研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以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中葡关系注意

不够。受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的带动，相继出版一批珍贵资料和有分量的研究
成果，使这一原本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受到重视。其中张海鹏主编的 《中葡

关系史资料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合编的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相继问世，对中葡关系史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有利条件。数十篇相关文章的发表，对澄清一些历史事

实重新检视近代以来的中葡关系，具有相当的意义。对于中朝关系和中韩关

系，在近几年也有所论述。此外，有关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晚清外

交文书形式与传递方式的变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外交礼仪的变化、

国际法与中国外交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体现了对中国外交向近代转变过

程的关注。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涉

及到一个长时间段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和对外关

系各个层面。近５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大量论著出版
发表，数目可观，且有许多重要科研成果问世，在宏观和微观上均有建树。

近几年来，日本右翼分子活动猖獗，多次公开否认日本侵华事实，这在国内

和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在国内史学界的学术研究中，对此也反映强烈，

对日本侵华暴行和战争遗留问题，对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明显升

温，研究大量增多，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此外，在抗日

战争史研究中，也开始关注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使得研究领域有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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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对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经济的关注，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中国

历史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４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论争走向深入，进一步彰显了加强
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５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思想文化界日趋活跃，
西方史学理论、方法也大量引进，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形成了冲击。因

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就引起了

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主要反映在如下诸方面。

（１）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价值予以普遍的关注。有的学者提出，作为
一种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指

导地位不容忽视和否定，应当在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有的

学者认为，在强调唯物史观对 ２１世纪中国史学的指导意义时，既要吸取过
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教训，更要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

科学价值，尤其是要在以唯物史观指导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吸收其他有益的理

论和方法，推动理论上的创新①。有的学者则强调，在当前，由于历史的原

因和现实的社会变动，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对唯物史

观的基本原理正本清源，抵制那种在历史研究中否定唯物史观的错误倾向，

并依据唯物史观对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②。还有学者指出，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地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原创的唯物史观在２１
世纪仍然要表现出难以否定的合理性。如何在新的世纪里继承和发扬唯物史

观，将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重大问题上，史学界出现

了明显的分歧和争鸣。有学者撰文提出 “超越”论④，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

理论缺陷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以往人们之所以带有那种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

顽症，其最深刻的认识根源即在于存在着严重理论缺陷的传统唯物史观自

身。因此，应当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 “唯物

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有学者对此做出理论回应，指出 “超

越”论所指的唯物史观 “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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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凌：《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南开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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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

误释或曲解所造成的。对唯物史观的内涵应当予以正确的理解，不应当盲目

怀疑和否定，因为它和它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上述

争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其间，也出现了对唯物史观进行公开否定或

诋毁的文章。

（２）对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提出了不
少新的见解。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关于中国是否存在
奴隶社会的争论。这个问题是由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引起的，同时也说明对五

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存在着分歧，至少学术界并没有广泛认同任何国家、

任何社会都必须要经历这五种生产方式。近年来，有关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

论争走向深入。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确实提到五种社会形态的相续，但他

的这一提法只是对西方历史发展历程的一番描述性说明，并无意以此作为一

种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的规律①。因此，用五种生产方式斧

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五种生产方式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实际的历史

是有出入的。我们现在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未必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原意。我们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②。还有学者指

出，社会形态学说，封建社会形态中的理论、概念、规律等等，都是来自西

方的，是从西方的历史总结出来的，其中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不少体

现西方特殊性的东西。以前我们向先进学习，难免有生搬硬套的毛病。现在

第三世界的史学研究蓬勃兴起，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旧概念、旧模式、旧规

律自然不能适应，应当有所改变③。有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关于 “亚细亚的”

及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分析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如同许多人

所强加给他的那道单线决定论命题，以为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而是明

显地表现出其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

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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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虽然不再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一种严格的规律性理论，但仍

然强调这一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并认为具体到不同的民族，究竟经过了哪些

形态，是一个应该允许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

经济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历史过

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按顺序经历这

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何时形成，何时瓦

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实际应用相关的社会

形态学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允许不同意见展开深入的讨论①。在进行

理论反思时，史学界还就如何区分和认识中国社会形态提出了一些观点。一

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不同的历史因素为参照，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

或社会形态进行了新的划分，在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积极

探索。

（３）对西方史学流派的批判和借鉴。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与思想文化
交流的扩大，西方 “新史学”各个流派的理论方法大量传入，对我国史学界

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自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由海登·怀特等发端的 “后现

代史学”的理论，对我国史学界的冲击日益明显。

在西方，“后现代史学”尽管并不是史学的主流，但其对传统史学 （包

括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 “颠覆”。现行各种历史学

的概念、术语，如进步、发展、理性，各种历史的价值评判，如工业革命的

意义、文明的价值等，按照 “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都需要全盘推翻、

重新建构②。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现代主义史学的 “科学性”、“客观性”加以

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

系，影响十分重大。后现代史学否认普遍真理、共同规律、因果关系的存

在，主张具体的史学研究主题不应太过宏观，史学研究者应强调采用 “微观

叙事”和注重研究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③。后现代史学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

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它主张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

理性活动的影响。受其影响，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
究迅速兴起。

我国史学界对 “后现代史学”的潜在影响予以了较多的关注，但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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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伦：《史学理论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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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见解。一些学者提出 “威胁与挑战”说，认为它在历史认识论上完

全否定了历史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不应对其一味认同与模仿。然而，也有

不少学者侧重强调 “后现代史学”对我国史学发展的意义。如有学者指出，

后现代主义史学能够直面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弱势群体、日常生活、微

观事物等等，高呼 “宏大叙述”的衰败，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也有学者主

张，“借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反观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缺陷，并从中寻求积

极的启示，也许是最为现实和可取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

供成体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

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克服历史研究中的 “绝对化、简单化和模

式化”。

（４）展开对有关史学研究是否具有主体性问题的争论。有一些学者否定
历史研究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认为历史学根本没有自己的方法，凡是在历史

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方法，不过是当代某一种社会科学 （历史学之外）方法的

具体运用。在丧失了方法之后，那么历史研究的主体性便合乎逻辑不复存

在。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历史学主体性问题不仅体现在是否有自己的方法，

或者更主要的不是方法的有无，而是问题的有无。概念、方法和问题，是构

成学术研究的三要素。方法诚然制约着问题意识的成长，不同的方法导致不

同的切入历史问题的角度，但是方法毕竟是工具而非目的。如果历史学仍然

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问题意识，切入并解释其他学科不接触或解释向度不同的

问题，无论是否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它就仍然具有自主性。不仅历史

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主体性，国内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对

于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也应该具有主体地位。任何外国的中

国学或汉学研究，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追踪的最高目标，因为各自关注的问题

并不完全一致。

５重视学术回顾与总结，开展学术批评与论争
“十五”是新世纪开端的５年。站在世纪之交，人们把很大的注意力投

放在对百年来中国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上，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梳理勾勒中

国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分析总结研究的特点、规律与得失，充分肯定成绩，

冷静反思不足，对日后的研究进行前瞻。在把握研究大趋势的前提之下，认

真规划具体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为中国史研究的日益繁荣创造必要的

条件。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著名史学家的成果重新受到重

６８３中 国 历 史　　　　



视，三联书店新版 《陈寅恪集》、商务印书馆重印钱穆史学论著的出版，都

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是史学理论和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展开

了自身学科发展的回顾，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这方面的大量相关的总结性

文章，如 《历史研究》开辟专栏，约请中国史研究不同领域的专家就自己所

在专业的研究沿革历史、研究现状、未来研究方向与重点做出回顾、评价与

展望。

在史学理论方面，进入２１世纪后，学术界纷纷回眸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
展变迁的过程，从中探求经验与教训。除了前述陈其泰主持的 《唯物史观与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 （２００１）、瞿林东主持的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研究》

（２００４）、张海鹏主持的 《２０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２００１）等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外，还有大量的回顾总结性论著发表。如戴逸撰文总结了２０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把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概括为：第一，
进化史观风行。第二，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并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

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

和丰富。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①。也有学者认为，２０世纪中国史学最
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其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

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２０世纪中国史学最
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②。有的学者则认为，２０世
纪中国史学的突出进步是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向经

济史、社会史范式转变，即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再到整合的历史观的研究

范式的转化。在谈及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经验和教训时，史学界充分肯定
了它的 “经世致用”的可贵精神，同时也强调坚持和发扬它的求实品格的必

要性。当然，在 ２０世纪，中国的史学也曾一度被扭曲，像 “文化大革命”

期间那样以 “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

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

信心。这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痛教训。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分专题进行了总结。大凡中国历

史研究的主体内容，如各断代史、史学史、历史地理、思想文化史、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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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民族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史、简帛史、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

法律史、地方史等的成就与不足均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其他如 《中国史研

究》、《近代史研究》、《河北学刊》、《学术月刊》、《文史哲》等刊物，也在

中国史研究的回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专门领域的回顾与总结之外，

史学工作者还就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制度、重要历史文

化现象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总结与评价。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由于它是历史学领域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

相关的总结还不是很丰富。但是，自从这个学科诞生以来，就佳作频频、成

果丰厚，已成为中国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

意对这个学科尤其是其中的中国近代史部分进行科学的学术史总结。２０００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由曾业英主编的 《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一

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 ５０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都要对当年的研究情况做一回顾和

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回顾并非单纯的对研究状况进行梳理，而往往包含

着总结者自身有关该领域研究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深层次思考，是其有

关学科发展认识的一种反映。如 “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一文，就是作者本

人关于灾害史研究的理论思考。“百年历史地理学研究回顾”一文，作者也

就历史地理学内涵的界定、学科性质与名称的厘正 （是历史地理学抑或地理

历史学）等基本问题，表述了自己的意见。李文海有关整体清史概念的提

出，强调从断代史的角度进一步加强晚清史的研究，是清史学科建设的一个

重要课题①，这对于深化清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性。有的文章还就中国

史研究是否有其主体性与话语系统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凡此种种，均表

明 “十五”期间有关中国史学科的回顾，不仅是学术历程的描述，更是具有

一定参考意义的理论总结。

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保证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认真进行中国

史研究回顾与总结的同时，学术批评与论战也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气象。一些

大的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

典》整理出版工程，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学术批评的焦点与重心。在充分肯

定这些工程的同时，也有不少史学工作者对工程的组织方式、运作模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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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结论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吴锐主编的 《古史考》就对 “夏商周断

代工程”展开了措辞激烈的批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虽还在进行之中，但学

术界也有不少相关问题的讨论。更多的学术批评，则是有关学术规范的倡

导，对错误历史观念的严肃针砭，对一些传统看法的怀疑与商榷，以及对具

体史实与史料释读和运用的不同理解。一些学术专刊如 《唐研究》、 《中国

学术》等在开展科学规范的学术评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在史学界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些学术网站如 “学术批评网”等，也为学术批评

及相关信息的公开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学术评论在不同领域和断代之

间表现得并不平衡，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还没有普遍开展起来。

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气，对中国史的研究也有所影响，这表现为一些论

著在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更为严重的是，个别论著存在着

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现象，对此开展必要的批评是应该的。由于评估

体系不够完善等原因的存在，导致了学术研究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偏颇，因

此，有少数论著在史料引用、史实考辨上多少有粗疏、乖误的问题，许多学

术批评集中在这个方面。

就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进行论战，更是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合理

现象。像黄宗智与彭慕兰就 １８世纪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衡估展开认
真的讨论；周建江 《太和十五年》等论著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成败得失提出

迥异于传统说法的观点，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李文海 《历史并不遥远》、

龚书铎 《历史的回答》等著作中，对于某些错误历史观念的批评，澄清是

非，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对于进一步繁荣历史研究事业具有重大

意义。

二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

在充分肯定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所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

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面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与不

足，概括起来，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有意无意地贬

低或淡化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的倾向依然存在于个别学者的

论著中，导致某些研究论著历史观的不够正确甚至错误。削弱甚至否定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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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在中国史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地位的现象已存在多年，虽然在经过严肃的

批判后已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尚没有彻底根除，而延续到了 “十五”期

间。如有一些学者将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人为地加以对

立，以为史学的 “创新”就是要摆脱唯物史观的指导，就是要一概否定以往

史学研究的基本成绩；进而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某些 “理论”与方法，用来解

释中国历史，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有一些学者缺乏科学、严肃的学术态

度，满足于在论著中堆砌新名词，生造新概念，构筑新范式，一味 “标新立

异”，失去了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起码的客观精神和理性良知。有一些学

者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开展中国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主张在研究中要淡化

所谓的 “意识形态”，史料等于史学，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客

观性，因此反对 “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这就在某种程度

上混淆了史学研究的不同层次，把原本复杂多元的史学研究的宗旨、方法和

功能简单化了。有一些学者虽然厌倦 “洋八股”，然而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即陷入尊奉 “古八股”的怪圈，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予以抽象推崇和肯

定，混淆了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借鉴扬弃与迷信遵从之间的本质

区别。

当然，理论上更严重的问题是，有极个别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极其错误

的历史观念，如公开宣扬殖民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的进步；鼓吹帝国主义

的扩张传播了文明，促进了被侵略国家的现代化；美化慈禧是 “杰出的”、

“伟大的政治家”；渲染革命如何黑暗、如何残酷。凡此种种，都见诸于公开

出版的书刊之中。而 《走向共和》一类影视作品，则是这种错误历史观的产

物。它们贬斥诋毁历史上革命和改革的意义，一味美化殖民主义和封建主

义，随心所欲进行所谓的历史翻案。还有的提出 “血酬定律”、 “潜规则”

之类耸人听闻的 “理论”来曲解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情况虽然在

中国史研究中不占主流，但是它们混淆了人们的是非观念，并产生了恶劣

影响。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尤其明显地存在着由于片面的思想方法导致

对历史事实的片面甚至错误认识。在近几年近现代史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所

谓 “研究范式”创新的问题上，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思想倾向。具体说来，就

是如何告别 “革命”史、 “阶级斗争”史的 “研究范式”或 “话语系统”，

建立 “现代化”的 “研究范式”或 “话语系统”。说到底，就是将 “现代

化”与 “革命”对立起来，而无视民族性、阶级性等因素。事实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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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指工厂制度的建立，经济指标的增加，而且也包括通

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产生的国

家意识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内容。如果无视现代化的这些内涵，而仅局限于片

面关注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就势必会得出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例如

前几年出现的对中国未能当 “三百年殖民地”的抱怨，以及因此提出的所谓

“孙子” （按：儿孙之孙）理论 （即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 “孙子”战略，

随便搭上哪条顺风船，或许现在中国会强盛得多），就都是在近代化、全球

化的前提下提出的。而这些错误观点的产生，归根到底，“是有的人离开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结果”。

第二，轻视理论思维，满足于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诠释，导致史学研究在

选题上的烦碎化，从而使历史研究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自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积极借鉴西方年鉴学派 “新史学”的理论方法，

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对诸多历史对象的认识。由

此，社会史、环境史研究热潮逐渐涌动，经济史、心态史、人口史、家族

史、妇女史、疾病史、灾害史、村社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兴起并不断拓

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但受年鉴学派

第３、第４代史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也出现了 “病态”。一些

论著着眼于对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忽略了对社会历史背

景的参照，显示出琐碎化、细微化的趋向，常常是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限制了人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

问题的探讨。

历史学研究按照认识层次的不同，一般可分为考实性研究、抽象性研究

以及价值性研究等几个方面①。毫无疑问，实证性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所研究的问题，在历史自身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则其研究过程中无论有多么实证的内容，也不会导致史学研究的

烦碎和边缘化。但问题在于，在历史学研究的选题中，一些学者只看重对枝

节性历史现象的考证或描述，而轻视甚至否定对历史规律和重大问题的考

察，这就有可能使得历史学研究迷失方向，严重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

现实意义。例如，在上个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史与社会史
研究成为了时髦，可实际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困境，而社会史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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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鸡零狗碎的讥诮。很显然，轻视理论思维，只满足于在历史学甚至其各

级分支学科内部讨论一些过于枝节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历史研究日益被社

会边缘化，历史学的价值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这种局面的形成乃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日益局限于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之

类的考证描述时，社会自然要使历史研究被边缘化，历史学遭到冷落便丝毫

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第三，史学研究中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依然存在，导致了某些结论存在着

偏颇。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

说，它表现为：

一是观念上的唯 “新”是尚，唯时是趋。创新是史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

力，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创新的意义。但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必须具备

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符合历史实际，以史实为依据；二是要正确对待

传统，尊重前人已有的成果。目前史学界某些人在创新问题上陷入误区，正

是违背了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宗旨，为 “新”而新，所谓 “语不惊人死不

休”，一味地标新立异，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翻传统定论的案，虚张声势，

强词夺理，过去肯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则千方百计否定之；过去否定

的，则挖空心思加以开脱、粉饰和美化。包括对以往的学术积累予以基本否

定，如有学者对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方向加以否定，认为中国历史
学在２０世纪的发展，其外观形式上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但其实质和内
涵则无疑仍是古典的学科形态。因此，必须建构起一种新的史学史模式，以

此来关照和反思２０世纪史学价值的真实含义，同时应深刻揭示２０世纪史学
史的曲折命运及其内在根源，以及它在后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异和退化。进而

以此为契机去恢复历史学在２０世纪初 （比如 “五四”时期）曾初步确立起

来的现代科学品格，在这个基础上为 ２１世纪创建一种更富开放性和思想性
的史学体系①。这种 “今不如昔”的 “回归”论，无疑是值得推敲的。

一段时期以来 （不仅仅是近５年来），一些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求真，
而是为了趋时。这种趋时，或是过分强调历史的社会功能，强调致用，迎合

某种政治风尚；或是一切向外看，踏着洋人的鼓点起步，迎合海外汉学研究

的风尚；或是不肯下功夫去进行认真的研究，而是眼睛向下，借普及史学之

名迎合某种世俗风尚。如有的学者借助所谓全球化的概念，对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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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许多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否定，认为那些都是不能忘记

的历史教训。

历史学确实有必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历史学作用的

发挥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黑格尔早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

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

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的利益或目的”①。那么是不是历史

就没有用，不是。历史学之用在于无用之用。对此，王国维有过一段精彩的

论述：“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

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

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

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

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已

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盚之徒

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

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

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矣”②。

二是方法上的照搬套用，唯洋是取。对新的理论、方法，常常是趋之若

鹜，机械照搬③，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动辄用各种时髦新潮的

方法手段去解决并不深奥的问题，用所谓 “后现代”的语言释读各种历史文

化现象，将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其实这样做的效果有时不一定理想。如

有的原本很见功力的社会史研究专著，由于过多地追求方法论的创新，文字

表述过于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累赘，减弱了自身的学术价值与传

播功能④。

三是表述上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缺乏全面系统的观点，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一些提法似乎不够严谨，存在着可供商榷的巨大空间。例如，近

年来地下文献的出土和刊布，对于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

的推动意义，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全面重写中国思想学术史，则是值得讨论

的。简帛材料固然重要，可是它只能起辅助作用，并不能取代传世文献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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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主体地位；而以有限的出土文献来抹杀 “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则

更属于数典忘祖的做法。又如，各类地域文化的研究，为了求全求高，则往

往不加具体分析，将时段性的地域文化 （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异化为

跨时段的通史性文化，从而严重违背了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属性。

第四，学风浮躁问题未得到有力的纠正，学术批评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

强，研究成果的社会普及化与史学功能的转变都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近些年

来，绝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对所属人员进行量化工作实绩考核，这一方面

起到了鼓励研究者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一部分研究者过于

关注成果的数量指标而淡化了对成果质量的追求，成为学风浮躁问题未能获

得根本杜绝的原因之一。一些研究者学风比较浮躁，研究在低层次上重复，

成果数量虽然可观，但真正有影响、有价值、称得上是精品的却为数有限。

选题陈旧、方法单调、知识结构不完善、创新力不强等老问题依然存在。比

较研究、综合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具体说来，一是泡沫学术太多。正如一些先生所说，现在每年出版的专

著、论文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到底有多少，值得研

究。有些所谓专著、论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在资源上是一种浪费，在学

风上助长浮躁。二是对学术创新问题作错误的理解，不是下功对学术问题进

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是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学术是一代又一代积淀下来

的，学术的发展也只能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至今仍

有人喜欢做翻案文章，一些所谓的新观点经不起推敲。三是学术腐败，即抄

袭、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随着著作权法的实施，这种现象有所收敛，但至

今并未绝迹。一方面与学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学术品格有关，另一方面也

与大的学术环境有关。目前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过分强调数量

和刊物的级别而不太重视质量，注重短期评价不注重中长期评价，有的单

位发现部分学术著作有水分，于是就来个一刀切，似乎所有的学术专著均

差，而所有的学术论文均好。出版单位的商业炒作，也是造成学术虚假的

重要原因。

学术批评虽然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从高标准来说，也是有距离的。党

同伐异、应景溢美的现象不在少数；个别的批评甚至发生了人身攻击、曲意

褒贬的行为，在学术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真正的学术争鸣，应该是在贯彻

“双百”方针的前提下，就学术问题进行科学认真的讨论。另外，史学研究

成果向社会大众的普及从总体上说仍不尽如人意，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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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研究领域，对专业学术成果的通俗转化用力甚少①。而且，即使在历

史学专业内部的各种教科书中，对一些专门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研究成

果，也没有充分吸收。各种层次的历史教育中，对新成果的吸收和教学内容

的更新，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十五”时期这种情况虽已有所改

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不少史学工作者实际上与社会大众处于隔绝

的状态，对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需求不够关心。还有一些学者在论著的表述

形式上刻意做作，文风晦涩，缺乏提倡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化意识，或

者套用一些外来概念，或者追求一种洋派文风，而缺少真正的中国气派。这

些，都使得中国史的研究与大众的文化需求相脱节，从而使得史学的发展缺

少了重要的动力。

三　“十一五”期间中国史研究的
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分析

回顾 “十五”期间的中国史研究，我们能够看到，成绩是巨大的，同时

问题与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成绩令我们振奋，不足则让我们感受到责任。

任重而道远，如何使中国史研究在 “十一五”期间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更

好地前进，有必要对其发展趋势作出展望，在史学工作者中间尽可能形成广

泛的共识。

（一）充分认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坚持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这是我们搞好中国史研究的根本前提。历史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

前人创造的文明成就，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意识，为从

事现实社会活动提供不可或缺的启示。这种重要性古往今来都受到了充分

的关注和肯定。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重视学习历史，提倡从历史

中汲取经验和启示，就是中华民族 “以史为鉴”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创造性体现。而要真正实现历史研究的基本宗旨，先决前提是必须在

整个研究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历史研究中应该毫不动摇

地贯彻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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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我们的研究；尤其是在国门大开，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方法蜂拥而

至，各种新名词、新范式、新概念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况下，我

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牢牢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历

史研究中的指导性地位。

当然，这种对唯物史观的坚持，绝不是僵化和教条式的，而应该根据

形势的发展、事物的变化而不断有所发展、丰富和完善。它对中国史研究

的指导，绝对不应该是机械照搬、对号入座，而更多是用活的思想方法论

水银泻地式地予以规范与引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着痕迹、

天然自成，化腐朽为神奇，致学问合大道，所谓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同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也不意味着不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

中的合理因素。既坚持主体性，又贯彻开放性，这是历史研究应该遵循的

正确方向。

经过多年来理论领域的风风雨雨，人们对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

指导意义已有了更多的共识。应该说，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当然，任何 “超越”都离不开对马克

思、恩格斯文本的正确解读，否则谈 “超越”只能是游谈无根、主观臆断。

而任何 “正确理解”也不能永远自锢于经典文本的章句之中，而需要从中开

掘那些具有恒久启示意义的精神。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界有关唯物史观理论探

讨与争鸣中所忽略的。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来说，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最

主要的就是要阐发出其中有关历史发展动力、趋向的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用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任何不考虑成文背景、具体指向而机械照

搬或任意曲解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观点，并将之作为普遍真理的做法，都

是应当摈弃、杜绝的。

最近，党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历史学研究是其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启动和实施，必然会给历史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创

造更好的契机，带来更大的推动，有助于进一步统一人们的认识，有利于回

击各种错误历史观的挑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突出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加强基本史料整理出版的

规划

　　在历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历史事实的
“真”与 “假”，历史评价的 “对”与 “错”，历史研究的 “有用”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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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所谓历史的事实判断、历史的价值判断、历史的功能判断。后现代

主义思潮的冲击，造成历史研究意义的解构，使一些研究者多少处于困惑的

境地：历史事实的 “真伪”怎么看，历史评价的 “功过”怎么定，历史研

究的 “作用”怎么讲。

我们认为，历史研究有其主体性。历史事实尽管扑朔迷离，但是用正确

的方法进行研究，仍有可能接近或比较接近史实的本相。历史评价尽管仁智

互见，但是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仍有可能得出客观或比较客观的结论。历

史的功能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按科学的态度来界定，仍有可能发现积极或比

较积极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倡中国史的研究在注重史实考据的

同时，应以更大的热忱贴近于现实社会生活，关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积极开展历史上民族融合、国家统一、治国方略、制度演进、文化政策、经

济运作、国防安全等课题的研究；不应该为了所谓的纯史学范式而排斥贬低

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去中绝中国古代史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经世资治”的优良传统。一句话，有必要正

确认识和理解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取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

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全面凸显中国史研究的主体性。

履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实现历史研究的根本价值，离不开丰富

而可靠的史料基础。离开基本史实，学术观点的提出，学术体系的构

建，学术理念的更新，都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 “十一

五”期间，重视和加强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依然是中国历史学科建设中

的重要课题。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做出更为细致、

全面的规划，为从事专业研究提供最有力的资料支持。同时，对各个领

域各个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学上的归类总结，也是一项需要进一步

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三）积极加强中国史研究内部薄弱环节的研究，努力创造条

件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

　　中国史研究在 “十五”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事

实，但毋庸讳言，其领域内部各个学科、各个时段的研究进展并不平衡。例

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却

不见有整体的推进。存在着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不够，定性分析与定量

分析结合不够，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不够等方面的问题。价值原则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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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确立，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学术批评规范的确立困难重重。未出现

提出各种观点、方法和理论的学派。此外，在开始引进国外成熟经济学理论

时，会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与削足适履的情况等。这些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

尽管得到了部分改进，但还是今后应该注意的地方。

有的门类虽然有所起色，但与学科整体发展状况相比，仍处于明显滞后

的状态。《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 “礼

制”（祀）与 “军事” （戎）在古代社会处于中心的地位，可在当前的学术

研究中，恰恰是这两个门类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成果稀少，研究方法落

后，缺乏特别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故礼学研究被认为几乎濒临为 “绝学”，

而军事史研究更无法让人满意。曾有学者这么认定：从 ２０世纪初以来 “军

事史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弱项，而且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史学领域的核

心”①。“十五”期间，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但远远不够。

还有一些被忽略的领域，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特别应该注意加强对

一些 “灰色”地带的研究。所谓 “灰色”地带，是指那些处于热点与热点

问题之间或热点与冰点之间领域。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研

究，形成所谓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处于反面的或阴暗面的社会现

象和历史人物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在正面与正面、正面与反

面、反面与反面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以称之为 “灰色”地

带，需要我们去开掘。加强理论修养，在广泛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对老的问题

重新检视。

有些学科门类，如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生态史、外交史等，近年

来的研究受到较大关注，势头强劲，也推出了一系列成果，但是限于各种条

件的制约和学科积累相对薄弱，研究成果参差不齐。例如在近几年的社会史

研究中，就存在不少问题。在对待史料方面，一些论著粗制滥造，在转引材

料时不加考证，错误频出。尤其是近现代时期的社会史资料异常丰富，在史

料运用上需要加以悉心整理。在理论建树方面，有关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薄弱，层次低下，与众多的具体研究相比，表现出不相称的矛盾。

如何加强对中国史学科内部薄弱环节的研究投入，如何在中国史研究中

强化现代技术手段，更广泛地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手段与工具，开展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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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研究，回应社会史学、人口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计

量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的研究方向的崛起大势，在未来几年里，仍将是广大

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另外，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学术批评机制的健全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

健康正常的学术批评应该予以积极的鼓励，这也是维护中国史研究更好地开

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对史学评论要引起更大的重视，要把它作为一个分支

学科来建设。不仅要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给予规范的、科学的史学评论论著以

适当的地位，还要建设一支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尤其是具有学术史眼光的专

业评论队伍。对国家组织或委托授权的学术研究项目，在各个方面应提出更

严格的要求，使其在学风建设与学术质量衡估上真正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要努力克服研究中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与浮夸学风，强化研究选题上的问题

意识和成果表述上的精品意识，致力于填补学术空白，深化传统课题，开拓

新的领域，在投入与效率比上争取最理想的结果。

（四）继续关注史学研究成果的通俗转化，使中国史研究更加

贴近社会，服务大众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学术研究领域所产生的新知识，必须通过一
定流通和传播渠道，为社会所消费，完成知识的普及化过程，才能使新知识

为社会所认可，取得影响社会的效果①。史学研究成果的普及，是促成史学

研究全面提升和良性循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史学研究的自身特点决

定了不可能要求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但是却完全可以

由历史研究者自身通过厚积薄发的方式产出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历史普及

作品，使历史研究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消费发生密切的联系。以往的经验

证明，只要认真关注这个问题，是有可能达成史学研究通俗转化的目标的。

当年吴晗主编 《中国历史小丛书》，林汉达编写 《东周历史故事》、《两汉历

史故事》等做法，就深受广大普通读者的欢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十

五”期间，人们在史学研究成果通俗普及化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

突出，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方面的工作毕竟起步较晚，尚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十一五”期间应该在史学研究成果形式转化上给予更大的关注，

投入更多的力量。这既包括通俗史学理论、方法的研究 （如影视史学、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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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等都应做理论层面的建设），也包括史学研究通俗化的具体实践和操作，

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大众对历史学知识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

是抵制和清除 “革命灾难论”、“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血酬定律”、“潜

规则”之类带有严重偏颇的史学观念与史学作品影响的有力武器。

（五）继续对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当
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争取在理论体系

上取得突破

　　历史学之所以作为一门无可替代的人文基础学科，一定有其区分于其他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和主体性。由于对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历史

理论研究还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对中国历史研究中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还缺

乏全面而深入的理论阐释。随着中国史各领域具体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升华，

史学理论上的制约日益显著。单纯从理论到理论并不能解决学术实践中的问

题，需要有更多从事断代史和专门史等具体研究的学者加入到理论探讨的行

列中来，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和提升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方法乃至概

念、问题和话语系统。

首先，有必要进一步系统梳理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嬗变、更新、发展的历
程，全面总结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理论、方

法，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尤其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

遭受的曲折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由此而促进中国近现代史

学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强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推动我国

史学的发展繁荣。

其次，有必要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尺度和我国史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对

当代西方史学各学派如兰克学派、年鉴学派与 “后现代史学”等进行多层

次、多角度的审视、辨析，特别是要对 “后现代史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

响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借鉴与吸收。

在这方面，要克服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潜在倾向，更要摈弃全盘照搬、机

械模仿的做法，真正做到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推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不断

拓展。

为了更好地引导 “十一五”期间中国历史的研究，根据多位学科组专家

设计的研究选题，我们概括出若干中国史研究的重点方向，供参考。这些方

向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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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帝制时代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演变。
（２）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出现的历史原因。
（３）中国传统政治中基本概念的研究。
（４）中国古代化解社会矛盾的治国方略及其成败得失。
（５）１０～１３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６）历史时期周期性社会动荡的生态动因研究。
（７）中国金融制度的沿革变迁。
（８）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西南文明研究。
（９）近代社会危机与政府对策研究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１０）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１１）中华民国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学术史研究。
（１２）２０世纪中西学术交流与史学变迁。
（１３）史学评论及相关规范的研究。
（１４）史学研究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１５）中国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

中国历史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李文海　林甘泉　黄朴民
课题参加者：郭双林　孟广林　刘后滨

６９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世 界 历 史　　　　

６９９世 界 历 史　　　　



一　概　　况

过去的５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迈入建设小康社会的５年，需要借鉴
他国的建设经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９·１１”恐
怖袭击、伊拉克战争等事件的出现，需要各国共同商讨、协调和解决问题。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用历史的和

世界的眼光来分析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事务。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史学科越

来越表现出它的重要性。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９次集体学习时，
号召各级干部 “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

历史眼光，而且还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要 “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

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胡锦涛同

志的讲话，带来了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春天。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和全国高

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重视下，“十五”期间我国世界史学科成绩显著。

第一，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我国世界史学科出版了各类著作约

５００多部，发表论文约３５００多篇。许多已发表的论著，是根据国外第一手资
料，其中包括考古资料、档案材料及其他文献资料写成的，这从根本上改变

了长期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充当 “二传手”的模仿状态；在某些领域，例如

在冷战史的研究方面，进入了能平等地与国外学者对话的境界。

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以下明显的特色：第一，世界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

更加开阔，注意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探索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

势，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第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

域，如开始研究关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等；第三，在史料建设上有了

突破，陆续引入了一批基础性文献，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优秀的译著和译文。

第二，“十五”期间，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很快。原为世界史全

国重点学科的一些单位再次获得教育部的确认，如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

学科于２００１年再次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南开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于２００２年被批准为新近成立的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同时，一些单位开始重视世界史专业的建设，设立了世界史系或系属世

界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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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期间，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开展

频繁。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各学术团体、研究中心以及大专院校，
举办了５０多次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四，世界史研究的各种人才、包括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受

到格外的重视。许多著名的大专院校都扩大了招生规模，增加了招生的专

业。研究生培养的水平有了提高，一些博士写出了选题新、具有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优秀博士论文，例如韩亚辉的 《镀金时代的美国报业研究》

（２００３）、赵庆寺的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石油危机与美国石油安全体系》
（２００３）、姜立杰的 《美国工业城市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的历史考察》 （２００２）
等数十篇论文。可谓奇葩竟放，异彩纷呈。

“十五”期间，世界史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情况及世界史研究的成果，就

通史、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等几个方面分别叙述。

二　通 史 研 究

近５年来，我国学者在世界通史、国别通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
的成果，显示了我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局部与全局的准确把握。

齐世荣主编的 《人类文明的演进》①，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普及世界历史

知识的读物。它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叙述为主、以众多历史图片为辅，

说明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各篇主编均系我国世界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如

古代篇由朱龙华、马克篧主编，近代篇由刘宗绪主编，现代篇由齐世荣主

编，当代篇由张象主编。全书结构点面结合，集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为

一体，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可多得的普及读物。

李世安、孟广林等编的 《世界文明史》②，同样是从文明兴起和演化的

角度叙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客观评价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展示了亚

非拉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作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本书一个明显的特色是作者

依据新的史料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学术观点。

刘明翰、郑一奇主编的 ４卷本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③，着眼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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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齐世荣主编 《人类文明的演进》（上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
李世安、孟广林等编 《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刘明翰、郑一奇主编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３。



精神文明发展的历程，探讨世界各地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总结了人类精神

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通论性质的人类精神文明史

大作。

马克篧主编的 《世界文明史》①，是面向 ２１世纪课程的教材，全书分
上、中、下３册，内容涵盖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工业文明在
全球的扩展３部分，清晰地叙述了世界文明的进化历程，总结了人类在营造
世界文明过程中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阎照祥的 《英国史》一书②，是作者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写出的国别通史

的力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的 《越南通史》③ 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九

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主要论述越南的原始社会 （略论）和封建社会 （详

论）两个前后承递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发展与衰亡的过程，编年范围起

自远古迄至１９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将两千多年的越南历史予以系
统翔实的阐释，对越南各朝典章制度加以重构，对其治国安邦经验进行总

结，对诸王朝兴衰的因果关系深入剖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客观地说明了历史上的中越关系。在考古

遗物奇缺、史料匮乏、史籍不足、异议之处甚多等困难情况下，这部著作能

够写到这样的程度，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　世界上古史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我国世界上古史共出版各类图书１００余
部，发表论文近４００篇。如果考虑到世界上古史只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中一个
较小的分支学科，专业人员不到２００人，能够参与研究和写作工作的仅六七
十人左右，而国内容纳世界上古史成果的期刊又非常有限，这样多的著述数

量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 ５年的成果之和。
在整个非西方国家当中，只有很少数国家 （如日本）研究成果能达到这样高

的数量。这表明我国世界上古史的研究在健康发展，基本上能适应我国改革

开放事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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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篧主编 《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 《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否、发展的快慢与否，当然不能仅从著述数量的增多

或减少来判断，还要看现有成果的内在质量。就出版的书籍而言，既有自主

研究、史料翔实、论证精审的学术专著，以及反映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译

著，还有普及性的大众读物。这些著作、译著、编著大大充实了世界上古史

的中文参考书库，为我国世界上古史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提供

了更多的读物。就发表的论文而论，既有以传统史学方法为指导的力作，也

有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撰的成果；一些论文颇具专业水准和创新

精神，立论基础不再是近现代国外学者的专著论文，而是古代铭文、泥板文

书、典籍等一二手史料。此外，我国世界上古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

展，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都出现小范围的方向性突破，面世了一

批古文字学、年代学、钱币学、军事史、社会史、官制史、音乐史、体育

史、伦理史、民族史、交通史等方面的成果。学科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在顺利

进行，受过较系统世界上古史专业训练 （古代死语言、现代外语、古代文

献、史学理论思维）的博士生进入了高校和研究机构，使世界上古史的教学

与研究队伍有所扩大和提高。一些新人显露头角，预示着我国世界上古史学

科未来发展的希望。这一切都是学科进步的综合体现。以下择要分述近５年
来的有关进步。

（一）古希腊史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古希腊史研究者的队伍在我国世界上古史领域

相对人数最多，因此历来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近５年来，在世界上古史
领域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古希腊史的论文接近一半，计 １５０余篇；各种专
著、编著、译著５０余部，占所有相关出版书籍的一半。

在定性分析的论题方面，我国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古希腊社会经济

的属性问题上。自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初，我国学者对古代希腊社会的经济属
性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与东方文明一样，古希腊的经济生活也是以农业为

主、手工业商业为辅的共生性经济。这就否定了古代西方以商品经济为主因

而才有民主共和政治的传统说法。这一观点在本世纪初继续引起学界的关

注，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学者支持这一观点，① 也有学者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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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农本经济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传统的结论。①

在微观研究的同时，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者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也进行

了深入探讨。希腊远古及荷马时代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历来研究比较薄

弱。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克服困难，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王以欣从神

话材料探知远古希腊土地私有制的起源②。晏绍祥则对荷马时代进行了深入

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荷马时代是一个具有特殊逻辑的特殊历史时

期，处于原始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③。

希腊民主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重点研究方向。我国学者
积极参与了讨论。王敦书、刘小荣对奉为经典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证

伪④。崔丽娜对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中两项重要的制度———五百人议事会和陶

片放逐法的具体运作方式等细节进行了阐释⑤。上述论文表明，我国学者的

研究同西方学者一样，也可以进入考据层次，并且提出自己的解释。

哲学是希腊文化的明珠，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清

华大学哲学系组织编写了论文集 《Ｂｅｉｎｇ与西方哲学传统》⑥，收集了建国以
来特别是现当代学者对该问题的最新探索，推进了对古希腊哲学史和西方哲

学史的研究。陈村富的论文 《关于希腊语动词 ｅｉｍｉ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和杨适的论文 《对于巴门尼德残篇的解读意见》，对希腊动词 ｅｉｍｉ做了深入
研究⑦，认为该词兼有 “是”、“真”和 “存在”等多重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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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毕会成 《“希腊农业特征”辨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１
期；吴高君：《古希腊城邦经济研究》，《北方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王瑞聚、邹远修 《从

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参见王以欣 《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世界历史》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晏绍祥：《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君主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
第１期；《荷马史诗中的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０年第６期；《荷马史诗中关于政治领袖的术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经济活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６期；《荷马时代巴塞勒斯的权力基础》，《史学集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荷马时代的 “ｐｏｌｉｓ”》，《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王敦书、刘小荣： 《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第四章 “德拉克宪法改革”说辩误》，载于

《贻书堂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９期；《雅典五百人议事会的任命
和运作》，《历史教学》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宋继杰主编 《Ｂｅｉｎｇ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陈村富：《关于希腊语动词ｅｉｍｉ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年第３期；扬适：《对于巴门尼德残篇的解读意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



伦理哲学研究在过去５年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余仕麟对古代中国和希
腊中庸思想的主要提倡者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的

共同点是都主张任何行为应该 “不走极端”、 “恰到好处”，其不同点在于：

前者更有人情味，致力于实现天下之大道，主张个人服从社会；而后者却更

重视知识性，强调中庸的公平特性，弘扬个人意志的自由①。

杨巨平的 《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是一部颇具功力的专著，聚焦于

古希腊罗马的非主流思想流派的深入分析。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犬儒

思想同我国古代非主流的庄子学派的思想进行比较，详细到文本的分析层

面，体现了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水平。

正义思想是古希腊文化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祝宏俊研究了希腊神话体

系中对正义思想的理解②，认为西方自然正义和契约正义的思想可以追踪到

希腊神话之中。毛丹分析了修昔底德对古典正义思想的批评，认为修昔底德

隐蔽地指出了古典政治正义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在实践上呈现为一个约定过

程，更因为它需要以同等强制为前提，而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得到充分保证③。

王以欣的论文④用功能主义神话理论为指导，侧重阐明希腊神话在论证

土地所有权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认为希腊神话中的 “地生人”、移民迁

徙、联姻婚配都具有论证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吴晓群的专著 《古希腊仪式文

化研究》⑤ 全面研究了古希腊的主要宗教仪式及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东西方古史比较研究近年来在稳步发展。陈炎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

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早期文明形成的途径进行了比较研究⑥，指

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都经过 “图腾崇

拜”阶段；也可以说，在轴心时代开始之际，世界上主要的古文明处于同一

起跑线上。但在人类自我意识觉醒时，这三大文明产生了分歧，使得西方、

中国、印度在其后漫长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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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余仕麟 《孔子 “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 “中道”思想之比较》，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年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
祝宏俊：《希腊神话语境的正义》，《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参见毛丹 《修昔底德的正义论：对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种政治思想史读法》，《浙江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月第１期。
王以欣：《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世界历史》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吴晓群：《古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
陈炎：《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３年
冬之卷。



表征。

裔昭印著 《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①，是我国第一部关于

古希腊妇女史研究的专著，它全面考察了自荷马时代至希腊化时代古希腊妇

女观的演变，妇女在城邦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妇女与宗教的关系等

多方面的问题。

廖学盛的 《对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断语的评析》②，以深厚的古典学功底

分析了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著作中一段古希腊文本，指出古希腊文中

“蛮族”一词的内涵有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二）古罗马史研究

古罗马史研究是世界上古史学科中另一活跃的领域，在过去５年中，累计
发表论文６０余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约４０部。与古希腊史比较，古罗马
史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对古罗马文化的研究明显偏少。

罗马早期平民的起源是老大难问题，胡玉娟予以较有新意的解释。她的

基本认识在其专著 《古罗马早期平民问题研究》③ 中得到了详细阐释。与此

同时，她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平民、贵族问题研

究的成果，阐明了平民、贵族集团产生的时间、各自的政治地位、矛盾的性

质、斗争的过程和结局。其论文 《罗马王政时期的平民公民化趋势》④，分

析了公民权对平民阶层形成的特殊作用。宫秀华的专著 《罗马：从共和走向

帝制》⑤，则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过程，从经济、社会、军事、城邦与行

省制度等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从共和制到元首制演变的各种历史原因。对

于罗马能够在庞大的被征服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一事，她归结为罗马统治者在

意大利范围内实行特殊的 “意大利政策”，即利用公民权作诱饵分而治之。

在征服越出意大利本土之后，罗马对被征服地区采取了行省制进行统治。杨

共乐则对罗马行省初期的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直至元首制建立，罗马行省

制度的运行并非有效，行省管理腐败不堪。奥古斯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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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廖学盛：《对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断语的评析》，《西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胡玉娟：《古罗马早期平民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胡玉娟：《罗马王政时期的平民公民化趋势》，《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宫秀华：《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论罗马征服和统治意大
利的政策》，《史学集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罗马行省建立的历史动因》，《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使行省管理走上正轨①。郝际陶对宗教因素在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过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罗马既利用被征服民族的神以达到控

制被征服民族的目的，又利用自己传统的神以凝聚国家力量，同时又利用宗

教来神化自己、维持统治。②

相对于共和时期，我国学者对罗马帝国时期的研究明显薄弱，但也有一

些成果可圈可点。宫秀华对此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罗马帝国人口普查制度进

行了研究③。张晓校对罗马帝国军队何以蛮族化进行了分析④。王晓朝的专

著 《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揭示了罗马帝国时期文化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罗马法》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之一，过去５年有数篇论文对此进行了研
究。吕廷君分析了古代罗马法律产生的精神文化基础⑤，把对 《罗马法》的

研究引向日常生活和道德习惯领域，深化了对罗马法律的研究。

叶民的 《最后的古典：阿米安与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⑥，是一部颇

具功力的罗马史学史专著。作者对不大被人注意的晚期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卓

越的古典史学家阿米安及其史学思想进行了缜密解读，澄清了许多被后人误

解的史实，说明古典文化在公元４世纪的罗马帝国依然根深蒂固。此外，朱
龙华的 《罗马文化》⑦、张晓校的 《罗马建筑》、⑧ 刘文孝主编的 《罗马文学

史》⑨、刘文明的 《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瑏瑠 金海的 《罗马军团》瑏瑡 等专

著，改变了我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研究上的缺位现象。

张绪山对公元３世纪以前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上的交流进行
了研究，指出最早了解中国的希腊人是阿里斯铁。在公元３世纪之前，中国
与欧洲之间在欧亚草原上存在一条商业通道，途经黑海、里海北岸，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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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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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参见扬共乐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参见郝际陶 《论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因素》，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宫秀华：《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人口普查制度》，《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张晓校：《罗马帝国３世纪危机时期军队蛮族化问题》，《史学集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吕廷君：《论罗马法律制度的观念基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６
期。

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朱龙华：《罗马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
张晓校：《罗马建筑》，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刘文孝主编 《罗马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刘文明：《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金海编 《罗马军团》，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中国新疆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中国。①

（三）古代东方史研究

尽管有研究条件的较大局限，我国古代东方史研究者还是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从数字统计来看，发表论文约７０余篇。其中古埃及约３０篇，古代两
河流域、古代印度各约２０篇；出版专著２０余部。其中的代表作有刘文鹏的
《古代埃及史》②、瞿连仲的 《释迦牟尼生平与思想》③、巫白慧的 《印度哲

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和姚为群选译的 《古印度流派哲学经典》④、

李铁匠的 《古代伊朗文化史》⑤。

近年来，我国的埃及学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在对古代东方主要文明的研

究中，对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最有声色。刘文鹏对中国埃及学坎坷而又不平凡

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前瞻，指出埃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⑥。刘文鹏所撰 《古代

埃及史》是今年来我国埃及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作者全面考察了古埃及文

明的行程、成长、兴盛和衰亡的全过程，把古埃及文明存续的时间定为公元

前４０００年代中期到公元７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并在宏观上把古埃及社会经
济形态的性质界定为奴隶制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培养出一批能够初步运用象形文字从事研究工

作的埃及学学者。令狐若明是其中之一，他分析了古埃及文字的结构、演变

和传播，以及对西方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王海利则从古埃及文字的特点入

手指出我国学术界习用的 “象形文字”一词并不合适，它易造成国人对古埃

及文字的误解⑦。郭丹彤、李晓东等人撰文对埃及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

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⑧。古埃及政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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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三世纪以前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关于 “公元１００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世界历史》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罗马帝国沿海向对方的探索》，《史学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瞿连仲：《释迦牟尼生平与思想》，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巫白慧：《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姚为群选译 《古印

度流派哲学经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李铁匠：《古代伊朗文化史》，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参见王海利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世界历史》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郭丹彤：《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的统一》，《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对其政制问题的研究是古埃及文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张晔和刘洪采指出古

代埃及人认为王权是神圣的，而法老却不是神圣的①。古埃及王权产生于涅

伽达文化末叶、涅伽达文化之初，古王国时期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期；此后进

入低谷，至新王国时期进入第二个高峰期。

吴宇虹运用楔形文字解读古代两河流域尚未得到释读的泥板文书，并将

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成果 《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发表于

《美国东方社会学杂志》②。我国亚述学家拱玉书则在德国出版了他的代表作

《楔形文字字名研究》③，表明我国的亚述学者已经以自己出色的研究进入了

亚述学考据的殿堂。

犹太研究是古代西亚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新生利用 《死海古卷》中

有关 《圣经》的内容，对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个 《旧约》版本进行了考证，

认为现有的马索拉本和七十七子希腊文本都有历史依据，人们应该消除此前

对七十七子希腊文本的疑惑④。曾琼的论文同样是对 《圣经》文本的解读，

但作者更侧重于思想内容，认为圣经中已经包含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

人的自信与对神的信仰神奇地结合在一起⑤。

李政对赫梯的统治术进行说明，认为赫梯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国王不断

地将自己的儿子、兄弟和其他王室成员分封到被征服地区充当统治者，同时

双方之间签订了一定的协约。通过这种分封，血缘关系与行政关系结合在一

起，臣民与亲属纠集在一起。李政称这种统治方式为封侯政治⑥。

我国学者对古印度史研究在近５年呈现出活跃气氛，这大概同当代印度
的崛起有一定的关系。欧东明分析了婆罗门教时代、佛教时代、伊斯兰教时

代３个时期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⑦。姚为群编译了古印度哲学的史料集
《古印度流派哲学经典》，选录了许多印度早期哲学的原始材料，为人们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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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晔、刘洪采：《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吴宇虹：《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美国东方社会学杂志》２００１第６
期。

拱玉书：《楔形文字字名研究》 （ＤｉｅＮａｍｅｎｄｅｒＫｅｉｌｓｃｈｒｉｆｔｚｅｉｃｈｅｎ），Ｍｕｎｓｔｅｒ，Ｕｇａｒｉｃ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０。
王新生：《〈死海古卷〉中的 〈圣经〉古卷对于 〈旧约〉文本研究的意义述评》，《复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参见曾琼 《试论古希伯来 〈旧约〉文学中神人关系的悖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

版）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李政：《论赫梯国王的封侯政治》，《北大史学》第１０期。
欧东明：《印度古代政教关系的特征》，《南亚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步研究古印度的哲学和思想提供了方便。巫白慧出版了专著 《印度哲学：吠

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不仅对早期印度的文献材料吠陀经和奥义书进行

深入的分析，还对早期佛教思想进行了研究。

（四）其他

过去几年，世界上古史研究者注意对学科本身的反思。李长林、杜平对

我国台湾学者近２０年来在世界古代史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和介绍，
从而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①。在我国史学大师雷海宗去世前后，我国学者先

后发文纪念这位早逝的学界泰斗②；特别是王敦书发表数篇文章，全面总结

了雷先生的成就，整理了雷海宗的文稿 《西洋文化史纲要》③。

郭小凌论及世界上古史研究的文献史料性质，说明我们使用的所谓第一

手资料实际上大多属于第二手资料。鉴于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状况，这个领域

的研究者特别需要持有一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态度，说话要留有余地④。

他还分析了希罗多德自古代以来被人误解的原因，并借用古代史学批评的失

误说明史学批评需要实事求是，有话好好说，不能像普鲁塔克那样意气用

事，将批评对象一棍子打死⑤。

易建平围绕酋邦模式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否定了 “酋

邦产生专制、产生中央集权”的观点，否定了东方社会由酋邦模式进入文明社

会、西方 （主要是古希腊、罗马）由部落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观点⑥。

古代民族问题研究是过去５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新方向。沈坚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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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林、杜平：《２０年来我国台湾学者世界古代史研究综述》，《世界历史》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参见郭小凌 《雷海宗与他博大精深的历史纲要》，《安徽史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王敦书 《雷

海宗与 〈历史教学〉》，《历史教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王敦书 《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

学术成就》，《历史教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 《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郭小凌：《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郭小凌：《被误读的希罗多德》，载 《西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２０００年第６期；《部
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伦斯基的园耕社
会与谢维扬的酋邦学说》，《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祖鲁与酋邦模式》，《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酋邦与中央集权》，《史林》２００１年第１期；《论古代民主与专制的定义问题》，《史学理论
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对摩尔根和恩格斯有过论述的再思考》，

《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专制酋邦与早期国家》， 《史林》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色雷斯人的历史、居住范围、种族构成、社会制度、精神风貌以及历史影响

做了全面的考察①。叶民、王敦书总结了有关伊达拉利亚人起源的多种说法，

提出伊达拉里亚文化起源于意大利本土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的渐进发展与

东地中海城邦的殖民文化的结合②。徐晓旭研究了古希腊对 “民族”这个概

念的认识和理解，分析了古希腊表示 “民族”的３个主要概念：ｅｔｈｎｏｓ、ｇｅ
ｎｏｓ和 ｐｈｙｌｏｎ，指出古希腊人把血缘 （或更多的是想像的血缘）、语言、宗

教、生活方式等文化属性作为 “民族”概念的主要标准③。

世界古代史教材建设的代表作是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 《世界古典文明

研究导论》一书④。这是我国乃至国际上第一部具有通论性质的世界古代史

研究生教材，对各个文明史的史料状况、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要的学术期

刊与参考文献以及必需的工具书都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为我国世界古代史

研究生教育提供了颇为难得的入门读物。

引进国外优秀的学术成果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重视的工作。我国世界

古代史工作者近５年里在这方面同样取得了突出的业绩，陆续出版的国外著
名学者的著作多达３０部以上，其中不乏有代表性的专著或基础性的史料文
献，如晏绍祥等人翻译的 《罗马的遗产》⑤、张强等翻译的 《希腊的遗产》⑥

是英语世界的学术带头人对古典文明价值的全面总结。张志华译的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等⑦，都大大丰富了世界古代史的研读书库。

四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

近５年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表现如下。
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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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坚：《古色雷斯人透视》，《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叶民、王敦书：《伊达拉利亚人起源考》，《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徐晓旭：《古希腊人的 “民族”概念》，《世界民族》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理查德·詹金斯：《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ＭＩ芬利：《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狄奥修斯·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张志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法〕让—皮埃
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１；《柏拉图全集》，王晓
朝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柏拉图： 《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戈岱司
编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究人员的梯队已经形成。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新一代学者所不及的理

论优势与平和心态，但中青年学者则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从区

域分布来看，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者遍布全国，除了大城市之外，一些地方的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有不少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者。目前，已形成以大城市

为中心、中小城市为外围的发散型格局，以重点高等院校带动各地方院校跟

进的格局，以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中心带动边远地区的格局。

学术研究越来越注重对原始材料的使用和著述的原创性。多年以来，中

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饱受资料匮乏之苦，现在在资料建设方面有所加强，不

仅能够及时购进新的专业书刊，一些研究单位还购买了一些西方出版的原始

文献，如 《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教父文献大全》等多卷本文献①，加之

许多学术文献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初步实现了与西方研究者资源共享的

局面。

与注重原始资料相伴随的是，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原创性。为此，

研究者所思考的、质疑的、挑战的不仅仅是中国学界本身的研究成果，而且

包括对西方学术传统、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反思，如反思东西方的对立，

反思西方中心论，反思西方政治史传统、经济史传统等。我们看到，许多研

究成果不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学者自己的发现。

原创性的实现得益于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求新和求变。学者们不

满足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大量借鉴西方新的史学方法，如新社会史学方

法、心态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

宗教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为本学科一些学者所采用，使历史学

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征。如果分析过去的研究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

研究者选题太大。现在，一些大而化之的选题遭到质疑，研究细化、微观化

的呼吁和实践正在加强。这样的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的是历史的丰富性、多

样性和复杂性。

（一）西欧社会史研究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会史成为国内学界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研
究取向渐渐走向日常生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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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中世纪是一个等级社会。教士在中世纪等级社会中享有特别的地位，圣

职推荐权问题也不全是宗教事务本身，已具有鲜明的世俗社会特征。① 贵族

与骑士处于中世纪社会的上层，中世纪晚期英国贵族使用家仆是很普遍的现

象，二者的依赖关系成为理解双方生活和社会地位的较好切入点②。

中世纪早期西欧商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到后来却成为拥有权势的社会主

导阶层。其间的转变既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也与商人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③。

赵文洪的 《中世纪西欧城市社会等级及其相互关系》④，细致考察中世纪城

市社会的等级特征，突出了显贵等级和非显贵等级的对立。当然，社会等级

是在变化和发展的。郭方的 《１６世纪英国社会的等级状况》⑤，分析了１６世
纪英国社会等级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原因，指出此时的等级社会中各阶层

等级、尤其是贵族有鲜明的新旧结合的特征。

中世纪妇女、婚姻、家庭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俞金尧观察和分析寡妇

改嫁的社会背景、经济制约以及文化舆论氛围；对寡妇改嫁的普遍性给予了

社会经济及文化的解释⑥。李建军等在 《西欧中世纪贵族妇女修道原因试

析》中认为妇女进修道院的原因是多样的⑦。刘文明认为，出于世俗的特别

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远远超过宗教的、精神的追求⑧。这是相当冷静的现代人

的看法，但也许低估了中世纪人们的宗教热情，或者低估了基督教禁欲主义

对女性的影响和作用。

教会史的研究体现了宗教社会学的某些特征。在对中世纪 “封圣”问题

的讨论中，陈文海关注的是其非宗教层面的诸多因素，强调 “封圣”的社会

特质⑨。刘新成对中世纪修道院改革的研究解释了修道在世俗社会生存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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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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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１６世纪英国社会的等级状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中世纪
欧洲寡妇的起源和演变》，《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李建军：《西欧中世纪贵族妇女修道原因试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刘文明：《早期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兴起及对女性的影响》，《历史教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陈文海：《中世纪教廷 “封圣”问题研究———对 “封圣”过程的非宗教层面考察》，《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境①。刘城对教会信仰仪式化的讨论和批评也在于此②。随着对新教反省的

深入，天主教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学者越来越多的认同。林中泽认为圣经是信

仰的指南，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伦理的指南③。彭小瑜的 《教会法研究》④ 力

图在教会、教会法以及中世纪欧洲社会三者之间找寻到各自依存的理由，并

试图申述其对传统概念和学术成见的不满。

犹太人是中世纪欧洲的异教徒，以法律手段将犹太人隔离的制度被称为

隔都。张淑清认为，它是中世纪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产物，很显然对犹太

人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它在保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

生活方式上也有积极的作用⑤。张学明对欧洲中世纪巫术的演变做了简略的

描述⑥。异端一如魔鬼，在正统之外影响和作用于基督徒的生活。中世纪基

督教正统与异端之争，胜负之关键往往受客观环境的影响⑦。

彭小瑜的 《教会法研究》就是在充分解读格兰西 《教会法汇要》、教皇

的教令集以及其他中世纪教会文献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的。作者所进行

的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个人阐发也就持之有据，其著作也就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

（二）西欧经济与社会转型研究

过去２０年，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者说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是我们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现在，这一过渡问题已经演化为转型问题。

转型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与比较历史学的兴起有关。经济学家厉

以宁建立起了东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架构，他在 《资本主义的起源

———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⑧认为，西方刚性的封建体制决定了西方原

生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弹性的东方封建体制则最终只能演变为非原生的资

本主义。侯建新的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⑨，相当宏观地对西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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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将其农民个人力量决定论的观

点加以发挥，进一步强调了主体权利关系。向荣的 《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

主义的兴起》①，从文化角度讨论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兴

起与１５、１６世纪出现的改造传统文化的移风易俗运动有重要的关系，这
一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化对新兴资本主义的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

发展。

在农业领域，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转型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者看

来，农业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如何兴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能否兴起的问

题，但过分夸大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不妥。黄春高的 《１５、１６世纪英
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② 认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困难

的和相当不顺利的。富裕农民的存在并不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农民分

化是复杂的，资本家的出现是缓慢的，至于农业工人或者无产阶级的形成

同样困难。

在商业领域，商业化和市场化则是转型研究的中心。赵立行在 《商人阶

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一书③中，描述和分析商人阶层的形成对西欧

社会转型的影响和冲击。张卫良对转型时期的商业化问题提出了一些理论性

思考④。赵秀荣对近代早期英国商业和商人有较为全面的考察，对商品市场

经济、资金流向、贸易转型、商人与政权之关系等方面，给予细致的论述和

分析，其关注点也在转型问题上⑤。

转型研究还在多个领域展开。学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而顽固

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西方社会向近代转型。龙秀清在考察近代早期教廷财政

制度后认为，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

守，其制度变迁并不是反常的逆流，罗马教廷的财政也出现了向近代的

转型⑥。

马克篧的 《论地主经济》从总体上对中世纪东西方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

进行了归纳和阐述，更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世界普遍性特征给予描述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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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是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新理论概括①。从技术角度探讨 １３、
１４世纪英国领主庄园账簿使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经
济运作和市场概念。李云飞的研究成果正确地指明了中世纪领主的利润观念

与近代企业家的利润观念的不同。②

（三）西欧政治史研究

西欧中世纪政治史研究在近５年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之外，孟广林的研究涉及到政治观念与政治

现实之间的互动。作者在 《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

章》一书③中，不仅很好地梳理和分析了西方相关的学术传统，并对王

在法下、封建无权威、宪政至上等流行看法提出了质疑。蔺志强对 １３世
纪英国的国王观念的考察已经游离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路数，带有相当

凸显的政治文化特征④。

陈文海对法国中世纪王权的探讨集中在政治文化领域，作者并没有去考

察中世纪法国政治史中那些传统的问题和领域，而是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王室

徽章、守护神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题⑤。

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课

题之一。有研究者认为，１５世纪末近代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欧洲民族
同步出现了，但是近代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仍然滞留在中世纪，因此造成

了德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滞后⑥。１６世纪英国民族意识的发展也成为我国学者
研究的关注点⑦。这些讨论体现了政治文化特征。

中世纪法制史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充分解读梅特兰 《英国法律

史》的基础上，李红海对中世纪早期普通法发展历程中的技术问题、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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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发展脉络等方面做了相对细致的阐述和分析，这是国内研

究中世纪普通法的最新成果①。程汉大研究英国法制史的文章反映了他最新

的研究成果②。侯树栋论述中世纪后期德国农民法律意识变化的文章值得关

注，作者描述了农民在斗争中从利用古法到神法的历史过程，凸显了德国农

民战争所具有的神法特征③。

（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

对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

一。通过总结先前的研究表明，反思传统成为新的主题。

文艺复兴代表一种进步，代表对中世纪思想、观念、文化以及社会的反

动。强调其进步特征的研究相当多。它们多集中探讨这些新思想、新观念、

新文化乃至新社会的发生与兴起，探求观念的演变和发展成为研究者揭示其

进步性的主要方法。

现在，我国学界开始反思文艺复兴的革命性及进步性，而作为文艺复兴

对立面的天主教的合理性、重要性甚至积极性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天主

教不再只有落后和黑暗，它与文艺复兴二者的关系引起学者的深思④。史学

界过去一贯把天主教会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和对立面，这不符合历史事

实。有研究者认为，不应该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它们之间也有传承乃至合

作⑤。在有的研究者看来，甚至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并不阻碍资本主义的成

长；相反，它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积极的推动⑥。不少学者则讨论到人文主

义者身上的传统乃至保守的特征⑦。

对宗教改革的反思研究一如文艺复兴，虽然强调宗教改革革命性和积极

作用的文章仍然不在少数，但对宗教改革的革命性与进步性提出质疑和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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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合理性给予辩护的文章则在不断增加。对路德的关注和评价正体现出

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研究者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纲领——— “因信称义”

说包含着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人的价值、节制消费、民族意识等一系

列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因此，在德国，宗教改革成为了文艺复兴的一种特

殊表现形式①。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对路德的正面评价。但其他侧面的论

述则揭示出路德思想的复杂性。例如，马丁·路德的反犹思想是他的负面形

象；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他的这一思想笼罩并毒化了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参

与造就了１９世纪晚期以来的德意志反犹主义运动②。

（五）拜占庭研究与亚洲中世纪史研究

前面的考察表明，世界中世纪史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欧洲尤其

是西欧地区的研究方面，对其他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陈志强的著作是我国学者最新的对拜占庭研究的成果③。徐家玲关注的

是早期拜占庭历史④。张绪山对拜占庭与西突厥之间交往的细致考察，开辟

了拜占庭历史研究的新领域⑤。此外，新生代研究者开始成长，如郑玮对公

元７～９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原因的探讨，对 《农业法》与村社特

征的探讨。⑥

东欧中世纪史研究比较薄弱。许桂敏对诺夫哥罗德土地占有形态问题的

讨论，显得尤为难得⑦。曹维安对俄罗斯农奴制度的特点做了一些分析⑧。

刘祖熙的文章或许能够弥补对斯拉夫研究之某些不足，但对许多问题的论述

并不充分和深入⑨。

我国学者对阿拉伯地区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哈全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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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路德的 “因信称义”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罗衡林：《马丁·路德与犹太人问题》，《世界历史》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陈志强：《拜占庭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徐家玲：《论４至６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变革与转轨》，《历史教学》２０００年第４期；《拜
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张绪山：《６～７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郑玮：《７～９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历史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拜
占庭 〈农业法〉所反映的村社特征》，《南开学报》２００２年增刊。
许桂敏：《１６、１７世纪诺夫哥罗德封建土地占有形态的特点》，《世界历史》２０００年第３
期。

曹维安：《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刘祖熙：《中世纪斯拉夫文化刍议》，《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阿拉伯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的高水平

的研究著作，对于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封建经济形态的诸多问题，作者都进

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①，而他对麦地那国家中吉玛人的研究，则更体现出细

致的特征②。

许序雅研究中亚萨曼王朝的著作，是国内唯一研究该王朝的一部专著。

作者力图再现公元９～１０世纪中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对所谓绿洲型封建
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做了有益的探讨③。张文德对中亚苏非主义的研究则

集中探讨３个教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分析了苏非主
义的影响④。刘卫萍对喀喇汗王朝经济思想的探讨，是西域经济思想史研究

方面值得提及的成果⑤。

我国学者关于日本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成果。徐建新细致地

考察了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度⑥。官文娜探讨了从平安到镰仓

幕府时期日本的养子制，认为它表现出血缘和非血缘收养两个不同的阶段特

征⑦。考察古代日本与琉球的关系，虽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显然反映了研

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现实性的关注⑧。

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中，对各地区的比较考察成为重要的研究途径和方

法。我们可以读到这一领域多视角的比较研究成果，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

到思想，从技术到心理，从制度到精神，无处不见比较。

马克篧是封建社会共性论的坚持者，他的坚持来自他一贯反对西方中心

论。最近，他对 “１５００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地
理大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等观点和提法均为西方人看世界的结果，并

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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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全安：《阿拉伯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哈全安：《麦地那国家 （６２２～６６１）的非穆斯林臣民———吉玛人》，《南开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
期。

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张文德：《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刘卫萍： 《西域经济思想史———喀喇汗王朝经济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徐建新：《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世界历史》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官文娜：《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度及其文化特征》，《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米庆余：《古代日琉关系考》，《世界历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马克篧：《从比较中探索古代世界史结构》，《文明比较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五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近年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

变化较大。据不完全统计，在 “十五”期间，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已经

出版的各类著作约 ５０多部，发表的论文有 ６００多篇，其中不少著述具有较
高的学术水平。

（一）断代史研究

这一时期世界近现代的断代史研究成果丰硕，并带有明显的特色。这些

特色是：在研究中，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历史研究的风气得到发扬；在内容

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观点上，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现象；

在史料建设上，有了突破，引进了一批外文资料，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译著和

译文；在选题上，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受到重视，出现了从理论上探索世

界近现代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佳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近现代断代史的研究受到重视，特别

是对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研究和对２０世纪史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
李世安的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

不同模式及其经验教训，从新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审视，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主编的 《世界沧桑 １５０
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② 一书，用与时俱进

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眼光考察１５０多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体裁采用
的是报告形式，除了综合研究报告之外，还有 １１个专题报告，对世界科学
技术、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哲学、宗教、民族、殖民主义、战争和社会

主义的变化进行了详细报告。

齐世荣和廖学盛主编的 《２０世纪的历史巨变》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
我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２０世纪英国殖民体系的演变等进行了深
入研究，对２０世纪的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世纪性的回顾和思考，对了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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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安：《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主编 《世界沧桑１５０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

要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齐世荣、廖学盛主编 《２０世纪的历史巨变》，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去、展望未来极富启发作用。资中筠对 ２０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思考，考察了
２０世纪中的美国、欧洲与俄罗斯，探讨了 ２０世纪中的自由、平等与民主，
也关注全球化、东西方与新时期的国际问题①。

彭树智的 《文明交往论》② 对全球化进行了新的解释，用文明交往作为

分析全球化的理论架构，是中国学者在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创新。

在世界现代史分期问题上，李世安的 《世界现代史》③ 一书把１９０５年作
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该书以简明的叙述展示了 ２０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时期的世界历史风云；注重对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该书比

较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增加了对

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历史叙述的分量。

曹胜强在 《世界通史教程》④ 现代篇中认为，世界现代史是从１９００年直
到现在，其间以１９５５年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该教材不是以传统的
１９４５年为界划分为两阶段，它既没有以欧洲为中心，也没有以非欧洲为中
心；既没有以资本主义为中心，也没有以社会主义为中心；既没有以发达国

家为中心，也没有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该书力图勾画出一幅多维的、立体

交叉的、网络式的现代史画卷。

孙颖、黄光耀主编的 《世界当代史》⑤，涵盖１９４５～２００１年全球发生的
重大政治、经济、外交事件和社会变革，以编年体形式分五大板块进行论

述：国际格局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科技、

文化和社会生活。

金重远在 《世界当代史》⑥ 一书中认为，世界现当代史的分期，上起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下迄 ２１世纪之初。全书纵贯近百年间战争、和平与
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横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

近年来，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专门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研究

者在原来侧重政治史、外交史的基础上，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教育

史等领域转移，并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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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主编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世安：《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齐涛主编 《世界通史教程》（其中的现代篇由曹胜强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孙颖、黄光耀主编 《世界当代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
金重远等：《世界当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环境史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梅雪芹从环境史的角度，

研究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发展，颇有新意。① 侯文蕙分析了环境史、环境史的

生态学意识和环境史发展的趋势，对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理论上

的探讨②。

在社会史方面，谢闻歌论述了１７０年来英美两国现代警察社会调控职能
的变化情况，拓宽了西方社会史研究的领域③。俞金尧分析了家庭概念的演

变及其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家庭史的角度研究欧洲历史④。

此外，在从经济、文化以及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世界近现代史方面，

也出现一些有新意的著述。王晓德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拉丁美洲经济长期不

发达的原因⑤。王文仙从殖民地经济的角度研究墨西哥的大庄园⑥。何顺果

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 １６世纪以来东欧的劳役制庄园，开辟了从比较
研究角度探讨不同地区经济制度的新思路⑦。

研究者还结合当前的实际进行研究。例如彭玉龙著 《谢罪与翻案———德

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⑧ 一书，从战后

德国、日本政权建立的基础、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剖析德日两

国对二战反省的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指出日本应向德国学习。

近年来，学术界还出版了一些国外优秀的译著和译文，如美国特伦

斯·Ｋ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吴英译的西方名著 《转型时

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１９４５～２０２５》⑨。该书介绍了以西方著名学者伊曼
纽尔·沃勒斯坦为中心的学者们关于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新之作，有

助于激发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前景的预测进行思考和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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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谢闻歌：《英美现代警察职能和调控手段变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俞金尧：《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世界历史》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王晓德：《试论拉丁美洲现代化步履艰难的文化根源》，《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王文仙：《试论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大庄园的特征》，《世界历史》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何顺果：《东欧 “再版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性质问题———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比较》，

《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彭玉龙：《谢罪与翻案———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

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１。
〔美〕特伦斯·Ｋ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
１９４５～２０２５》，吴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刘德斌所译、美国华人学者杜维明所著 《文明语境：全球化与多样

化》① 一文，是一篇关于世界文明的有影响的论文。作者认为，作为人类不

同宗教和文化的共同精神和共有价值观，人道、公正、文明、智慧和信任将

对文明对话和全球和平文化的培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面是世界近现代断代史的总体研究情况。除了世界近现代史断代史研

究的一般成果外，世界近现代地区史、国别史等专门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二）西欧史研究

在近现代西欧史研究中，英国史的研究一枝独秀。我国的英国史研究经

过数代人的辛勤建设，目前已向纵深发展，在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

对近代英国的历史考察更加全面。

在英国政治和思想史研究方面，阎照祥对英国贵族政治的研究状况进行

了评述，提供了国外研究贵族政治的第一手的信息②。阎照祥根据最新研究

成果写出的专著 《英国史》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程汉大将法律与历史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详细阐述了英国法律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将法制史和英

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紧密联系，重点考察了英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制文

明，弥补了国内英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体系编排上既有系统性又有针

对性④。李世安论述了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利

益进行的长期斗争；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英国议会的做法是值得

认真研究和借鉴的⑤。陆伟芳和余大庆认为，伴随英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

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１９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⑥。佘云霞论述了英
国自由党衰落的时间和衰落的原因⑦。陈海宏和肖华锋探索了１９１９～１９４５年
英国的军事建设，及其为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做出的重要贡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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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云霞：《试论英国自由党的衰落》，《世界历史》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陈海宏、肖华锋：《英国１９１９～１９４５年的军事建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在英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洪霞认为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期，文化相对
主义思潮在英国社会的兴起，对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进行了修正，其主要观

点是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英国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制度就是根据

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而发展演进出来的统治方式①。

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钱乘旦以英国为例，说明现代化是一个变动的

过程，变动与适应相结合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工业革命之所以肇始于英

国，正是由于１８世纪英国具有最灵活的社会结构和最宽松的适应机制。同
样，英国得以成功地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也源于其灵活的社会

制度。政治结构的适应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社会适应新的变动的能力，从而保

障了社会的稳定。不断的变动和不断的适应是英国现代化过程的显著特点，

也是其留给世人的宝贵经验②。

王晋新认为近代早期英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税赋和公共信

贷两大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建成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这种体制既

维护了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阶层的根本利益，又强固了英国国家政权的财

政基础，并在推动英国大肆进行争霸战争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它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③。

张乃和对英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其研究领域有所创新④。

孙立田的 《工业化以前英国乡村教育初探》⑤，考察了工业化启动前英

国农民———包括普通农夫、雇工和富裕农民阶层 “约曼”的教育状况。文章

认为，工业化启动前，英国乡村教育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农民的识

字率及乡村整体文化水平均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英国农民逐渐摆脱了愚昧和

迷信，显示出新的精神面貌和品质，这为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精神上和智力

上的保证。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英国农民成为工业化的积极推动力量。

尹虹的论文 《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⑥，研究了英国

在近代早期历史上最严重的流民问题，以及英国政府为此颁布的一系列法

令、法规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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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英的论文 《评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①，论述了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的哈斯基森关税改革，认为这一改革打破了英国传统的经济与商业政策下保

护主义的坚冰，廓清了通往自由贸易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促进了国内制造

业、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同时期英国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自由主义改

革相互呼应，是英国由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重要环节。

在西欧史的研究中，德国史研究的进展也很快，主要集中在对德国现代

化模式和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的研究上。

在关于德国现代化和历史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方面，有关学者对近代以

来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将近现代德国历史的曲折

发展与其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联系起来，认为德国在 １９世纪走上了不同于
西欧和北美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并就相关成因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吴友

法、黄正柏主编的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② 一书，全方位展示了德国从１９
世纪初到２０世纪近二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着力突出德国资本主义社会
演变和发展的特点，论述了德国资本主义独特发展道路形成的重要原因。邢

来顺的论文 《近代工业化时期的德国移民问题》③，研究了１９世纪以来德国
政府是如何解决移民问题的。

在德国史的研究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仍然是目前一个重

要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历史、地缘等不同角度探讨德国军国主义的演进情

况；从群众心理学等新角度剖析纳粹的宣传问题。相关新著有冯存诚等著的

《正义之剑———全球之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④。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

究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的力作，独立构筑了对纳粹战犯研究的体系，全方

位、多层次地阐述了自 １９４５年至 ２１世纪初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史料翔实、
论述严谨、深入浅出。唐思的 《二战前夜纳粹德国报纸政策研究》⑤，考察

了作为纳粹宣传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报业政策，体现了纳粹宣传体制

的专制统一、管制色彩浓厚等特点。马瑞映的论文 《德国纳粹时期的妇女政

策与妇女》⑥，研究了德国的种族主义妇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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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英：《评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安徽史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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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史研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过去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其

研究特色是老课题得到新解释，研究成果服务现实。闵凡祥分析了造成法国

近代工业化进程 “不发达状态”的原因及其影响①。金重远论述了法国政坛

上左、右翼之分的起源、发展和特征②。周荣耀研究了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并认为戴高乐主义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

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③。沈坚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法国工人阶级的变化与社会冲突的原因及社会背景④。

（三）俄国、东欧史研究

在俄国史研究方面创新的成果较多，但观点的分歧也较多。目前争论的

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研究以及对苏联历史的反思上。在争论

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苏联历史的否定；而另一种认为，应该历史地、冷

静地和客观地评价苏联历史。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对苏联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历史进行了历

史考察，从革命、生产力、社会主义观念、民主与法制、个人迷信、民族问

题、领导人责任等方面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⑤。吴恩远介绍了当今俄罗斯人

民对历史的反思，认为在 １９８７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误导，俄国出现了对苏
联历史的全盘否定；但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俄国人民逐渐抛弃了那种
否定一切的态度，能够比较冷静、客观地评价苏联的历史⑥。

俄国现代化研究是俄国史研究中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刘祖熙的专著

《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⑦，是一部系统、全面阐
述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专著。全书分经济、政治、文化三部分，揭示了俄

国赶超型工业化的特点，阐明了俄国政治现代化的演进和滞后，阐述了俄国

传统东正教文化、官方正统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世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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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重远：《法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历史与现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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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多元文化的出现。曹维安的专著 《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

本问题》①，以农奴制度、专制制度、村社制度和东正教这四种制度作为研究

俄国史的切入点，尝试对俄国历史进行新的论述，对彼得一世改革和农村公

社等问题都有精辟论述。张广翔的论文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

化》②，论述了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改革进程及其负面

影响，揭示了俄国现代化进程缓慢、曲折的根源。刘祖熙的论文 《试论俄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③ 认为，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俄国的现代

化是沙皇政府主导下的国家行为，具有赶超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这注定了

俄国的现代化始终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农奴制度、专制制度、东正教

是其主要的障碍机制。张广翔的论文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缓慢的直接原

因》④ 一文，认为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缓慢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的自

然增长超过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数量不足，农民

向城市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城市化的进程和性质；部

分市民迁往农村或转为农民。张宗华的论文 《东正教伦理在 １８～２０世纪俄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效应》⑤，试图说明以地缘政治、村社传统制度为土壤

的东正教伦理 （救世主观念、王权至上、在逆境中的忍耐的精神和群体意

识、博爱和人道主义）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效应，塑造了俄罗斯民族

精神上的二律背反。这种矛盾性格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大胆尝试，创建了人

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世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借鉴性、不

成熟性使俄罗斯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俄罗斯民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是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上对苏联解体的一种阐释。

在俄国思想文化史和其他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一批新作。姚勤华的论文

《１９世纪俄国斯拉夫主义思想和运动研究》⑥，对俄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的
斯拉夫主义进行剖析和批判，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李兴的论文 《文化民族

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⑦ 一文，从文化角度论述了俄罗斯与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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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作者认为，由于地跨欧亚两洲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俄罗斯这个

民族国家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优越感，经常与西方不合拍或与西方不相同，

但又不得不学习西方，因而在民族心理上常不平衡。俄罗斯与欧洲列强相互

存有戒心，文化民族主义决定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俄罗斯永远不会变成西

方，西方也永远不会完全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欧、中欧、东欧的具体关

系也不尽相同。竞争与合作并存，妥协与矛盾共生，磕磕碰碰，不会一帆风

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走向。赵士国、杨可所著 《俄国沙皇传

略》① 一书，叙述了１６世纪至１９１７年俄国历史上１１位统治时间较长、影响
较大的沙皇的生平事迹。该书既是一部沙皇传记，也是一部传记体的俄国

史，对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生活方式及其对历史影响的描述，形象生

动。刘靖北的论文 《对苏俄初期政党体制转型的再认识》② 指出，十月革命

前后，列宁和俄共曾经设想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并在十月革命后将这

一设想付诸实践。苏维埃政权初期多党联合执政的短暂试验，对于巩固新生

的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苏俄政党体制最终从多党联合走向一党制，主

要是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后来，斯大林把一党制绝

对化，忽视一党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使这一体制产生了许多严重弊

端，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沈志华任执行主编的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③，收集了大量苏联档案。

沈志华的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④ 一书，使用了大量档案文献和发

掘了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朝鲜战争的起源和中、

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等进行了新的解释。

（四）美国、加拿大史研究

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可谓是世界史研究中的 “显学”，其研究队伍最为庞

大，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在 “十五”期间，美国史的许多薄弱环节得到了

弥补，美国早期史的研究、美国现代化发展中的许多过去缺乏研究的方面都

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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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和杨生茂总主编的 《美国通史》６卷本①，是一套研究美国史的
精品。其中李剑鸣著第１卷 《美国的奠基时代１５８５～１７７５》；张友伦、陆镜
生、李青等著第２卷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１８６０》；丁则民、黄仁
伟、王旭等著第３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１８６１～１９世纪末》；余志森等著
第４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刘绪贻、李存训等著第５卷 《富

兰克林·Ｄ罗斯福时代 １９２９～１９４５》；刘绪贻、韩铁、李存训等著第 ６卷
《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２０００》。这套 《美国通史》从策划至正式出版，具体参

加编写的美国史研究工作者达３０余人，历时近２４年，由国内多位研究美国
史的著名学者担任各分卷主编，各卷独立成册。 《美国通史》６卷本无论在
编撰的体裁上，史料的运用上，还是学术观点上，都有重大创新。该书是他

们多年潜心研究美国史的心得成果，视野宽阔，见解新颖，论述精辟，资料

丰富，代表了目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体现了各位著者多年的

学术成就。

李世安的专著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②，系统考察了美国的人权

政策发展史。周琪的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人权外交做了系统

考察。美国人权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

意义。

王晓德的著作 《美国文化与外交》③，从文化视角研究美国文化与外交

的关系，拓展了美国史研究的领域。

除了专著，美国史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论文。

李剑鸣首次评价了马萨诸塞立宪运动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作用，是美国宪

政史研究中的新作④。李世安对美国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产生、发展及

其作用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了美国人权外交的内幕及实质⑤。梁茂信从人

口流动的角度研究美国城市，进而解读美国社会问题的成因，是一个非常有

见地的视角。作者对人口流动与都市化的关系及其后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作者还在具体论述中澄清了以往许多较为模糊或理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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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问题①。何顺果的 《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一文，以公司土地的私

有化和 “共耕制”的废除为转折点，以及由此引起的三大问题，即印、白关

系的急剧恶化、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管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为线索，探讨了

原来的英国特许商业公司怎样在北美的殖民过程中逐渐发生嬗变，又怎样在

解决上述三大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在经济上引入雇佣劳动制、白人契

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另一方面则在管理上引入贵族的或平民的代议制，进而

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一个正在诞生的新的社会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结构，从而对

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做出社会历史学的系统的解释②。高国荣从环境、生

态和文化传统分析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南部沙尘暴产生的原因，具有现实
意义③。

加拿大史的研究开始在我国受到重视，对加拿大历史研究的情况可以概

括为起步晚、发展快。与 ２０００年以前的研究成果相比，自 ２００１年到现在，
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加拿大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姜秡等从加拿大文明的起源、发展和特色的角度，对加拿大历史进行了

梳理④。黄昆章等著 《加拿大华人华侨史》⑤，记录了加拿大最初的中国移民

的历史和当代移民的现状。付成双的著作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研

究了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历史。王籨主编的 《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

史》⑥ 一书，对加拿大文化马赛克的形成、主要民族的移民和少数民族的移

民都做了概述。

杨令侠的 《战后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研究》⑦ 一书，分析了加美两国在战

后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上的政策和行动的分歧与合作。这部著作专题性很

强，也有一定的深度。刘军的论文 《２０世纪２０至７０年代初加拿大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运动概述》⑧，对加拿大妇女运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杨令侠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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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籨主编 《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史》，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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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２０世纪２０至７０年代初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概述》，《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１期。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酸雨的环境外交》①，开辟了加拿大史研究的一个新领

域。杨令侠的论文 《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成长》② 和 《加拿大新史学

的兴起与发展》③，对加拿大的社会史研究有精辟的论述。付成双的论文

《加拿大地方主义经久不衰的机制性原因探析》④ 和 《加拿大西部诸省的省

内建设与经济多样化》⑤ 两篇文章，从制度上探索了加拿大地方主义存在的

原因和各省经济发展的模式，颇有新意。

（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史研究

“十五”期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史的研究与过去相比，进步显著。

在亚洲史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这５年期间出版的学术著作有１６０
余部，发表的学术论文近４００篇。可以说，亚洲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段、所有
国家和地区以及所有领域，均被涉及。

从时段上看，亚洲现当代史的研究压倒了古代与近代史研究，占大多

数。这是由于战后亚洲现代化蓬勃发展的进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１９９７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又给世界一次巨大的震撼；特别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许

多问题，均可以从亚洲诸国的成功与挫折中找到启示。张德明的论文 《东西

文明的融合与亚洲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新探》⑥，比

较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深度。关于亚洲现代化进程的研

究，从韩国到东南亚诸国，从印度到伊朗、土耳其，几乎所有国家的经验与

教训，新近都有我国学人进行了探讨。

从国别与地区看，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地区仍然是我国学人密集笔耕的

学术领域，这也是我国亚洲史研究的传统优势所在。这一状况，近５年来并
未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对日本史的研究仍然受到我国学者特殊的 “青睐”，

这种历久不衰的学术关注反映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国人

对日本屡次崛起秘密的渴求；也反映了我们对日本迄今的历史发展诸多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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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令侠：《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成长》，《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杨令侠：《加拿大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南开学报》２００２年增刊。
付成双：《加拿大地方主义经久不衰的机制性原因探析》，《国际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付成双：《加拿大西部诸省的省内建设与经济多样化》，《南开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张德明：《东西文明的融合与亚洲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新探》，《世

界历史》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的高度警觉与不安。在这一领域，杨栋梁的 《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

究》①，茅海建、郑匡民的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②，武寅

的 《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③，臧运祜的 《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与特征》④，李晓峰的 《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新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⑤

等，皆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日本文化史的研究上，成绩也很突出。在质量的提高上，王勇所著

《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⑥ 一书比较有代表性。该书以日本考古

学界的新成果和大量日文文献资料为基础，聚焦生成日本文化之内外因素，

铺叙基本的历史常识，点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史实，是一部具有中国观点的

研究日本文化史的力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地区外，近 ５年来，我
国学者对西亚、特别是中亚地区史的研究明显加强。 “９·１１”事件以
来，国际反恐的大形势以及美国单边主义国际政治的实施，使得西亚和

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大为凸现。如果说西亚地区的历史研究是我国亚洲史

研究者需要强化的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中亚史的研究则更为单薄，甚

至可以说还是一片处女地。可喜的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国的中亚史研
究，在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蓬勃展开的基础上全面持续进行，取得了一
定成绩。王治来、丁笃本编撰的三卷本 《中亚通史》已由新疆人民出版

社出齐。此外，马大正、冯锡时的 《中亚五国史纲》⑦ 等著述，均可列

入这一时段的佳作。

从研究的领域和角度看，学者们在选择研究课题，包括继续探讨亚洲诸

国现代化这类重大课题时，比较注意从新的视角，例如从文明与文化领域的

视角展开，使得研究成果更趋新颖与深入。这方面的著述有：盛邦和的 《新

亚洲文明与现代化》⑧，梁志明的 《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⑨，张立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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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研究》①，苑崇利的 《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②，彭伟步的

《新教理论与新加坡文明》③，石训的 《宋代文明与东北亚格局》④，荣新江的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⑤，陈恒的 《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⑥；胡

令远的 《文明化、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⑦。以上许多的著述，反映了自亨

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发表以来，我国学者在与之交锋中将研究的视野与视

角向深层开掘的演进。

我国学者在非洲史的研究上也有很大进步，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更加强

调研究课题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克服了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曾出现过
“往热点靠”、研究课题重复的现象。如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学者在几年
内就撰写和出版了５～６种大同小异的 《曼德拉传》、４种关于非洲文明的著
作。研究重点分别集中于研究非洲的几个重点问题：殖民主义在非洲统治后

果的评价，非洲民族主义问题，非洲国别史专题，中非关系史等问题，而忽

视了其他问题的研究。但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基本上未出现 “往热点靠”，重

复研究的现象减少。其中，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引

导、推动和调节非洲史研究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

不过，我国的非洲史研究虽经多年努力，但与世界水平相比仍相距甚

远。总的来看，有较深入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是很多，研究者的兴趣集中于

非洲大陆的两端———埃及和南非，对古埃及的研究兴趣超过了对现代埃及研

究的兴趣 （至少从论文数量来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有一

批中青年学者对埃及学的研究有执著的兴趣，其中还有通晓埃及古文字的，

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从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到古埃及文明特点

和埃及学，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近年来，对南非史的专题研究有明显进展。北京大学有５位博士生的学
位论文选择南非史专题：《南非土地问题的成因———阿非里利卡人的土地观

念、经济和阶级结构与南非土地问题》，《南非工业化进程中的流动劳工制度

研究》，《南非白人经济与种族隔离制度关系的历史考察》，《种族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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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东亚文化研究》，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
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彭伟步：《新教理论与新加坡文明》，《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石训：《宋代文明与东北亚格局》，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陈恒：《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胡令远：《文明化、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形态的形成与南非种族统治体制》，《英裔白人与开普种族主义殖民秩序的建

立》。上述各有十几万字的专题论文 （部分已达到出版专著的水平）涉及南

非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化的经济背景和 ２０世纪末种族主义制度崩溃的历
史必然，较深入地揭示了南非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历史奥秘。

沐涛的 《南非对外关系研究》① 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对非洲国别外交关

系的系统研究，着重研究实行种族隔离制时期的南非外交环境。从外交是内

政的延续的角度，既剖析了南非外交的困境，又揭露了南非白人政府同跨国

公司、军火商之间私下交往的历史，后者是白人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

因素。

舒运国等的 《南非现代化研究》② 属世界现代化研究中的个案，其研究

特点是将南非的现代化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化进行比较，揭示种族歧

视的极大负面作用。

李安山的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③ 是我国学者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取

得新进展的著作，在消除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注意用历史方法进行分析

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体现了我国学者现今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的水平。

郑家馨主编的 《殖民主义史 （非洲卷）》④ 和高岱、郑家馨的 《殖民主

义史 （总论卷）》⑤，是我国 ２０年来关于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研究小结，对殖
民主义历史作用的两重性、非洲各国的殖民主义特点、殖民主义对当代非洲

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均有较系统的论述。

舒运国的 《失败的改革———２０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
述》⑥ 一书认为，非洲国家２０世纪末进行的结构调整是非洲国家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一次失败的实践，并对非洲主要国家的 “结构调整”进行了剖析和

研究，对两种争论观点提出了看法，落实到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

启示。

李安山的 《非洲华侨华人史》⑦ 填补了我国在非洲的华侨华人史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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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涛：《南非对外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舒运国等：《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４。
郑家馨主编 《殖民主义史 （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 （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舒运国：《失败的改革———２０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



白。作者在资料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努力挖掘国内图书馆可资利用的报刊资

料，以锲而不舍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写成了专著。

在研究基础上，这几年来还出版了一批普及性的读物，如李广一等著

《非洲：走出干涸》① 介绍了非洲黑人的文化，艾周昌、沐涛著 《走进黑非

洲》②，以及青年学者张有京、王阳著 《南非史话》③ 等，使非洲史著作的出

版比上一个世纪更呈现繁荣局面。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每年出一部非洲学研究论文集 （每集含 １７～１８
篇论文），现已出版 《中国与非洲》④、《非洲变革与发展》⑤，对我国非洲学

的研究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在拉丁美洲史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近 ５年来主要以研究当代拉丁美
洲的发展和拉丁美洲专门史为重点，有一批新成果问世。综合性的著作有

郝名玮、徐世澄的 《拉丁美洲文明》⑥，本书系统阐述拉美地区文明的发

展，为世界文明大系丛书的一种。专题性的著作有苏振兴主编的 《拉丁美

洲的经济发展》⑦，索萨的 《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⑧，袁东振、徐世澄的

《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⑨，冯秀文等的 《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瑏瑠，

祝文驰、毛相麟等的 《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瑏瑡、《劳尔普雷维什经济

思想研究》瑏瑢 等。这些著作涉及拉美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填

补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空白。关于拉美现代化研究有曾昭耀主编的 《现代

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瑏瑣，主要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关系的变迁对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江时学的 《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瑏瑤，主要考察

拉美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多卷本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陆续翻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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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一等：《非洲：走出干涸》，长春摄影出版社，２０００。
艾周昌、沐涛：《走进黑非洲》，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张有京、王阳：《南非史话》，云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
郝名玮、徐世澄：《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苏振兴主编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
索萨：《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
冯秀文等：《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祝文驰、毛相麟等：《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
祝文驰、毛相麟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曾昭耀主编 《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版，这部约合 １０００万中文字的译著经 １０余年的艰苦努力，即将全部
出齐。

（六）国际关系史研究

近年来，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国际关系史在

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丰硕。

齐世荣的 《论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　１９３６年 ７月 ～１９３８年 １１
月》① 深刻剖析了英国绥靖政策的意图，论述精辟，极具启发意义。张

宏毅的 《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 （１９１７至 ２０００年）》② 一书，是一部严谨
的教材。该书充满积极的开拓精神和辨证的科学态度。作者从中、英、

俄 ３种文字的文献中引用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文献，提出了富有创见
的观点。刘德斌主编的 《国际关系史》③ 一书，将近代国际关系的发生

学主体定位于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进行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分析，

揭示了列强 ４００年来争霸的要旨，并对 ２１世纪国际关系格局的范式论进
行展望，清晰地展现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复杂的演变过程。李世安、刘丽

云等撰写的 《欧洲一体化史》④，从历史的角度，用全新的眼光考察了欧

洲一体化的起源和发展进程，其时间下线一直到 ２００３年，是我国第一部
全面反映欧洲一体化历史的研究成果，在观点和史料上都追逐了国际前

沿，有创新之处。

时殷弘的著作 《新趋势　新格局　新规范》⑤，从方法到内容，从结构
到观点，都有独到之处。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将大历史的方法与国际政治学

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内容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结构上环环相扣，逻辑关

系清晰合理。叶江的 《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

系》⑥ 一书，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分析了全球化市场对当

代国际政治的影响、全球化与美欧关系、第三世界与全球化、后冷战时期的

世界历史与世界的主要矛盾等。徐蓝的论文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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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荣：《论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
第１期。
张宏毅：《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 （１９１７至２０００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刘德斌主编 《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李世安、刘丽云等：《欧洲一体化史》，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时殷弘：《新趋势　新格局　新规范》，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
叶江：《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①，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

变。臧运祜的论文 《２０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② 认为，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研究，既受到美日两国的
影响，也反映了学者们的独立追求。俞正梁等的著作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

系》③，指出全球化下的国际关系具有新的特色和新的矛盾，该书体现了时代

的特点与研究的前沿性。

王正泉主编的专著 《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④，对剧变
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进行考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经

验教训。刘德斌主译、由英国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所著的 《世界史

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在构建》一书⑤，论述了人类国际体系的发展轨

迹，并试图超越威斯特伐利亚 “情结”的束缚，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构国际关

系的理论。时殷弘、蔡佳禾主编的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第 １１
册⑥，汇集了战后世界历史的基本资料，以国际关系为主，以专题形式对战

后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详细叙述。李春放的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⑦ 一

书，利用解密的外交档案，把 １９４１～１９４７年伊朗危机和冷战起源作为一个
整体来研究，论述严谨。

六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十五”期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同 “九五”期间相比，表现出如下特

点：中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交流相当活跃；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

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受到普遍关注；作为西方史学前沿问题的 “后现

代主义史学”在国内已有一定的反响；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学分

支学科继续成为研究的热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对外交流、学科建设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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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蓝：《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０年
第３期。
臧运祜：《２０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俞正梁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王正泉主编 《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１９８９～１９９９》，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
〔英〕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著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在构建》，刘德

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时殷弘、蔡佳禾主编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１９５６～１９５８》第１１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研成果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一）中外学术交流明显增加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７～１９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在
南京共同主办了 “２０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
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 ７０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
学者并就共同感兴趣的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０～１２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联合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和天津师范大

学妇女研究中心，在天津共同举办了 “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

美、日、英、德、澳、印等国和中国及台湾地区的 ４０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专家 ７０余人应邀出席，提交论文
５０多篇。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１８日，“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主办，发

起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苏州大

学等。中国以及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的学者１２０余名学者与会，递交
论文１００余篇、论著多部。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７～１８日，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在长
春联合举办了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

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的６０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２００４年４月７～９日，“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这次学术研讨会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德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

家的４０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十五”期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的研究有了明显加强，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大

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

派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史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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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些国家逐渐活跃起来，如西方著名思想家德里达

在 《马克思的幽灵》讲演中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

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另一方面，国内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一切引起人们对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注。

梁民愫的 《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认

为，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以英国为主，因为英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阵容强大引人注目。它以理论见解独到、学术成果卓著和不忽视历史学

的现实关怀而蜚声于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看法大体能

说明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我国学者认为，英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有４点贡献：① 第一，系统地创立和运用 “从底层向

上看”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

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进

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从底层向上看”的理论方法正是对马克思主

义唯物论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重视又发展了阶级

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论，但又并非阶级斗争决定论者。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在探讨历史运动内在规律性的过程中，不单纯地反对经济基础—上层

建筑结构模式决定论，还提出了反对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的新见解。第

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又可称为新社会史学派，他们创立

了一整套新社会史的相关理论。

张世均的 《日本现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② 指出，从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后半期到３０年代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经历了产生、发展
和完善以及被日本法西斯政府彻底封杀的三个阶段。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派别不仅有本质的区别，而且还有许多新的特点。其主

要表现为：承认人类社会是按照马克思指出的五种社会形态有规律的向前

发展的，日本历史也不例外；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

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

的基本原则。这些特点决定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现

实性。

７４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①

②

梁民愫：《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４期。
张世均：《日本现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梁民愫在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

论》① 中，分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者认

为，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 ２０世
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作为一个群体，它拥有十余位颇具成就

的历史学家，诸如 Ｍ多布、Ｒ希尔顿、Ｃｈｒ希尔、ＥＪ霍布斯鲍姆、
ＥＰ汤普森、Ｒ威廉斯和 Ｒ萨缪尔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史学家逐渐改
变了英国传统史学界对思辨、概括和理论结构的怀疑态度，在历史反思和史

学研究中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理论与过去或现在的具体事

实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结合起来。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

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

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从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起，马克
思主义革命与思想运动日渐成为时代潮流。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

论的历程中，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人数众多的具有

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家作为重要成员，更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场运

动。当代英国一批新生代历史学家，本着马克思主义是解释社会历史与改造

现实社会的最好思想武器这个宗旨，从事历史研究。时代政治氛围和西方学

术环境的影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传统史学的结合，逐渐造就了英国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魏光奇的 《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②，

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是黑格尔的 “历史与逻辑

统一”的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马克思将 “社会经济形态”设定为一个

超验的、超民族的主体，将 “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视为它的进化目

标。据此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存在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现代资产阶级

生产方式的 “单线”演进。同时，马克思在看待各民族经验性历史的发展时

持 “多线论”立场，认为世界各种社会文明分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和

历史发展道路。

仲崇东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世界重大问题》③ 对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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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作者指出，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理论”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

科学理论体系。从概念上讲，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概念含义不同，它是特指 １６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
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

历史是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第 ２８
页）。面对新世纪的国际形势和重要任务，必须对社会主义和当今世界重大

现实问题进行重新认识、思考和审视。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理论”既看到资

本主义在推动世界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又把共产主义作为 “世界历史性”的

事业，指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一理论把交往实践作为世界历史发展

的基础，特别强调交往实践的扩大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为重

新认识社会主义和当今世界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依据。马克思

的 “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也是对现代化发展

模式的一种重新设定。工业文明的扩张推动资本主义率先完成现代化，也给

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理

论”同以 “西化论”为核心的 “现代化理论”、发展中国家的 “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等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和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张爱武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机制的理论及方法论

启示》①，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机制的理论及方法

论启示。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范畴是指人类社会在横向上产

生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和联系以后在纵向上的发展进程和最终指向。世界市场

和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在世界市场形成后产生的世界交

往包括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普遍的全方位的交往与联系。世界市

场和世界交往的形成造成了世界性的阶级对抗和冲突。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

的形成构成了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

李永铭的 《历史研究的符号学解读———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的方法论问题》②，从新的视角分析了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的方法论问题。文章指出，恩格斯借助摩尔根及当时人们研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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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历史提供的材料，运用符号学方法，从易洛魁人的亲属关系与亲属制度的

矛盾中发现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并利用符号的互补功能，推演出古

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还原了历史，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恩格斯的分

析与叙述展示了历史研究的符号学方法的意义。在恩格斯的 《起源》一书

中，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符号学方法在其中

的杰出运用，这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通过对文献资

料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提供的资料作符号学的分析与推演，使遥远的

历史得以复原，从而解读了一个个历史之谜。这对于新世纪的现代文化建设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什么是 “后现代”？这个概念出现了

几十年以至上百年，但至今在西方哲学家中仍然没有取得共识。西方学术界

众说纷纭，认为它表征社会形态、时代特征、思维方式，或文化态度、精神

价值等等。“后现代主义”已不仅仅是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潮，而且也是时髦

的文学、艺术、美学思潮。近年它开始影响到西方史学界，在中国学者中也

有反映。

王晴佳的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① 着重分析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

史研究的关系；分析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产生并发生影

响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

代世界目前所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比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

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

的关系等。作者认为，当今的历史研究，已经与 １９世纪后期现代历史编纂
学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差别。后现代主义者比较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

差别，用一种极端、激进的口气写出，让人无法轻易接受。但其实，后现代

主义只是代表了一种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传统所持的批判态度。这一

态度本质上反映的是２０世纪以来西方人士对自身文明的前途所表示的不安
和焦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非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

角色，使得不少西方人士认识到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唯我

独尊、妄自尊大，不但显得狭隘、肤浅，而且与已经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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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世界格格不入。

姜秡的 《霍布斯鲍姆笔下的后现代思潮———读 〈极端的年代〉》①，在分

析了霍布斯鲍姆笔下的后现代思潮以及后现代思潮对他的影响后，认为霍布

斯鲍姆在 《极端的年代》中分析了后现代思潮在科学、思维方式、艺术以及

人们社会观念上的表现。尽管他对泛后现代主义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但他认

同世界进入了与现代社会不同的后现代社会，而他本人也具有后现代主义情

绪。但他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与 《共

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

判。作者强调，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不能回避时代提出的问题，

霍布斯鲍姆即是这样的历史学家。在 《极端的年代》这部反映２０世纪世界
历史的著作中，他分析了后现代思潮在科学、思维方式、艺术以及人们社会

观念上的表现。

何平的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②，分析了后现代历史观的本

质内容。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影响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文化的重

要理论思潮，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据称已取得文化霸权。探讨后现代主义作为
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内涵，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关

于历史及历史著述的本质、解读文本到构建新的历史叙述的方法及其意义

等，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一些新颖而深刻的观念，以及它的一些极端

观点所具有的破坏作用。

杨共乐的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③，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史学的关系。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兴
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大多数史学家最初都采取不屑

一顾的态度。但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的攻势越来越猛，迫使
不少史学家对此做出一些反应。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

介绍颇多。作者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就

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做了认真的探析，认为后现代史学的核心是力

图动摇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颠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建立起来的历

史观念。综观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大致过程，我们能够知道后现代主义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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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这些内涵主要包括：其一，标志着一种新的时代或文化时期；其二，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文学的批评理论；其三，代表一种以批判启蒙运动以来

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思潮，反对理性的普遍化与扩大化，而这一点也正

是历史工作者所要认真对待和关注的。

陈启能的 《“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①，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

一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观点进行分析，以便从某个角度更好地理解后现
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作者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般可分为两

种，即阶段说和反省说。阶段说强调 “后现代”是 “现代”之后的一个新

时代 （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应

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后现代主义根本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

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

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作者认为，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利奥塔的

“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

“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出现了 “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历史

学的 “元叙述”发生了危机，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

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 “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

（四）历史哲学与历史认识理论

在中国史学界，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来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文革”后，

我国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持续发展，至今方兴未艾。“历史认识理论”属于

西方历史哲学 “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范畴”，近２０年来，每年都有较多的
成果问世。“十五”期间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历史哲学和历史认识理论的

研究不断深化，并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

何平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论的发展》② 中，通过对 ２０世纪
下半叶西方史学 “历史客观性的再认识”、 “历史解释的性质和模式的探

讨”、“历史话语的解构”的分析，认为在这一阶段西方史学理论出现了重

要的发展。２０世纪上半叶相对论者对历史客观性观念的猛烈抨击，推动了西
方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客观性重新定位，并深入研究历史解释的性质和方式。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 “语言学转向”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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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能：《“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东岳论丛》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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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更深层次，即历史分析和

解释借以进行的那个历史文本产生的过程、性质及其模式的探讨。到 ２０世
纪末叶，后现代主义开始了对历史学的全面挑战。不仅历史学的科学学科地

位，而且历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畴，都受到了质疑。美国史学家乔治·伊格

尔斯在他那本描述２０世纪史学的书中，使用了 “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主

义的挑战”的副标题。这个副标题恰当地勾勒了 ２０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理
论的发展趋向。在２０世纪下半叶，没有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像历史学那样在
其自身的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如此彻底的再思考。由于这种再思考，西方史学

已成为一门具有高度理论复杂性的学科。了解和借鉴西方理论的新成果，从

而推进我国历史科学、特别是历史思维的现代化，应当说仍是我们的一项重

要任务。

陈新的 《论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① 对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进行了探

讨，着重分析了历史认识中的 “历史”等基本理论问题。作者通过对 “进

入历史思维的经验”、“历史思维与经验编织”、“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等

的分析认为，人们在日常意识中理解的 “历史”，并非原始的历史实在，而

是经过思维加工的产物。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原始经验，极少一部分原始经验

通过思维进入历史。这一过程不仅使原始经验转变成历史经验，也使思维本

身成为历史思维。由于我们的认识只能意识到被思维加工的经验，因此原始

经验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预设，它使描述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的共生状态成

为可能。原始经验进入历史思维的过程，也是历史经验的概念化过程，即历

史经验在历史思维编织下的生成过程。由于历史思维能够按不同的结构与技

巧来编织历史经验，这就使历史经验的概念化具有多种可能性。因此，被人

们认可的历史本体，实际上是历史思维活动存在的概念化多样性可能中的某

一种可能性的实现。

陈新在 《我们为什么要叙述历史》② 一文中指出：历史研究、认识与叙

述的内涵便都可纳入广义的 “历史叙述”一词中。人们为什么要叙述历史？

叙述历史是叙述者的一种行为，或者说他的一种实践方式。询问为什么要叙

述历史，无非是想知道这种实践能给叙述者带来怎样的效果，具有什么价

值，实现何种意义。历史发生在过去，却存在于现在，指引着未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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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叙述历史尽管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和意图，但他们在总的方向上都内

在地指向认识现在、筹划未来，这是历史叙述具有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基

点，也是不同时代的历史叙述中超时代的共性。人们通过历史叙述认识到自

己或社会的存在，获得不同事件层面的解释权。如果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

说，我们还应知道历史叙述并非叙述所谓的独立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它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心理意识，因而历史学与价值学、心理学

之间的紧密关系不容忽视，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曾经为了实践实证主义史学

所摒弃的。

庄国雄结合科学研究的实践，分析了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

题，① 通过对 “历史哲学的双重视域”、“从历史意识到历史哲学”、“历史

本体论的学科基点”、“历史哲学的学科定位”、“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

论的关系”等的分析，认为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就是历史。人对自身

历史的自我意识经历了 “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的发展过

程。历史哲学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基点，是介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一门特

殊的中介学科。历史哲学的两个分支———思辨历史哲学与批判历史哲学，

在理论形态方面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在问题领域方面则是作为历史本体论

与历史认识论而互补的。唯物史观为历史哲学这两个分支的辩证统一奠定

了基础。作者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历

史本体论，是在对思辨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中创立的崭新的历史哲学。马

克思的历史哲学，为 “历史的哲学”和 “历史学的哲学”统一为 “历史

哲学”奠定了基础。

（五）关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设想

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如何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如何

将这一研究和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上系统地、深入地、有针对性地评析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史学理

论，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真正动力，应着眼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

设。对西方史学理论，应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

选择地汲取其有益内容，以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推动历史科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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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因此，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独立地认识和思考外国史学

理论的概念、范畴、原则和方法，做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

价值判断寄希望在西方史学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

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史

学理论不加分析地 “照抄照搬”，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却相

对忽视的倾向。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解决。例

如，２００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历史 “立项指南”和最后评定的结果中，

即有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４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历
史 “后期资助”的两个项目中，即有一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

的。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盲目地迎合或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的理论

与方法。总之，既要反对 “僵化”，也要反对 “西化”。

其次，对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只是引进，或只做一般性的所谓

“学术性”的介绍，在一些人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有待于通过系统

研究，对其思想本质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例如，英籍分析历史哲学家卡

尔·波普尔在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８０～９０年代先后有中译本出版）中，攻击马克思主
义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述是 “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 “难以

置信的智力狂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 “古老迷信的残余”，而不是一种新

颖、进步、革命和科学的理论。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

史的根据。

２００４年，波普尔的访谈演讲录 《二十世纪的教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其中译本导言写道：“卡尔·波普尔是一位极为卓越而独特的思

想家”、“卓越的哲学家”。“从对绝对真理 （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

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 ２０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
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

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正是在 《二十世

纪的教训》这部访谈演讲录中，波普尔攻击马克思主义时说：“共产革命一

定会发生，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完美的生活，拥有崭新的社会：人

人互信互爱，世上永远没有战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主要诉求。所以，我把

这种主义称作是 ‘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只老鼠”（第９页）。“马
克思书中的资本主义，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是想象的产物和噩梦” （第 １５
页）。“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看到两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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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两边都是疯子”（第４２页）。“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
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不是在找朋友。……找出必须清除的

敌人，结果找上了资本主义。……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一路下来，大错

特错”（第５９页）。在一些人心目中，波普尔是 “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

“卓越的哲学家”，由此不难看到他们思想的混乱。事实表明，破除对西方

史学理论的迷信，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要做。

七　世界史学科存在问题与
学科发展的初步设想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尽管在 “十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必须看

到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好学科发展规划，促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进一步发展。

（一）存在问题与不足

第一，世界史学科的基础比较薄弱，是一门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不

够厚实的基础学科。在我国的历史学科中，世界史学科所占的比重明显偏

低，力量明显不足，影响到高等院校世界史课程的开设，不能满足我国改革

开放大局对世界史学科的需求。

第二，世界史学科本身的发展不平衡，有的领域发展较快，如世界近现

代史、美国史、英国史；但有的专业发展缓慢，如加拿大史等。世界上古史

研究的问题较多，一些研究领域存在诸多空白点。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队

伍相对较强，发展势头良好；而古代东方史学科仍显单薄，但有发展潜力；

原始社会史方面很少有人关注。在中世纪史研究中，欧洲尤其是西欧仍然是

重点，其中尤以研究英国史为最，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史的研究

则不足；而对东欧、南亚、东亚、美洲、非洲等地区的研究则更是缺乏。

第三，基本史料的建设仍显滞后。虽然近年来对史料建设开始受到重

视，但是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进行，缺乏规划和资金投入。国内有关世

界历史的资料，包括外文图书、资料、刊物非常匮乏，特别是缺乏档案资

料。网上信息的利用是有限的，研究人员只能依靠一些大图书馆馆藏有限的

专业书籍或相关文献资料，或出国收集资料来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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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世界史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少数年轻学人在思想认识上存在

偏差，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而盲目地、生吞活剥地引进西方的

某些史学理论和方法，搬弄一些人们不易看得懂的新词新语。

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广，选题陈旧、资料薄弱，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仍然

严重存在。一部分论文和著作缺乏足够的史学基本功 （古今外语、文献学、

史学理论、中文表述）的准备，老论题、老观点、旧解释、炒冷饭的现象时

有所见。从论著的规模看，多数偏向大而通，有较高质量的专题研究著述数

量少。一些论著落后于国外相关著作，所借鉴还是利用的国外著述无论观点

还是资料都比较陈旧、不准确和不全面。

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显得不足。许多学者进行的研究课题只是自己感兴趣

的领域，或者是相对较为容易进入的领域，而不是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

的重大课题，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当代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发挥史学的

应用功能，从而使历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获得社会的关注和理解。

第五、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资金投入不足。由于人员编制和科

研经费的不足，许多地方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人员队伍不断萎缩；许多高等

院校中的历史系已经改名为 “旅游文化学院”、 “管理学院”或 “政史系”

等，历史课成为公共课。

第六、由于目前对科研人员考核体制的不尽完善等原因，助长了学风浮

躁。虽然出了许多大部头的世界史领域的著作，但精品不多，世界史教材相

互雷同的现象也不少。

（二）学科发展的初步设想

为发展我国世界史学科，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全面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大力培养人

才，努力弥补学科空白，拓宽研究领域，使学科布局进一步合理化；端正学

风，树立精品意识，使我国的世界史学者及其著述在国际上享有发言权与应

有的学术地位。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全面发展的同时，既要适应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又要注意突出重点，应着重关注以下重大课题：

第一，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理论是史学的灵魂。在我们今天的史学

研究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讨论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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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历史体系、现代化等等。

第二，资本主义史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之重要，在于不了解资本主义就

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再者，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借鉴资本主

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第三，苏联史研究。研究苏联史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苏联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吸取和引以为鉴。

第四，亚非拉国家历史研究。我们国家研究世界历史的力量主要分布在

欧美史方面，对亚非拉国家 （包括我国周边国家）的历史研究很不够，这不

利于我们对这些国家开展外交工作，也不利于我们从全球的角度观察人类的

历史，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

第五，世界文明史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在吸收全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只有很好地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

文明，才能在世界上发扬社会主义文明。

第六，其他一些专题史。如全球化和区域化研究、西方国家的政策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等。

世界历史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张椿年

课题组成员 （按姓氏笔画）：于　沛　刘新成　李世安　
何芳川　张晓华　林被甸　郑家馨　祝宏俊　郭小凌　黄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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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发现新的遗址或地点，继续充实、完善考古学文化框架体系，依然是

“十五”期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任务。福建、广西、北京、云南、

河南等地，都新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或石器遗存。其中，河北阳原泥河湾沟

底 （又称马圈沟Ⅲ）遗址的年代有可能早到２００万年前，被认定为目前中国
最早的旧石器地点。长江中游自湖北郧县人遗址群发现之后，又在建始发掘

出土了早期人类化石和石制品。丹江口水库库区的调查则新提供了 ３４处旧
石器遗址或地点的资料。三峡库区自１９９４年发现６８处遗址和哺乳动物化石
地点之后，“十五”期间对其中２０多处重要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长江下游
的浙江安吉、长兴两县发现了 ３０余处旧石器地点和数百件石制品，改写了
浙江无旧石器文化遗物地点的历史。

“十五”期间泥河湾、宁夏灵武水洞沟以及河南郑州织机洞等遗址的发

掘，十分重视新的科学发掘技术的运用，如对遗物进行详细的坐标和埋藏情

况记录，对全部出土物仔细筛捡、更全面收集有关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

对遗址开展包括埋藏学、沉积学、古脊椎动物学、年代学和考古学在内的多

学科综合分析等。

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框架的观点已经得到大

多数研究者的认同。目前，学术界进一步关心的是这个大框架内区域性文化

变体的识别和划分问题，以及越来越多地从环境及由环境影响产生的特定适

应方式、石器原料的特殊性等方面来讨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和发展道

路，并试图对东亚地区人类进化问题给予解释。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十五”期间，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继续成为重点关注的课题

之一。岭南的桂林甑皮岩、柳州大龙潭等以及湖南道县玉蟾岩等洞穴遗址和

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组织的一系列发掘，以及浙江浦阳江流域上山遗址的发

现，进一步厘清了有关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起源及演进的复杂性的认识。北

京东胡林遗址的发掘，为沉寂了很长时间的北方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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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资料。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再次发掘，填补了华北与辽东之间联

系的空白。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等遗址的发掘，则进一步丰富了对北方早期

旱作农业聚落形态的认识。

聚落考古在 “十五”期间得到更大的重视。内蒙古、山东、河南等地开

展了大范围的区域聚落调查；湖北、浙江、甘肃等地也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同

类工作。这些调查常常不局限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是囊括了调查区域内

各历史阶段的遗址，从而为今后的区域历史研究积累了资料。重要的聚落考

古发掘可举山东临淄桐林、日照两城镇、江苏连云港藤花落、浙江海盐仙坛

庙、河南偃师灰咀以及青海民和喇家等遗址的工作。无论是区域调查还是发

掘，在工作中都大量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注意系统收集各种资料信息。

“十五”期间，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值得关注，如新石器时代规模较大的

山西新绛孝陵庙底沟二期文化制陶遗址，红山文化牛河梁第 １６地点积石冢
和随葬凤鸟形玉器的大墓，两湖地区若干座新发现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

期的城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反映同甘青远古文化联系的遗存，陕北地区

龙山时期大型聚落以及出土的大量玉器，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遗址，河

南登封王城岗三期大城的确认，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系列新的发现等，都为

中国史前文化体系或文明起源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资料。

（三）夏商周考古

都城遗址始终是夏商周三代考古的工作重点。在夏代都邑方面，“十五”

期间继续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勘查与发掘，重点清理了宫城和宫

城内的大型夯土基址群以及中心区道路遗迹。郑州大师姑城址的发现则给在

洛阳地区以外探讨二里头时期都邑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郑州商城大型建筑

基址和外郭城、偃师商城宫城祭祀区、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及宫

殿区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的发现和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商代都城的

认识。“十五”期间。西周时期考古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陕西岐山周公庙

先周—西周墓地的发现，以及附近发现的城垣基址、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

址、西周甲骨、铸铜作坊等，周边的凤翔水沟西周城址、岐山劝读大型聚落

和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窖藏单氏家族青铜器等一系列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以

周原为核心区域的西周考古研究的深入。此外，在西周考古学文化编年、城

市聚落的分布结构和铸铜工艺等方面也都有所收获。

在工作方法方面，“十五”期间三代都城遗址考古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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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布局、功能结构等聚落问题，同时，也开始对以该遗址为中心的区域予

以重视。在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和殷墟以及周原等，除了对遗址本

身进行考古工作之外，还分别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从而对这些遗址所处的

人文和自然环境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了解，有助于认识其在当时聚落体系

中的分布和作用。

“十五”期间，三代王朝周边地区的考古也获得较多进展。重要者可举

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商代墓地与甲骨卜辞的发现，陕西城固宝山遗址以地方

性因素为主体的文化遗存的揭露，内蒙古清水河西岔遗址西周阶段遗存的发

现，以及江西鹰潭角山商代大型窑场、成都金沙商周时期遗址、深圳屋背岭

商周时期墓地、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等重要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对研究

这些地区青铜文化面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都具有重

要价值。

关于东周时期的考古发现，重要者有河南洛阳东周王城大型墓地及车马

坑群，山西侯马晋都祭祀遗址，河南新郑韩故城贵族春秋墓葬和车马坑，湖

北枣阳九连墩，荆州天星观，河南信阳长台关等大型楚墓，江苏无锡鸿山越

国贵族墓地，成都古蜀国大型独木船棺墓葬的发掘清理。这些发现增进了对

东周列国文化和礼乐制度演变情况的认识。

（四）秦汉以降的历史时期考古

１城市考古
“十五”期间的城市考古中，重点工作仍然是历代都城遗址的勘查与发

掘，如汉长安城桂宫、长乐宫建筑遗迹，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地下潜伏城门遗

迹，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迹，南京六朝建康城址，大同北魏平城

操场城宫殿遗迹，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迹，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

池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迹，内蒙巴林左旗辽上京正南街的发掘，杭州

南宋临安城包括皇城范围的勘查、御街遗迹、临安府治诵读书院遗址、南宋

恭圣仁烈杨皇后宅和花园等遗迹的发掘，阿城金上京宫殿基址和张北元中都

的发掘等。地方城市考古如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广州南越国宫署

遗址，湖北蕲春汉宋罗州城址，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城遗址，福建武夷山城村

汉城遗址，重庆云阳旧县坪汉—晋朐忍故城，明月坝唐代集镇遗址，湖北巴

东六朝至宋代县城旧址，江苏扬州宋城东门遗迹，内蒙古元集宁路城址，浙

江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迹，江苏徐州明代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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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街的发现与发掘等工作，从不同层面充实了古代城市发展史的资料。另

外，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园林遗址，如浙江桐乡石门南宋至明清东园遗址，北

京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遗址等也进行了发掘，特别是圆明园遗址的发掘规模

大、保护工程也比较及时。

２陵墓考古
“十五”期间，有关单位运用遥感、物探等技术，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

全面探查，同时陆续发现了埋藏青铜禽鸟模型和彩绘俑、文官俑、百戏俑等

以往未见的新的陪葬坑种类，对秦代帝陵制度研究甚有裨益。汉代帝陵考古

的重要工作有汉昭帝平陵陪葬坑的发掘、洛阳北郊邙山陵墓群的调查等。诸

侯王及贵族墓葬的考古工作有北京老山、山东济南洛庄、章丘危山等汉墓的

发掘。山东临沂洗砚池和江苏南京象山晋墓、郭家山温峤家族墓等发掘出土

的精美物品，为六朝墓葬的综合研究增加了重要的新资料。山西太原北齐徐

显秀墓的精美壁画，具有极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陕西西安北周史君墓、康

业墓等，对了解祆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隋唐陵墓考古最

重要的收获是唐太宗昭陵陵园北司马门建筑遗址的发掘。广东番禺南汉高祖

刘龚的陵墓则是五代南汉帝陵的首次发现。有关宋辽金西夏以及元代墓葬考

古的重要收获有内蒙古辽祖陵的勘查、吐尔基山辽代契丹贵族墓、四川泸县

南宋石室墓群、北京房山金代帝陵。其中，西夏帝陵３号陵园建筑遗址的发
掘，为研究西夏陵寝制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实物证据。明代藩王及其亲族

的埋葬近年来屡有发现，如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江西新建明宁靖王夫人吴

氏墓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３手工业遗迹考古
“十五”期间，手工业考古方面着力最多的是古代陶瓷窑址的发掘。在

已刊布的成果中重要者有：河南洛阳东周王城战国至汉代陶窑遗址，浙江上

虞石浦、皂李湖、江西曲江等地的东汉晚期至西晋的青瓷窑址，江西梅林隋

唐窑址，河南巩义唐三彩窑址，禹州神篨镇花瓷窑址，汝州张弓巷宋金时期

窑址，浙江德清唐代瓷窑址和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等的发掘。宋元时期瓷窑

址的重要考古工作包括浙江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南宋官窑、慈溪石马弄越窑、

河南宝丰清凉寺北宋汝窑以及河南禹州神篨镇钧窑的发掘等。江西景德镇明

代御窑场的发掘最引人注目，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明代御窑产品。古代矿

冶遗址有河南鲁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的重要发现，还有湖南桑植朱家台汉

代铁器铸造作坊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遗址、重庆丰都南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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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遗址等发掘工作。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汉上林三官之一的陕西户县汉

代锺官遗址、江西进贤明代烧酒作坊遗址、南京鼓楼区明代宝船场和四川绵

竹清代 “天益号”烧酒作坊遗址的发掘等。

４边疆以及少数民族区域重要考古发现
秦汉以降的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遗存仍表现出比较突出的个性，同时

也反映出中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揭示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轨迹。在西南地

区，贵州赫章可乐墓地、普安铜鼓山铸铜遗址的发现，是研究夜郎文化的重

要资料。居延汉代边城和烽燧也有新的发现。新疆地区则有小河墓地和尼勒

克县别特巴斯陶及穷科克的公元前 １０００年至汉晋时期较大规模的古代游牧
集团公共墓地和祭祀遗迹的发掘，轮台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调查，以及托

普鲁克墩、丹丹乌里克的佛寺遗址的发掘等。黑龙江三江平原汉魏时期聚落

群继 “九五”期间大规模调查后，“十五”期间又对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勘

查、测绘和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对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吉林集安高

句丽都城和王陵及贵族墓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唐代渤海考古的重要工作有和龙西古城、宁安上京城

的全面勘查和大规模发掘。长白山区渤海时期铜矿遗迹也是近年来渤海考古

的重要发现。西藏地区阿里扎达县皮央、东嘎大型石窟遗址群和古代墓地的

调查，其中若干遗存的年代可能上溯到前古格王国时期。在申扎县和尼玛县

还分别发现了其布隆沟石丘墓和塔日琼石棺墓可能属于吐蕃时期的墓群。

５交通遗迹和宗教遗存考古
“十五”期间关于古代交通的考古有：内蒙古鄂尔多斯秦直道勘查与清

理，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及宋代码头遗址的发掘报告的出版，以及西安

灞河大型水上建筑遗址、陕西凤翔长青西汉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河北霸

州元代码头遗址、福建泉州码头和法石古渡口遗址的发掘，广东阳江南海一

号南宋沉船的发现与水下考古清理等。另外，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

东、江苏两省进行了京杭运河沿线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掘，丰富了中国早期佛寺建筑

布局的考古资料。在山西太原童子寺、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和地宫等的考古

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他如江苏连云港孔望山遗址群，重庆丰都槽房

沟东汉延光四年墓葬中出土的铜佛造像，江苏江阴北宋泗州大圣宝塔塔基的

发掘，辽宁朝阳石匠山辽金元时期的摩崖石刻的勘查等，都是十分值得关注

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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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 “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评估

（一）研究课题逐步深入

数量众多的田野考古提供的资料，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对已知历史

文化或问题的认识，还因许多全新的发现，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考古学的

研究。

遗址发现的增多和分布范围的扩大，使旧石器时代南北区域传统的划分

更显清晰，而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则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从化石和

石器扩展到埋藏环境、工艺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方方面面。运用新技术、新

方法获得的新资料也不断促进视野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新旧石器过渡阶段

遗存发现与确认，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及向新旧石器过渡阶段遗存的环境背

景与生计活动方式研究等课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田野考古水平

的提高和研究理念的变革。聚落考古作业的逐渐成熟，促进了从聚落形态及

其演变考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文化因素分析与量化的更加精确，使探

讨考古学文化关系以及对发展进程的影响等研究提供了条件。此外，像从遗

存的功能探讨礼制的起源、发展以及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根据手工业遗

迹分析当时的生产方式、工艺技术等，也都是近年来考古学科十分关注的

课题。

“十五”期间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涉及到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农业

经济的起源、环境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国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些同样也是世界考古学普遍关心的课题；同时，

显然是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阶段内完全解决的问题，因而需要整个学科有清

醒的认识和持续的努力。

（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现代化

当研究深入到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历史或社会的内容时，问题之复杂和领

域之宽泛的程度，就远远超出了构建考古学文化框架的阶段。尽管田野考古

提供资料的种类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却需要从中提取大量系统的信息，

以供不同研究领域使用，因此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发展便成为 “十五”期间考

古学科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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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考古学技术方法的进步涉及到考古学研究的各个工作环

节。在田野考古调查中，利用了航空和遥感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使

用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处理资料，提取信息。在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地借助

全球定位系统和电子全站仪等建立发掘工地的统一测绘坐标系统采集数据；

注重沉积环境、埋藏学等发掘现场分析；同时注意系统采集植物、动物等所

谓 “自然遗存”；并且逐步推广各类发掘记录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至于对

考古资料的分析，更动员了大量现代化技术，如对金属、陶瓷等遗物的各种

分析；运用分子生物技术 （ＤＮＡ），对包括人类骨骼在内的动植物遗骸的分
析；利用加速器对 δＣ１３、Ｓｒ６０分析研究古人食性结构、迁徙路线等等。

另一方面，传统的考古学技术和方法并没有停滞不前。随着聚落考古越

来越成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遗址发掘的观念已从重视对单体遗迹的完整把握

逐渐转变为通过对过去的活动地面的把握，来了解不同遗迹现象间的相互关

系。前述发掘中的测绘、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等技术，就是出于这种需要开发

出来的。以一个小地理单元为对象的区域调查的方法，开始在一些区域进行

尝试，通过实践将总结经验，使之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的新兴技术，通常带有科技含量甚高的特点，需要

专业人员的全面参与。因此，“十五”期间考古工作者队伍的知识结构开始

发生变化，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考古工作者的行列。

有条件的科研机构或大学或者大幅度扩展原有的实验室，或者新成立了科技

研究室。这些技术不仅科技含量高，同时也是针对考古学某一特定研究领域

的问题开发或引进的。这类技术运用者的知识背景、工作方法以及和他们在

复原或重建历史时所采取的特定角度之间，便形成了若干专业色彩甚强的子

学科领域，并分别为实现考古学的人文目标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三）考古学对重新构建古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中国考古学贯彻始终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成必须

是分阶段、分步骤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通

过对文化遗存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诚然，在较

晚的时期，这种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文化谱系的耙梳。这是因为无论是石

器时代文化的多元演进，还是夏商周三代社会多民族和多国家的政治、社会

结构，都需要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提供历史进程的脉络和线索。经过数十年的

积累，到上个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提出的重建中国古代史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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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开始主动向深层目标努力。在此基础上，“十五”期

间学术界对根据考古学资料探索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得到重视，前述的许多

课题都可以视作对中国古代历史重建的一部分，而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术界对

于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要性也都有了比较普遍的认同。

发生在中国考古学中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中国考

古学一直自视性质为历史学，对历史各层面或各领域的问题也始终不乏关

心。但鉴于考古学的特殊性，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将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

框架作为主要任务，从而为其他研究提供时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世界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中也或长或短地经历过，这是考古学发展的规律使

然。然而，当这一阶段的工作一旦达到一定程度之时，学科势必会萌发出对

历史其他领域的关注，必然要将研究目标推进到更高深的层次，学科也会随

之发生整体性的变化。

三　学科面临的问题与 “十一五”规划建议

中国考古学在 “十五”期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应当对此有

比较清醒的认识，过高估计带来的盲目乐观情绪将会阻碍中国考古学进一步

健康发展。从总体来说，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正处在深入探索之中。以下

诸点，集中体现了这种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 “十一五”期间学科努

力的重点。

（一）继续充实、完善考古学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考古学的物质文化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其内容的疏密程

度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地区还很不平衡，甚至还存在一些空白。大略而言，各

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很不平均，一些地区甚至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寻

找、确认新的文化遗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考古中，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还处于颇为薄弱的环节，即使在考古工作最

多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工作的区域或时段。例

如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不十分清楚的段落；四川盆地乃至整

个西南地区的早、中期新石器文化尚待发现；与中原夏代相当的长江流域和

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有待进一步识别，等等。进入历史时期，由于有文

献和文字资料的支撑，考古学角度的框架系统的建立反而长期以来被相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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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尤其是历史相对较近的宋元明考古，近年来呈现出基础材料大幅增加，

而相应的总结、归纳却与之脱节，更难于向解决历史重大问题深入。因此，

历史时期考古材料的总结、归纳和基础框架体系的建立显得十分迫切。

（二）开展考古学重建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研究课题

随着中国考古学基础领域的研究任务逐步达成，本学科工作的重点开始

向更深的社会历史层次转变，需要研究的领域、问题随之多样化，学科也应

当把力量投入到这些新领域、新问题上来。相比较而言，本学科在这些方面

的投入还不够。在史前和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大多数依然依赖于新的发现和

发掘面积的积累而换取信息的扩充，技术上偏重于定性分析而疏于计量统

计，分类和描述依然是研究的核心，考古学文化的传统和时空界定仍然是研

究的主线。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正处在学科转型起步不久的阶段，前一阶段

遗留的任务、熟悉的思考方式和惯用技术方法以及研究队伍的知识构成等综

合在一起，给学术发展造成了某种滞后效应。历史时期的考古，长期以来忽

视考古学在复原重建古代社会历史方面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对社会基层组织

结构，手工业生产的方式、组织形式，商品的传输范围及传输路线，以及对

社会生活、大众精神文化等领域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而在这些方面正是考古

学可以在历史学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发挥独特作用的领域。因此， “十一五”

期间，有必要围绕复原重现历史与社会的主题，针对各历史时段的一些关键

问题，精心设计组织一批研究课题，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带动学术

发展。

（三）加强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以史为鉴，以中国历史文化

为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
似的发展阶段，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和人文背景，中国考古学毕竟还是形

成了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因此，加强对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温故知

新，总结经验与教训，是保障本学科健康发展最有效的方法。

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类已经远逝的过去，而中国古代拥有比较完善的史学

系统和文献体系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尽管中国现代考

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但受所研究对象的制约，它只能以历史学为导向。

“十五”期间，学界曾对中国考古学的定位进行过热烈、认真的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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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学科的定位已更加清晰，由此也使重建古史的目标基本成为整个

学科的共识。中国考古学近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基本都是围绕着探索中国历

史重大问题，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使中国上古历史系统成为信史；而此后中国

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今天正在展开的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等重大课

题，实际上都可以视作殷墟发掘的继续。

考古学发现表明，与中国文明一样，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演进也是以 “连

续”为基本线索，正是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性，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

法、理论也必须拥有自己的特色。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

局，加上相对完善的文献史料和史学系统，中国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形成自己

特色的同时，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继续重视学风建设，加强理论探索

《“十五”考古学学科发展规划》中，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浮躁情绪、

追求成果数量而忽视质量、不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盲目套用国外的观点

和理论等现象，提出重视学风建设的严肃任务。指出：这种不良学风在考古

学界虽然不占主流，但对学科发展却有极为不利的影响。目前，这种现象依

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随着社会对考古学关注程度的提升，还存在发展的

趋势。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学科的队伍建设，同时会

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学风建设，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任务。

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支撑，而学术研究的每一次探索和

突破，往往也都伴随着大量艰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方法的拓展。尽管学科的

追求已向更深的层次转化，但在如何有效地解决新的问题从而达到目标方

面，中国学术界尚缺少普遍的深思熟虑。长期以来，在对考古资料的解释理

论方面，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比较薄弱的环节，其表现是：对考古资料解释的

简单化、表面化；对一种经验范围之外的考古现象，经常想当然地作出性质

判断，或者轻率地比附某一文献传说。“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已经对这

种肤浅的作为有所警觉，并通过一些课题来倡导研究方向，但还仅仅是开

始，今后还有大量扎实的工作要做。

在 “十一五”期间，应当着重提倡通过聚落形态考古所提供的以人类行

为为基本内容的资料和信息，复原、重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因此，应加大聚

落形态研究的田野考古中的比例，根据课题需求和工作实践摸索出一套缜

密、系统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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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的复原与研究是全方位的，为此发展起来动物考古、植物考

古、环境考古以及民族考古等诸多方法，以解决古代社会历史不同领域的问

题。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方法在当前的中国考古学中都运用得不够充

分，技术操作也存在问题，很多方法还处在探索尝试的阶段，在研究理念上

还需要与中国学术的环境、特点进一步磨合。

为了 “十一五”期间考古学的顺利发展，除以上着重指出的方面外，还

需要强调抢救性发掘的课题意识，做好地下遗产的保护，注重考古资料的保

存收藏工作，重视对外国考古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

四　“十一五”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

（一）中国境内人类文化的起源及其特点的考古学研究

人类起源是史前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资

料，是解决有关人类起源不同假说争论的关键。在东亚地区，早期旧石器

时代的资料以中国境内最为丰富，在这些资料中，除了古人类化石之外，

还有大量体现早期人类文化、行为特征的人工制品。通过对这些人工制品

系统的埋藏学、年代学、技术类型学、实验考古学以及环境背景等方面的

综合研究，阐明其文化特点和早期演进过程，以及通过和非洲早期旧石器

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人类起源、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等问题具有重

大意义。

（二）旧石器文化的分区研究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南北两个传统的宏观框架已经得到大多

数研究者的同意。随着近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有关这

个框架内部细节的讨论成为可能。本课题的目的就是建立较现有旧石器

文化分期、分区更细致的体系。由于各地旧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的不

均衡，资料相对匮乏的地区应将重点放在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方

面。对分区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定性描述，更应注重运用定量分析和

埋藏学、微痕分析等技术方法，以便更客观地总结不同地区文化特点及

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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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境内现代人的文化和行为特点研究

距今１０万至３、４万年，是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在国际上，有关东
亚地区的现代人，始终存在非洲夏娃说和区域进化学说的激烈争论。本课题

的资料基础已经比较丰富，通过对这个时段人类遗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将

对促进该问题的进展有所贡献。本课题的关键是通过考古遗存，把握其文化

及背后的人的行为方式及其演进特征，为此，包括环境复原、埋藏学分析等

方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四）东亚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

人类行为方式对晚更新世以来环境巨大变化积极反应的结果，导致农

业、制陶、磨制石器等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的产生，人类历史遂进入新石器

时代。对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可分解为下述几个方面。

通过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探讨不同环境及其变迁基础上人类行

为方式的种种变化，包括取食经济、石器工业技术、聚落与聚落群反映的社

群结构等方面。这一问题，可在不同环境中分别选择诸如一个流域这样的地

理单元，对其中的遗址群落进行细致研究。

中国的华南、华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日本列岛的相

关资料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制陶技术出现的时间最早。目前，有关

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包括：早期陶器遗存的精确年代测定、陶器功能、陶器

形式和制作工艺技术的分类及其流变过程研究，复原东亚地区陶器起源的具

体过程，探讨其产生的动力、机制。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农业的独立起源地之一。目前，有关南方地区稻作

农业起源阶段的考古资料有了一定的积累，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建议把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放在稻作经济活动在当时人们整个摄食系统中的

比重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方面。区域环境复原和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对

人们所利用资源的复原、人骨遗骸的食性分析等，是取得相关认识的重要

途径。与稻作农业研究取得的进展相比，有关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阶段的

研究依然进展不大，因此，相关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应当在 “十一五”期

间特别予以关注。

以南岭为界，进入全新世以来南北区域的人类文化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

式，岭南地区文化继续在采集经济基础上发展。对于这一不同的演进模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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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机制、文化内容和演进过程，以及在非生产经济基础上社会演进发展的

动因、极限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与岭南环

境相似、地域接壤的东南亚地区，也应纳入研究的范围。

（五）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区系框架体系中不均衡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克服，应加强对资料较少

的地区或时段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随着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精

细化发展，已有的绝对年代体系已显得粗疏，有些甚至暴露出问题或矛盾。

例如有关良渚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等的下限年代即成为问题。因此，小文化

区系，如一个类型或小地理单元，如一条流域、一块小盆地内的细密测年，

就成为必要。

继续鼓励对考古学文化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例如从经济形

态、产品流通或技术传播等角度进行对文化间关系的分析等等。

（六）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

聚落形态研究是复原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十五”期间，

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曾被列入重点研究课题；“十一五”乃至更远的将来，

仍将是重点研究领域。一般认为，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层次：遗

迹、聚落和聚落群。由于对次级层次需要将之置于高级层次中方能更准确理

解，因此，有关聚落和聚落群的研究将是课题重点。

课题的技术途径是田野考古。对于聚落的研究，应以发掘为主，辅之

详细的勘查、探察。“十五”学科规划中建议对不同类型的典型遗址做有

计划的全面揭露，仍是今后相关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聚落群的研究以区域

调查方法为主，最好配合对聚落群中典型遗址的发掘，以便正确把握调查

资料。经过多年的聚落考古实践，学术界已经积累起若干适合中国遗存埋

藏和保存特点的工作经验，应当尽快整理，形成有推广价值的田野聚落考

古方法。

聚落形态研究，即对聚落所反映的社会的复原，涉及方面众多，大致可

分为聚落经济技术内容及其与环境资源之关系研究，聚落社会组织结构研

究，聚落社群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要需应用不同的研究技术

和方法，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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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 “十五”规划提出的研究课题，也将是今后长期持续

开展的课题。经过 “十五”期间的努力，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正从泛过程

的和根据几种所谓文明要素的定性研究逐渐转为针对某一个文化传统所代表

的社会之具体的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其理论前提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正如中国

史前文化的演进一样是多元的。应当首先对这个多元过程进行个案梳理，针

对某一个地方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原因机制和特点进行长时段跟踪；再通过

个案之间的比较，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和发展模式等根本性问

题。预计这将是今后最为重要的研究角度。文明起源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中原

地区，黄河下游海岱古文化区、甘青地区、陕北河套地区、燕辽地区、长江

中下游地区、成都平原等远古文化都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因此也必须予

以关注。

（八）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涉及到古代民族的背景，其研究较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研究更为复杂。同时，三代周边地区的情况又不似新石器时代清

晰。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十一五”期间仍有予以充分关注之必要，

建议以下述方面作为重点课题：

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缘起过程，以及其处在文化并行期间的相互关系，是

必须关注的重点。目前，学术界所依据的资料，大多出自夏商周三代的都城

遗址。作为一段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

远大于普通村落，因此，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不仅要就某些遗物进行比

较，还应充分考虑都城社会结构、行业结构的复杂情况以及不同文化因素及

其组分与上述结构之间的相关性。

三代王朝文化与周边地区诸文化关系的研究，对历史上 “九州”、 “中

国”概念的理解、重构上古历史分区以及周边集团与中原王朝关系等提供线

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当前，周边地区考古资料的积累很不均衡，制

约着研究的深入开展。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田野考古工作，抓紧对考古资料的

整理发表，应是当前之急务。在对这些周边青铜文化兴衰过程梳理的同时，

其原因与背景也应予以适当关注。

西周封建诸侯国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构成整个周一代社会运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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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从考古学的角度，首先从文化遗存中将各国别文化识别出来，进而

梳理其演变脉络，是国别史研究的基础。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几个

大国文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不均衡，中小国别文化的研究还不系统。今

后的有关研究不但要重视铭文或族徽青铜器，还应从陶器等文化遗存进行全

面考察。

（九）夏商周三代经济的考古学研究

经济技术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表现，也是社会演进发展的重要动因。

由于有大量实物遗存，考古学在这个研究领域大有作为。而随着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以及在考古学中运用的逐渐成熟，实物遗存分析、鉴定的范围不断

扩大，精确的程度也逐步增加。三代农业及家畜饲养业的研究，应包括不同

时段、不同环境中农作物种类组成和品种演变、农具和耕作方式、家畜种类

和组成比例的变化、三代王朝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家畜的利用方式等问题。

三代手工业的研究是长期受到关注的课题，虽然对于手工业品的原料产地、

生产制作技术等的分析、鉴定等工作已有很大的进展，但在有关生产组织的

复原、产品的分配与流通状况的研究，以及追究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与政治

的互动等方面，还必须加强。

（十）夏商周三代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经过夏商两代至周，早期中国发展至顶峰

和完备；再至秦汉帝国，中国历史遂进入另一阶段。对这一关键时期，当前

考古学应着力的重要领域有：

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文明内涵的比较研究。文献传说，自夏代开始，

从 “禅让”转变为 “家天下”，标志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质的变化。文献传

说的可靠性另当别论，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最后的解决无疑需要

依靠考古学。其方法是系统对比龙山时代尤其是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的社会内容，包括两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化状况、生产组织和社

会职能的复杂化状况，从聚落布局、功能结构看两个时代中心性聚落或都邑

建设的规划思想之异同，由聚落群所见社群之间关系及其演变等多方面的内

容，以便从中寻求历史答案。应当看到，处理这些问题，需要田野考古资料

系统的积累，是一项持久的研究项目。因此，对一些关键性的大型遗址制定

缜密和长期的田野考古计划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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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国制度是社会尤其是社会上层政治需要的体现。丰富的三代城址的考

古发现，为研究其布局结构、流变及其从中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演变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应注意城址与周边聚落的关系，即

“国”与 “野”的问题。

三代埋葬制度及其变迁，集中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演

变发展、等级制度、组织结构以及三代礼俗的异同，是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

重要课题。在墓葬制度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代表社会最高水平的大型墓

葬；组成社会整体的不同等级的墓葬也应予以足够重视，尤其应注意对一个

墓地的全面揭露和系统研究。

（十一）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学研究

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牵涉的课题广泛，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

水平、文化交流等都通过城市遗迹得到集中体现。汉唐以降历史时期，城市

遗址多为古今重叠式埋藏，考古工作难度大、周期长，其田野工作方法本

身，以及如何引用现代探查和测绘技术提高城市田野考古水平，都是值得探

讨的重要课题。

在城市考古的研究方面，“十一五”期间，应扎实地把个案城市遗址的

文化内涵、变迁沿革进行疏理。如对北方地区早年就废弃的、至今保存较好

的一些城址，过去多数仅开展了简单的考古勘察，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对

一些城址应开展系统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廓清不同时代的遗存，确定城市发

展不同阶段的正确布局。同时注意同时代的和不同时代的城市遗址之间的比

较研究，将城市考古研究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密切结合起来。城

市考古不仅仅限于都城的考古，不同等级的地方城市遗址、边疆地区地方政

权的城市遗址等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了解这些城市遗址是探讨具有中

国特色城市体系的基础。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不能仅限于史前，而应以史

前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为起点。

（十二）历史时期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承三代以来，诸历史时期的墓葬制度因社会环境变迁有所演变；反

之，墓葬制度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变革状况的直接或间接反映。与三代墓葬

制度的研究相比较，历史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墓葬等级制度、

墓地的整体布局、墓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及宗教观念的演变等研究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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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墓地布局结构，风水堪舆，陵寝制度所反映的皇权、宗族、等级和世俗

观念等的变化情况，从中探讨相关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变迁；同时，还应

对墓地的形成过程、人们在墓地进行的各种特殊活动或行为的分析与

考察。

（十三）历史时期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在资料积累和研究较多的古代陶瓷考古方面，需要抓紧发掘资料的整理

与发表，在此基础上大力加强分期研究，使考古资料更加系统化；大力开展

通过窑炉、作坊和窑具研究以及对近现代窑场制作方式调研而达成的制作工

艺技术的研究，鼓励开展通过对窑址发掘中发现的窑炉、作坊等的分布、布

局，并结合史料以讨论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研究；通过窑址发掘资料和重

要商品运输通道及商品集散地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对比研究，探讨窑业分布与

规模、产品流通贸易及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为目的的综合研究。

除陶瓷之外，其他如矿冶业和铜、铁、金、银的细加工，纺织、造纸、

琉璃 （玻璃）、酿酒等行业的研究相对薄弱，而这些领域正是历史时期考古

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方面。为此，在 “十一五”期间应特别鼓

励在这些方面开展一些基础的考古勘查和研究，使这些领域的考古工作有所

改观，进而推进以考古学工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建立。

（十四）大运河遗迹综合研究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连接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

事和文化意义，将其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综合系统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一个

重要领域。而随着经济建设发展，这一研究又显得刻不容缓。

“十一五”期间，有关大运河的研究重点是对沿途古代城址、村镇、墓

葬和手工业遗址等的系统勘查，尽快抢救资料，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

础，树立运河经济区和运河文化带的大课题意识。这项工作除了传统的田野

考古之外，还需要航空考古、遥感、物探、ＧＩＳ、３Ｄ等现代技术的大力支
持。由于这一工作规模庞大、技术复杂、地跨多个省市，其实施需要强有力

的组织协调，因此建议由国家作为重点项目开展工作。

（十五）中国古代宗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古代宗教遗存的考古学主要是佛教考古。“十一五”期间，应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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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地测绘现存石窟寺和加紧资料的整理，尽快出版正式考古报告。佛教

寺院特别是中国早期佛教寺院的布局、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发掘、研究有待突

破。单体造像的类型学研究要与石窟寺考古、佛寺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作

为外来文化并传播广泛的佛教，对其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

境内，还应积极开展其起源地的研究，以及经中国向外传播的研究。

此外，“十一五”期间还应当进一步关注其他宗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十六）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尽管中外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但大规模的经贸往来则始自张

骞凿空西域，之后又陆续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和欧亚草原之路等中外交流通

道。中国文明在伴随着物产、技术、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同

时，也吸纳、融合了诸多外来因素。目前，考古学对这种中外交流的物证个

案如金银器、玻璃器、丝绸、外销瓷等十分重视，但还应与国外开展的相关

研究相对接。在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条件下，未来应由中国学者组织、设计

开展一些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十一五”期间，应为这一具有前瞻性研究目

标多做资料准备；同时需要加强整合研究，并将这种经贸交流引起文化、社

会层面的联动作为研究的重要视角。

（十七）开展外国考古学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应进一步开阔眼界，加强对国外考古学研究，

包括国外学术方法理论的研究，注重消化理解，为我借鉴，为我所用，但也不

必妄自菲薄，盲目照搬。吸收借鉴应建立在既弄懂国外这些方法理论产生的原

因背景，又应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及面临的问题有比较深刻、准确理解的基

础之上，同时鼓励积极开展外国考古学研究，从系统编译外国考古学著作着

手，逐渐深入。有条件时也可开展在周边有关系的邻国中做些考古工作。

考古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徐苹芳

课题组成员：严文明　林　禨　邹原本　杨育彬　陈振裕
何介钧　张　柏　韩　伟　刘庆柱　李伯谦

执　笔　人：陈星灿　赵　辉　许　宏　乔　梁　朱岩石
　秦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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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在总结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各学科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西部地

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自治区、多民族省）的发展情况。这些地区

既是我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研究对象的集中地区，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长期扶持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和要求更具有代表性。

一　“十五”期间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

“十五”期间，民族研究各学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党中央确定的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和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按照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努力贯彻党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

意见，在学科建设、队伍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民族研究各学科

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新进展。民族问题作为始终关系到党和国家全局的重

大事务，引起了党和国家进一步的高度重视。

（一）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建设取得了显著发展

民族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学科集群。正如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科设置一样，它包括了除少数民族

文学、艺术之外的各个学科，如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历史、民族法

制、民族语言、社会文化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民族宗教文化、民族古文

献、世界民族等。这些学科大都具有学科性的双重归属，如政治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经济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

会学、国际问题研究、文献学等。但是，这些学科以其研究对象和区域的专

一性，又突出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问题的研究

内容，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集群。同时，在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交往的

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专门的学问，如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等国际性

学科。

由此形成的学科性机构设置，主要分布在社会科学部门、高等教育部

门、民族工作部门和党校等系统，其实体性设置包括社会科学部门的研究

所，高校的研究院、研究所、教学系和研究中心，民族工作部门的研究中

心、研究所、研究室，党校的研究部、教研室等。这些机构及其研究力量，

构成了我国民族研究的主体。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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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往以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以及民族院校为主体的民族研究学科设置布

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正在加强民族学、人类

学、民族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设置和学科点建设。全国的民族院校

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其他高校也加大了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建设的力

度，相关的系、所、院设置纷纷进行了调整和建立。教育部门设立的蒙古学

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和新疆大学），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藏学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西藏大

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在推动民族学和相关学科

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交流和队伍建设。在各民族

院校中，中央民族大学在学科建设、队伍培养和成果推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同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人

类学研究所和正在形成力量的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相关学术机构，为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展

现了新的研究布局和前景。

“十五”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多学科设置的基础上，依托于该所建立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

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同时，挂靠在该所的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中国民

族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中国突厥语学会等国家一级学会和汉民族研究、影视

人类学、少数民族服饰等二级学会，在组织协调全国的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力

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我国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国家级机构，２００４年召开
了全国藏学研究协调工作会议，开始对我国藏学研究机构、力量的协调以及

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０３年在国家民委主持协调下，以
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名义，向国际人类学民

族学联合会提出了申办２００８年第１６届世界大会的申请，并在佛罗伦萨举行
的第１５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上获得通过，取得了２００８年国
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 １６届世界大会的举办权。目前，在国家民委主持
下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设立了学术工作委员会和地方工作委员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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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全国的学术机构和力量进行准备工作。筹备委员会还设立了对外网站，

沟通交流信息，传达我国筹备工作的进展。这次大会申办成功，集中反映了

我国民族研究学界各学科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成就

和发展潜力。

（二）民族研究机构设置和队伍建设得到显著加强

从总体而言，“十五”期间我国民族研究机构是一个大发展的阶段。

在学科性的机构设置方面，既包括新建的研究院、所、系、中心等，也

包括改建、升格的研究和教学实体。从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 （自治区、多民族省）的情况来看，机构设置和队伍建设都有显著的

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民族研究各学科研究工作的，主要由新疆社会

科学院、自治区各高校、自治区党校系统、政研室、驻疆部队、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等６个方面的专业研究队伍组成。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研究机构 ３３
个，研究人员５２６人。新疆社会科学院设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
宗教、历史、语言、民族文学、中亚、经济、法学 ９个研究所，还设有邓
小平理论、新疆经济发展战略、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国际问题、西域、新

疆文化发展等 ６个非行政编制的研究中心。其中具有地方研究特色的民
族、宗教、历史、中亚４个研究所被自治区确定为优先扶持发展的重点学
科。以学术职称分类，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人员 ６３人，具有副
高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人员 １７２人，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人员
１６７人，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人员４０人，无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
人员８４人。

“十五”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从事民族研究的机构由原来的７个增加
到１３个，即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加挂 “广西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

牌子），广西壮族自治区壮学研究中心 （隶属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

学院壮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汉民

族研究中心，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 （与 “东南亚研究中心”两块牌子），广

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文化艺术

研究院 （隶属自治区文化厅），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右

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

究所，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全区有从事民族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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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约６０人，专门从事民族研究的科研人员约４０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形成以宁夏大学的西夏学研究中心、回族研究中心、

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宁夏社会科学院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历史研究

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等专门研究机构为依托，

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为框架，以民族史

学理论与地方史研究、西夏学研究、回族研究、区域发展研究为重点的

特色学科群。据统计，该自治区专门从事民族研究各学科的教学、科研

人员数量在 １２０人左右；从职称结构看，这支队伍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者约占总数的 ３０％。

“十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民族研究学科的力量

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具体表现在：教学与科研机构进一步专业化。内蒙古大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

赤峰学院、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等高等院校拥有与民族研究学科相关的各类

教学科研机构。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在原有蒙古语言文学系、新闻编辑

学系、蒙古语文研究所、蒙古文学研究所、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近现代

史研究所、蒙古文化研究所以及周边国家研究所等教学科研实体的基础上，

于２０００年新设了民族学系，获得了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两个硕士学
位点，２００２年获得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点，２００４年成立了社会学系，为民
族学学科与社会学学科的互相渗透、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作为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对内蒙古

自治区乃至全国的蒙古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内

蒙古师范大学拥有１５个有关民族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即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所、教育学研究所、地方史志研究所、科学史研究所、蒙古语言文学研究

所、蒙古史研究所、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所、蒙古族民俗及游牧文

化研究所、古蒙古语研究室、人类学研究中心、民族植物研究所、区域民族

经济研究所、内蒙古地理研究所、内蒙古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并于 ２００２年
新成立了民俗学与社会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的有关教学科研机构开展的

科尔沁社会文化研究形成了特色。呼伦贝尔学院成立了游牧文明研究所。

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积极吸引人才，准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机构。内蒙

古社会科学院拥有历史研究、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民族研究、内蒙古牧

区经济研究等研究机构。内蒙古党校结合教学开展民族理论研究已具备一

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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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西藏民族

学院、西藏党校和一些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如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区党

委宣传部、区文化厅下属研究所、区政协研究室、区党委统战部、区民宗

委研究室等。全区除专门的科研机构外，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团体都对民

族问题 （包括宗教问题，下同）的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各部门都零星分

布着一些专职或兼职的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机构为西

藏社会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的民族研究所。全区现有专职科研人员约 ７０
余人，兼职科研人员约 ８０余人，总数为 １６０人左右，其中具有高级专业
职务的４０人。

其他多民族省的情况也是如此。贵州省除了省民族宗教委员会主管的民

族研究所和省社会科学院设立的民族文化研究所外，在贵州民族学院设有贵

州民族科学研究院、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族法学研究院、民族经济

研究院、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由贵州大学主管的有西南语言与少数民族研究

所、贵州文化研究所。除这些省属级民族研究机构外，在毕节、铜仁、安顺

３个专区和黔南、黔东南、黔西南３个自治州，以及三都县、雷山县、丛江
县、黄平县、三穗县、思南县、道真县，亦设有民族研究所。专门从事民族

研究的科研人员约 ２００人，其中研究员 （教授）占 １０％左右，副研究员
（副教授）占２５％。

四川省民族研究学科的主要机构，包括西南民族大学的民族研究院、藏

学学院、彝学学院、民族艺术学院、法学院、博物馆、经济学院、旅游与历

史文化学院，以及下属的民族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所、旅游研究所、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民族法学研究所、藏族文化研究中心、民族语言

文字信息处理研究所、少数民族药物研究所等机构，长期开展民族研究与教

学相结合的工作，现有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人员５００余人，其中副教授以上
２００余名。此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大学设有中
国藏学研究所，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２４人，其中教授 １４人，副教授 ９人，
讲师１人，获得博士学位者１１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现有专职研究和工
作人员２０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１年成立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有专
职研究人员７人；四川藏学研究所，现有专职研究人员８人。省级以下的民
族研究机构主要有甘孜、阿坝、凉山３个州的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州级
党校、州级民族研究所、州地方志办公室、阿坝藏羌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和

团体。

７７９民族问题研究　　　　



甘肃民族问题研究的组织机构，涉及隶属于甘肃或在该省的９个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的１９个研究机构。从这些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看，
形式各不相同，主要有这样四种形式。一是管理和研究兼有的机构，如中共

甘肃省委统战部二处 （民族宗教处），甘肃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 “民族

宗教研究中心”等；二是专门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机构，如甘肃省民宗委的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的格萨尔研究院、中

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和西北民族研究所；三是系所合一、教学科研兼有的

机构，如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的民族发展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的西北少数民

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中心，西北民族大学的民族经

济研究所、西蒙古一卫拉特研究所、西北藏学研究所等；四是上级部门设立

的研究基地，如兰州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的中央统

战部民族宗教甘肃研究基地；五是既有单一学科也有多学科的研究机构。全

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人员共有 １５８人，其中教授 （研究员）６１人，占总
人数的３９％；副教授 （副研究员）４１人，占２６％；讲师３２人，占２０３％；
助教２４人，占１５２％。

青海省民族问题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省社会科学院和几所高等院校，另

在其他一些部门也有零星分布。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自 １９８１年建立以来，一
直设有民族宗教研究所、藏学研究所 （前身是塔尔寺文献研究所）两个专门

机构，突出青海地方民族特色，主要开展对青海藏、回、土、蒙古、撒拉 ５
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宗教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

究。两所研究人员１３人，其中副高以上 ５人。该院经济、文史、社会学所
的不少同志也多致力于民族经济、历史、社会问题研究，或与民族宗教所、

藏学所同志合作研究，有较强的实力，现有研究人员 ４１人，其中副高以上
职称者１５人。青海民族学院是省内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和人员最集中的地方，
除民族研究所这一专门机构外，藏学系、蒙学系、法学系、经济与管理系、

艺术系等也拥有一批研究力量。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是省内民族研究的

重点机构，现有民族史、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教育学６个研
究室和影视民族学实验室及民族博物馆，研究人员 ２５人，其中副高以上职
称的１６人。

云南省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地区，也是文化多样性最显著

的地区。“十五”期间，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部署下，

民族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等方面取得长

７８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足的发展。除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委党

校和云南民委所属研究机构外，各州的民族研究、文化研究等机构也都体

现了地区性、族别性的特色。其中发展最快的是云南大学，在民族学、人

类学及其所涵盖的相关分支学科的学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建设方

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因此，以云南大学为主要依托，云南省承担了

我国２００８年举办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１６届大会的任务。
“十五”期间，东北 ３省的民族研究机构，更加突出了本地区少数民

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特点。它们除了民委宗教部

门所属的民族研究所外，在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都设有相关的族别性、

地区性和涉及东北亚、远东地区的研究机构，在朝鲜、满、鄂伦春、赫

哲、达斡尔、柯尔克孜、锡伯等少数民族研究方面形成了专门和社会性的

力量。如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黑龙江大学的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吉

林省民族研究所、延边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等。近

几年来，东北 ３省的这些机构，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国家批准的 “东北边

疆”工程的研究，在资料建设、专题研究、对策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主体

力量。

（三）学术园地和学术团体取得进一步发展

学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学术园地和学术交流，“十五”期间，民族研究

领域的学术刊物和学术团体的发展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主要标志是种类增

多、学术水平提高、学术影响扩大、装帧印刷等技术水准显著改善。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 《民族研究》、《世界民族》、《民族

语文》，是国内民族研究学界公认的国家级专业杂志。 “十五”期间，这几

种刊物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民族研究》不仅获得中国社会科

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而且获得了国家优秀期刊二等奖，在国内多项核心期

刊指标体系中一直保持了民族研究类权威刊物的地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

办的 《中国藏学》是我国藏学研究最高水准的专门刊物。与此同时，民族地

区、民族院校和各类民族研究机构主办的综合性、专业性学术刊物，也发展

很快。除了涉及民族研究领域几个系统主办的多种综合性、学报类刊物外，

专门性的刊物如 《贵州民族研究》、《满语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回

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民族艺术》、《中国壮学》、《西北民族研究》、

《民族》、《甘肃民族研究》、《蒙古学研究》、《蒙古学信息》、《蒙古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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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蒙古史研究》、《西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中国土族》、《青海

回族》、《青海藏族》、《格萨尔研究》、《新疆民族宗教》等等。在民族高等

院校的 “学报”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侧重反映人类学研究成果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民族工作部门主办的

一些外宣、内研性刊物和报纸，也都与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刊登了许

多学术性成果，如 《民族工作研究》、《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报》和地方

民族工作部门创办的一些刊物等。学术刊物的发展，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标

志。同时，民族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在 《中国社会科学》、 《历史研究》等

人文社会科学界最高级刊物和其他专业领域的重要刊物上发表的数量也显著

增多。国家级综合性、专业性的文摘刊物，如 《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摘要的量也明显上升。《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则以专题

形式大量转发了民族研究类的文章。

除了依托于北京相关单位的国家级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学术团体外，一些

依托于地方高校和单位的国家级、地方性的民族研究团体也不断发展。很多

地区都有专业性或族别性的研究会 （学会）。如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满—古

斯语学会、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 （下设省蒙古学研究会、省朝鲜学研究

会、省达斡尔族研究会、省鄂温克族研究会、省鄂伦春族研究会、省赫哲族

研究会、省柯尔克孜族研究会、省锡伯族研究会）、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会、

黑龙江省朝鲜语学会等，贵州有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

研究会、贵州省民族法学研究会、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会、贵州省民

族文化学会、苗学会、布依学会、侗学会、彝学会、土家学会、水家学会、

仡佬学会，宁夏有宁夏历史学会、宁夏西夏研究会、宁夏回族研究会、宁夏

民族理论研究会、宁夏经济学会、宁夏教育学会等，广西有广西民族研究学

会、广西壮学学会、广西瑶学学会、广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学会、广西民族

贸易经济研究会、广西历史学会、广西法学会 （下设民族法学分会）、广西

教育学会 （下设民族教育专业委员会），甘肃有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甘肃

省民俗学会、甘肃省少数民族经济学会、当代少数民族民俗学会、甘肃省藏

学研究会等，内蒙有中国蒙古史学会 （内蒙古大学）、中国蒙古文学学会

（内蒙古大学）、中国蒙古语文学会 （内蒙古大学）、中国蒙古国研究会 （内

蒙古大学）、内蒙古历史学会、内蒙古语文学会、内蒙古文学学会、内蒙古

民俗学会、内蒙古民族学会、内蒙古草原研究会、内蒙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会、内蒙古影视人类学会，新疆有新疆民族研究会、新疆地区的新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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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中亚学会、西亚学会、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会、吐鲁番学学会、龟

兹学会、楼兰学会、卫拉特蒙古文化研究会、唐加勒克研究会福建的中国

人类学学会 （厦门大学）等。这些各层级的学术团体，在组织全国、地方

的研究力量，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很多

地方性的学会能够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开展学术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的重大问题献计献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依托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一系列全国性学会，以专题的形式与各地区

联合办会也成为开展活动的重要方式，促进了学术活动在民间层面上更广

泛的发展。

（四）民族研究各学科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如上所述，我国民族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领域，“十五”期间

各学科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其他资金来源项目的带动和支持下，推出了丰

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
学术界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的研

究方面，其中邓小平理论中有关民族问题的思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有关

民族问题的论述成为民族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围绕这一主题联

系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学术界和民族工作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

作。陈国新、杜玉银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 （云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一书，以史的形式概括性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中国共

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有关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对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具有帮助作用。李资源的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 （广

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一书，系统地描述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
史，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讨。王希恩的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 （民

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从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形势的大背景入手，对中
国民族问题的历史线索和现实反应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对立足中国国

情观察和思考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国家民族史委员会编写的干部

读本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对在更大范围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学术论文以专题的形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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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多角度的研究。①

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需要深化对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理论基本原

理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民族理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原著及其基本原理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深化：一是就如何看待马克

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问题，认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理论丰富内

涵简单化、平面化、图式化的认识不可取，而由此导致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

义民族矛盾理论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则是错误的。二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在苏联的运用和发展为基本线索，系统地阐述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发展规

律、民族平等、国家结构形式、民族经济、民族干部、民族语言和反对资产

阶级民族主义趋向等理论上的贡献与失误，为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

民族理论提供了借鉴。三是针对近年来有关民族定义的学术论争，对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理论来源、基本含义、在苏联的实践、后人理解的误区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科学性。② 随着马克思

主义研究工程项目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民族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按照 “四个哪些”的要求深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将成

为 “十一五”期间民族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学界的发展是显著的，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在理

论研究方面展开了国际视野，对中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理论思考吸收和

借鉴了国际范围、特别是西方社会中有关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

学、国家关系等学科的理论，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

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是完全必要的。周平的 《民族政治学导论》 （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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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德洙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理论贡献》， 《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０年第１期；郝时远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 《民族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黄国雄
《试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发展观》，《福建论坛》２０００年第４期；金炳镐等 《论中国共

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彭英明 《论新世纪民族问

题与民族自身发展———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４期；王希恩 《中国共产党国际民族问题理论述要》，《世界民族》２００１年第３期；铁
木尔·达瓦买提 《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之路》，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９日 《人民日报》；彭英明

《论新世纪民族问题与民族自身发展———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南民族

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郝时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等等。
参见唐鸣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生命力》，《民族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４期；詹真荣 《杰出的贡献，严重的失误———论斯大林在民族理论上的得失》，《民族研究》

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郝时远 《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系列论文，《世界民族》２００３年第４、５、６
期等等。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即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民族问题的著述。随着理论
视野的拓展，民族理论界的研究也呈现了多视角、多维度的思考，其中对民

族意识、国家意识、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权、跨界民族等问题开展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因此而展开的学术争论也颇为活跃。① “民族共治论”的提出，

是近年来民族理论研究中具有大胆探索和创新认识的成果。该文通过对当代

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生活的考察，提出了 “民族共治”的命题。所谓民族共

治，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由各民族共同造就的以共和为目标、以权益

平衡发展为核心、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宗旨的政治机构、运作机制和实现

工具。② 对这些观点的讨论仍在继续。

总体而言，“十五”期间我国民族理论界呈现了拓宽学术视野、深化

理论思考、联系国内外民族问题实际的发展走向，而相关的研究在其他学

科也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显著成绩，民族理论研究正在成为多学科关注的

对象。

２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加强现实问题研究
在这方面，学术界根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实

践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③ 有的学者专门就我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和制度本身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民族法制研究也不断

深入，如纳入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体系的著述中，就包括了宋才发主

编的 《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此外，吴宗金、
张晓辉主编的 《中国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版），王铁志、
沙伯力主编的 《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等。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包括一些总结回顾性的著述，如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的 《中国的民族识别———５６个民族的来历》 （民族出

７８５民族问题研究　　　　

①

②

③

参见程人乾 《简论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之间关系的演化》，《世界民族》２００１年第
２期；马戎 《论民族意识的产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陈联璧 《民族

自决权新议》，《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等等。
参见朱伦 《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参见曾宪义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毛公宁、王平：《试
论加强我国民族法制建设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李德洙：《坚定不
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吴仕民 《新形势下贯彻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

问题研究》，《中国民族》２００４年第９期；吴宗金、匡爱民：《２０年民族区域自治法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纪念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２０周年》，《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
期等等。



版社，２００４年），任一飞、周竞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辽宁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进一步立足于中
国统一的多民族国情实际，全面认识我国的民族工作都是具有重要意

义的。

“十五”期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

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围绕

如何实践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不断在发展的实践中完善相关的政策等重要问

题，学术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西部大开

发与民族政策、西部大开发与生态环境、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西部

大开发与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的研究成为热点。① 同时，有关少数民族

经济的研究也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展开了新的视野，在区域经济、市场、

少数民族传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交相推进，② 这些研究成为 “十

五”期间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王洛林主编的 《后发地

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王文长等著 《西部特色经济开发》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等等。同时，
有关少数民族经济的学科建设也取得显著发展，陈庆德的 《资源配置与制度

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 （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龙远蔚主编的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等著作颇具代表性。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涉

７８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①

②

参见毛公宁 《关于西部大开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王欣、周伟洲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西北民族问题》，《西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黄剑
波 《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困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段超 《对西部大开

发中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保护问题的再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覃乃昌 《改革开放以来桂中、桂北的民族关系———以三江、龙胜、资源、鹿寨、金秀为

例》，《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等等。
参见胡鞍钢、温军 《社会发展优先：西部民族地区新的追赶战略》，《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３期；胡鞍钢、温军：《西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藏学》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王文长 《藏区经济发展的方式及途径》，《西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徐平：《推行股份合
作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意义———以西藏为例》，《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王文学、李含
琳 《甘肃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总体思路和战略设计》，《民族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谢丽霜：
《西部开发与金融市场的培育》，《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曾国平、增军丽：《西
部大开发中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６期；周
南松、胡晓登：《西南水电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移民问题与对策》，《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１期等等。



及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① 学者们的研

究视点除了对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观性研究外，在发展模式、统筹

协调、消除贫困、生态环境、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城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

等一系列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② 这些研究方向仍在

为民族研究学界所关注，并在近两年的研究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３我国传统的民族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在 “十五”期间展现了

强劲的发展势头，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既包括学科发展史回顾，也

包括学科理论和相关主题的研究

如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的 《纪念林惠祥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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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胡鞍钢、温军 《西部开发与民族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吴兴旺
《民族地区的小康进程与全面小康建设论析》，《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李皓、杜肯堂：
《民族地区全面小康之路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张立辉：《中国人口
较少民族的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丁建伟：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民族地区现代化》，《甘肃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沈道
权：《从局部贫困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的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４年
第２期；麻秀荣、安秀荣：《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黑龙
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等等。
参见赵晓华、李琳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４期；达列力汗·马米汗：《关于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两个问题的思考》，《新疆社会
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张运德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新

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解祥华：《中国区域经济冲突与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启
示》，《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余石：《坚持科学发展观，壮大民族地区县域经
济》，《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李含琳：《甘肃民族地区实施统筹发展战略的分类
模型和对策》，《甘肃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雷振扬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探析》，

《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王关区 《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结合的思考》，《内

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唐永亮：《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之误区解读与对策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杨松：《西藏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
藏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彭凤琼：《两广土地承载力对比分析及对策研究》，《广西民族学院
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杨明洪：《退耕还林还草实施中经济利益补偿的博弈分析》，《云南
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袁晓文、李锦：《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可持续性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李彦、李坤、燕飞：《内蒙古退耕还林 （草）中的生态移

民问题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敖登托娅、乌斯：《内蒙古草原所有制
和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张立中、王云霞：《中国草原
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鲁顺元：《制约青
藏高原牧区生态环保的社会因素管窥》，《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桑吉才让：《西
部牧区小康社会建设研究》，《甘肃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阿德力、汗·叶斯汗：《从
游牧到定居是游牧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蒲文成 《青藏高原牧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
期；张善余、曾明星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数据分析》，《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等等。



年），陈庆德的 《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麻国庆的 《文化人

类学：走进他者的世界》（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徐杰舜主编的 《本土化：

人类学的大趋势》（广西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翁乃群主编的 《南昆八村：

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三卷本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马
戎、潘乃谷、周星主编的 《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马戎著 《民族与社会发展》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周华山的
《无父无夫的国度———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 （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陈庆德等合著的 《发展人类学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庄
孔韶主编的 《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央民族大学民
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中国民族学纵横》 （民族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周大鸣、何国强主编的 《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 （国际

炎黄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郝时远、任一飞、陈英初编的 《中国少数民族

分布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的 《中国

民族学五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９９》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张继焦的 《城市的

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等诸多著述。云
南大学开展的各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在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基本建

设方面做出了努力。学者们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

及其现代化变迁、生态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城镇化过程与少数民族人口流

动、族际关系与文化认同、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

在人类学研究方面表现出政治、经济、生态、都市、宗教、医学、乡村、教

育、旅游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取向。① ２００４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
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代表团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意大利中期会议上

获得了举办第１６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主办权，这对推动我国民
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各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这一时期学界最关注和持续争论的焦点问题是

有关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其主要原因是随着 “族群”概

念的传入，学界在重新审视 “民族”和应用 “族群”方面产生的概念歧义

及其相互关系产生困扰，其中也关系到对中国的民族理论与西方的族群理论

的理解，甚至涉及到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民族政策等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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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学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中，一些学者认为，“族群”概念适用

于中国，而且属于文化概念、应用方便，且可以实现在民族关系领域的 “去

政治化”的目的。① 对此持质疑、反对的意见认为， “族群”话语属于西方

后现代社会出现的 “族类”群体 “碎片化”现象，其概念和相关的理论并

不适合中国的多民族国情，而且在缺乏对相关概念在西方社会流变和指称对

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条件下，不能用这一概念取代中国的民族概念，就所谓民

族问题 “去政治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通过对当代台湾地区的 “族群”

与 “族群政治”的研究，对所谓族群 “文化化”的观点进行质疑。② 这些学

术争论至今仍在持续，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中基本概念的

重视。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格的 《人类学关键词》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一书中，也包括了试图厘清 “族群”与 “民族”的尝试。

４民族历史是我国民族研究学科领域始终具有优势的一个学科
“十五”期间，我国的民族历史研究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研究主

题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族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朝各代的民族政策、边

疆政策，各族别的专史、断代史等，展现了深化发展的趋向；而涉及到古代

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科技、人物、地理分布和环境因

素等与相关学科交叉的研究也日益展开。相关的一些专门学科，如蒙古学、

藏学、古文字、古文献等研究也不断发展；包括史料的整理、辑录、校勘、

注释等成果显著。如余太山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 （中华书

局，２００３年），柏贵喜的 《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 （民族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李吉和的 《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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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周大鸣 《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马戎 《评安东尼·

史密斯关于 “ｎａｔｉｏｎ”（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纳日碧力戈 《问

难 “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马戎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

数族群问题的 “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等。
如郝时远 《Ｅｔｈｎｏｓ（民族）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４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 “认同群体”与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实证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中文语境中的 “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２００２年第５
期；《答 ‘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台湾的 “族群”与 “族群

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
《民族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陈建樾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社会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

决———兼评民族问题的 “去政治化”与 “文化化”》，《世界民族》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等。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赵云田主编的 《北疆通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李大龙的 《都护制度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孙?的
《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杨富
学的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王东平著 《清代回

疆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耿铁华的 《好太王碑一

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胡绍华的 《中国南方

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张声震任总主编、主编的 《壮族么

经布洛陀影印译注》（８卷本）（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４年），崔明德的
《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等等。同时，近代民族史和民
国期间的民族政策等研究也引起学界的重视，如黄建华的 《国民党政府的新

疆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同时，民族史学的研究在吸收和
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也展现了新

的视野，在民族历史研究方面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集和

论文。①

５世界民族研究是我国民族研究领域展开当代国际视野的重要窗口，同
时也是诸多学科日益参与的研究领域

“十五”期间，世界民族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

从全球范围展开了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方面的研究，如王联主编的

《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王建娥、陈建樾等人合著
的 《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李安山
的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等。在国别和区
域性的研究方面，如刘鸿武等编著的 《从部落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

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１年），曹兴著的 《僧泰冲突与

南亚地缘政治》（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潘志平主编的 《中南亚的民

族宗教冲突》 （新疆人民出版社），侯艾君的 《车臣始末》 （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等。同时，对我国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日
益关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的 《周边地区民

族宗教问题透视》 （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和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辑的有关中亚西亚的丛书系列等。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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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跨界民族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问世，如周建新的 《中越中老跨国民族

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石茂明的 《跨国苗族研

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等，以及综合性的著
述，如阮西湖的 《２０世纪后半叶世界民族关系探析》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等。而围绕这些研究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民族问题的特点

及发展趋势的论文则不胜枚举。① 其中，相当多的研究都关系到我国边境民

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打击 “三股势力”的课题。

６“十五”期间，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显著加强和新开辟的研究方向，除
了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和更多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特点外，值得一提

的是加强了对台湾原住民、“台独”势力的研究

大陆学界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在高山族历史和语言方面有一定基础，但

是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较之台湾地区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

究差距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开展了台

湾原住民与 “台独”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些研究包括从民

族问题、民族政策、 “族群政治”、原住民历史、 “台独”理论等方面的内

容，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② 在大陆台湾原住民和 “台独”问题研究方面

形成了新的研究方向布局。其次，在世界民族研究领域，从民族学、人类学

和国际移民理论方面开展对海外华人和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也是近年来一

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使以往的华人华侨研究在学科方面增加了民族研究相关

学科的归属，如郝时远主编的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刘宏的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

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庄国土的 《二战以后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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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郝时远 《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伪造的证言———
“台独”的原住民 “血统祖先论”驳议》，《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台湾 “原住

民”教育问题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５期；《台湾的 “族群”与 “族群政

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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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人口辨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 〈番俗六

考〉》，《历史与民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陈建樾 《从 “化外”到 “化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的台湾 “原住民”政策述评》，《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走向民粹
化的族群政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台湾原住民运动与原住政策研究》，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曾玲的 《越洋再建家

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高伟浓等的
《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 （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曾少聪的
《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等，而学术论文成果也颇为丰富。①

总之，民族研究领域的多学科性使我们不足以在这里全面介绍 “十五”

期间的成果，但就上述一些研究方面的随机举例而言，可以说这一时期民族

研究领域的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五）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和作用受到重视

“十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区域战略转移阶段，国家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和实施，对民族研究各学科提出了许多重大而现实的问

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东部还是西部，在对西部地区发展、特别是加快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实施进程中，都对民族研究领

域提出了现实而紧迫的要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贫

困、人口、资源、生态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基础性调查、对策性研究需求不

断增多。同时，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党和国

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阐释，并且专门下发

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简称 《意见》），

各地区、各级党政部门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

从民族研究领域来看，在中央关于 “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指示精神指导下，包括东部地区、特别是民族自

治地方、多民族省对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也显著加强。主要

体现在：一是从民族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设置和建设，突破了以往限

于民族院校的状况，正在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方兴未艾的学科建设内容，相关

的专业人才也呈现了全国性广泛分布的特点。二是民族自治地方、多民族省

普遍提高认识、积极落实的同时，对民族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采取了相应的

扶持措施。特别是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了贯彻落实 《意见》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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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如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促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 （黔党

发 ［２００４］１０号），并召开了有各级行政、教学、科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政策研究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社科学术

团体等的领导、指导和协调。同时，对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

养、选拔和管理，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评价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加大投入等措施。如

对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财政拨款从过去的 １００万元／年，增加到 ２００４年的
１５０万元／年等。四川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也制定了本地区 《关于努力推

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意见》，作为具体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的

文件下发各级党政部门；同时，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协调小组，其主要

职责是研究制定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确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

促进研究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对重大课题研究的指导，统筹协调全省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四川省委明确指出，要把四川建成西部经济文

化强省，既要依靠先进的自然科学，也要依靠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四川省

委要求在明确高等学校、专业科研院所、党校、党政机关研究机构功能定位

的基础上，调整重复设置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促进研究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合理布局。建立５个资源整合、学科交叉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民族
宗教研究是其中之一。围绕这一目标，一些具体政策、规范和制度也在拟

定之中。甘肃省为贯彻落实 《意见》精神，省委宣传部在今年春季组成调

研组，到省社科院、社科联、省委党校、部分高校和省直部门的研究机

构，就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如何繁荣发展省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等进行了较为广泛和系统的调研。调研组经过认真分析和总

结后，撰写了一万余字的调研报告。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发

［２００４］３３号文件，即中共甘肃省委 《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

意见》。

从总体而言，由于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和水平的制约，在贯彻落实 《意见》、不断提高和加强对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重视程度的进程中，也面临着加大资金投入、改善科研条件等方

面的一些实际困难，这也是很多地区性调研报告中具有普遍性的反映。但

是，就民族研究领域各学科的发展来说，无论从党和国家、民族工作部门，

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相关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对民族问题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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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重视程度确实提高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重大问题的高度。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１６次集体学习把民族问题作为主题，为全党重
视民族问题、重视民族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学

习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民族工作、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具有现实的重

大指导意义。特别是总书记要求全党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

学的知识，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奋斗的民族工作主题，

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

教育等，对我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紧迫的任

务。对此，民族工作部门、特别是民族研究领域的科研、教学机构肩负着责

无旁贷的重任。

毫无疑问，“十五”期间我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学科建设、队伍发展和

学术影响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平衡，总体上还没有

摆脱经费紧缺、基础建设滞后、科研手段落后、理论水平不高等问题的

困扰。

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民族研究各学科
繁荣发展的作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实现 《意见》所要求的功能、作用、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的运作、导向和效益，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述民族研究各学科在学科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发展，

都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分不开。对此，民族研究领域各学科具有共识

性认识。以下主要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要地位、运作方式、导向作用、

队伍建设和存在问题几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要地位和运作方式

根据本学科各位评委的区域性、机构性等方面的调查，结合本学科的发

展、课题指南、评审工作，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要地位、运作方式和导

向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评价。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来说，民族研究学界普遍认

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点研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代表

７９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着高层次的学术水平，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着导向作用。争取国家项目，

不仅仅是争取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得锻炼队伍、提高水平的机会，反映出本

部门的研究实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设立的

覆盖面最宽、资助力度最大、层次最高的国家基金项目，并把承担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视为一种宝贵的学术荣誉和提高自身科研水平、出标志性成果

的机会，因此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具体

表现在：

一是许多学者把承担国家课题看作是一个科研人员科研能力和学术成就

的重要标志。有的学者说：“当学者的一辈子都争取不到，或不能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国家科研项目，那是终生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一个学者要

有作为，就要敢于在全国、全世界学者中一比高下，敢于竞争，有不服输的

拼搏精神”。还有的学者说：“国家课题是一种学术力量的较量，凡有能力的

学者当然要申报，以体现自己的学术价值。正因为如此，尽管资助的资金不

多，我们仍要积极申请。”

二是许多单位把承担国家级项目的数量的多少、完成质量的高低，作为

衡量一个单位科研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承担国家课题，不仅可以形

成一批标志性成果，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承

担国家项目，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学科人才，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有利于教

学研究人员锻炼、提高，考核自己的科研能力；有利于开展学术交流，取长

补短，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三是通过承担国家项目，利用国家投资，为学科建设争取到更多的经

费，改善学科建设的基础条件，提高学科的层次和水平。这在甘肃省很明

显，有的从一般学科成长为省部级重点学科；有的从本科层次升格为硕士培

养点；有的从硕士培养点升级为博士培养点乃至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变化与

承担国家项目不无关系。

大家认为，尽管申请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付出辛勤的研究，但是

研究者的积极性很高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①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等级
最高的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有不可替代性；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单位或个
人对承担社科基金项目具有较高的价值和相当的学术水平比较认同；③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有一套日益规范和成熟的管理，保证了项目的质量；④省级有
关部门的管理，研究者所在单位的推动，成果通过评奖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

可等，都带动和增强了申报的积极性；⑤对本地区学科地位提高和建设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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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这些评价，突出地反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要地位和社会

影响。

从社科基金评审工作的运作来看，各地区的调研报告表明，大多数单位

和个人都认为，目前规定的评审程序是严密的和科学的。评审书中的要求、

尤其是课题设计论证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要求非常准确。从评审的结果看，

评审工作是公正准确的。有些单位和学者说，并不知道评审的过程和进度，

但结果是出乎意料地被获准立项了，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较普遍的看法

是整个评审工作本着严肃、认真、公允、严格的标准，评出了大量具有理论

和现实意义的项目，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哲

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发展壮大。一是基本做到了公平、公开、对项目不对

人；二是体现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的意图。有

的报告指出：“十五”期间课题的申报和评审工作总的说是好的，主要表现

在：①能广泛听取广大评委的意见，并及时采纳；②民族学科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重视通过协商的办法平衡各地区项目的数量，这一经验是比较成

功的。

（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的导向性

就 “十五”期间本学科的课题指南导向性而言，民族研究学界也给予普

遍的肯定和好评。调查结果显示，大家普遍认为：民族研究类课题指南具有

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对民族地区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

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加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处理好改

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这从指南的学科覆盖面、学术前沿性、问题的预见

性以及成果的针对性和应用性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课题指南在申报中起到

了明确研究思路、提供研究信息、规范研究选题、协调学科发展的提示和引

导作用。

有的报告指出，课题指南对于研究群体的学科研究意识起到显著的提示

作用。课题指南可以让研究者知道学科研究的主流和趋势；即使基于区位学

术传统的特色研究，也能注意与学科发展的主流密切联系起来。这样，分散

于地方的学术群体的研究，无形中就形成整合的态势。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

中国，在科研经费虽然逐年锐增但仍然有限的情况下，相对地集中力量进行

科研攻关，课题指南发挥了无形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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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报告认为， “十五”期间民族学科课题指南基本上体现了导向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引导广大科研人员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起到了导向作用；二是对民族学科发展也起到了一定

的导向作用。希望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导向作用。还有的报告评价说：

“十五”期间民族问题研究学科的课题指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

导地位，围绕发展主题和新的伟大实践，制定出了具有时代特征，既注意基

础理论研究，又切实加强现实问题和应用问题研究的课题导向。除此而外，

这些设立的课题，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带

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注意了发挥地方

研究机构的特长，对一些区域性的民族问题加大了对策性研究的力度，既促

进了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又发挥了民族问题研究成果为区域发展

服务的功能。如，指南中的 “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

地区教育和科技现状分析与对策”，又如 “少数民族人口现状分析和计划生

育工作”、“世界民族冲突与走向和解的实证研究”、“西北大开发与民族地

区的城市化进程”等，均有相当强的导向性。这些在指南导向下的理论成果

将对世界民族问题的预见和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重要的

指导作用。

有的报告通过对 “十五”期间历年课题指南的比较研究认为，有近

３０％属于基础研究的项目，７０％强的项目基本属于应用和对策研究。课题中
理论和实际结合、多学科结合已是十分普遍。指南涉及民族学科的诸多领

域，这是国家级课题性质所决定的。指南涉及民族学科的方向之广，这是因

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等因素所致。但是，指南有其规律性，它必然

要反映这个学科的特点和时代特征，这样的导向既不脱离时代的发展要求，

又使学科得到不断发展和创新。“十五”期间民族学科研究的民族问题很多，

有些表现出综合性，但就其问题的侧重点，可按指南各个方向依次为：民族

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民族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地区稳定问题研究，世界民族问题研究，城市民族

问题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变迁、调适、保护和开发研究，民族地区法制化建

设研究等。总体而论，这些问题既是热点，又是难点；既有理论又有现实；

既有基础研究，又有突出应用问题研究；既涵盖了民族研究的多学科，又需

要学科间的交叉结合。应该说，“十五”期间民族研究学科指南发挥了应有

的导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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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问题研究课题立项情况的分析

鉴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推

动学术事业繁荣发展作用日益提高的认识，各地区、各机构申报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因此，各地区对中标项目的数量、规模和效益的

分析自然成为调研工作的重点之一。

“十五”期间，民族研究学科发布的课题指南项目为５６个研究方向，经
过会议评审和规划办批准立项的课题１４４项，从立项数目来说呈逐年上升之
势，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４项上升为２００４年的４４项。这一态势，一方面表明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本身的发展和对西部地区倾斜的意图；另一方面也突出体现了

我国民族研究领域自身的发展及其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重视。从立项

的分布情况来看，总体上是平衡的，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自治区、多民族省

的倾斜是显著的。在１４４个项目中，北京作为科研、教学和相关工作部门集
中且研究实力较强的地区，立项数量为 ２３项，占全部立项课题的 １６％；５
个自治区与云、贵、川、甘、青５省立项数量为１０１项，占全部立项课题的
７０％。应该说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本学科在支持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的科学研究事业发展方面给予了切实的重视。

在各地区的调研报告中，对历年来本地区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

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其中包括申报量与立项量的比较，本地区立项量与学

科组总立项的比较，本地区民族问题学科立项量与其他学科立项量的比较

等。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上述 １０个地区立项数量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在
“十五”期间的前４年间，最多的地区获得１５项，最少的地区获得３项 （西

藏地区情况比较特殊）。

从申报数量与批准数量的比较来看，虽然各地区的情况不一，但从总体

而言，这些地区申报民族研究学科的数量在地区申报总量中所占比例比较

高。如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累计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３３
项，中标２７项，中标率为１１５９％。同一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申报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 “民族问题研究”学科３６项，占申报总数的１５４５％，在２２个
学科门类中所占比例最高，共批准立项７项，中标率为 １９４４％，高于全区
各学科平均中标率。这种现象有一定普遍性。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内蒙古自治
区社会科学界共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５５项，包括１４个学科；其中民族研究
学科立项１４项，占２６％，在各学科比较中立项率最高。如新疆维吾尔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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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学科立项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数量 序号 项　　目 数量

１ 经济学 ３０ １１ 哲　学 ３

２ 民族问题研究 ２５ １２ 党史党建 ３

３ 中国文学 １３ １３ 新闻学 ２

４ 语言学 ８ １４ 人口学 １

５ 国际问题研究 ６ １５ 世界历史 １

６ 政治学 ６ １６ 考古学 １

７ 宗教学 ５ １７ 艺术学 １

８ 法　学 ４ １８ 体育学 １

９ 社会学 ４ １９ 马列科社 １

１０ 中国历史 ４ ２０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１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民族问题学科的立项在本地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的立项总量中是比较突出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研究各学科

的区域性分布。同时，各地区在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方面的积极性不断提

高，特别是加强了选题、论证、推荐等环节的把关，切实增强了竞争性和中

标率。在这方面，一些地区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例如：

贵州省社科规划办对组织申报工作抓得紧，该省社科规划办每年都要制

定年度申报方案，精心组织申报工作：一是广泛动员，大力宣传，及时传达

上级有关精神；二是召开申报资讯会和申报经验交流会；三是到各个单位座

谈，组织填写申报表，做好协调工作。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贵州省近年

来申报课题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新疆在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时，强调从新疆的实际出发，着重突

出新疆所特有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边疆特色，着力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

品牌学科和选题。只有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新疆在申

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中标率。

广西的经验认为，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民情和区情，抓住目前需要解决

的重大问题。要熟悉 《指南》，发挥优势，课题设计要有前沿性、创新性和

规范性。要有新颖的角度，有独辟蹊径的精神。要勇于闯禁区，务实创新。

要敢于碰难题，面向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必须有前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

基础上对课题进行精心设计，充分论证，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要具体、详细

阐述。课题组成员要有高层次的研究成果，最好是承担过较高层次的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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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并尽可能做到老中青三结合。

青海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一是认识到位，领导重视。各相关单位的领

导每年对申报工作都给予高度重视。青海民族学院把申报工作作为加强学校

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院领导亲自安排组织，提前准备，落实责任，充分论

证，严格把关，不放松任何一个环节。二是认真选题、注意特色，收集和分

析民族问题研究动态、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按照课题指南突出地域和民族

特色，确定项目和研究内容，增加了立项的可能性。三是严密论证，保证质

量。课题负责人确定选题后认真进行课题设计，力求科学性、可行性、严密

性。青海民族学院科技处还就课题的论证情况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对选

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技术方法、研究手段、相关文献资料、成果形式等提

出修改意见，最后审查把关，力求论证规范、文本整洁美观。四是优化队

伍，强化力量。

还有的地方和机构在申报前专门聘请有关专家举办讲座，就申报内容、

论证设计、技术层面、组织队伍等方面进行咨询，然后分析动员、整合力

量，较有把握地开展申报工作。这样把专家个人申报和单位积极组织紧密结

合起来，提高了申报工作的获准率。内蒙古自治区规划办的同志们克服许多

困难，同广大研究人员以及众多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组织自治

区社科项目的同时组织申报国家项目，在 “十五”规划的前４年已经争取到
５５项国家课题，比 “九五”期间的４２项明显增多。甘肃省社科规划办、各
高校以及社科研究工作者，包括民族学学科研究者，对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对申报程序和规定越来越熟悉。申

报书的质量明显提高，论证严密，材料翔实，说服力强。一些学校或科研单

位，从政策上规定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给予鼓励，只要认真论证申报，虽

未立项，也算一定的工作量列入个人年终考核成绩，以制度调动申报的积

极性。

（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学术队伍建设

在大多数调研报告中，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效益评估都突出了学

术队伍建设问题。大家认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

最高级别的研究计划，既是对研究者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检验，又是对承担者

赋予的学术责任和学术荣誉。因此，无论是论证申报还是承担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都成为科研、教学机构和学者队伍普遍的追求，积极性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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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项目的实施，又锻炼和培养了学术队伍。

在调研中，有的学者认为，申报国家课题可以锻炼自己的科研意志，提

高自己的科研能力，有利于培养科研人才。有的青年学者认为，完成国家课

题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和声誉极为重要；等等。这种精神调动了学术队伍申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承担项目的责任感，对学者

个人和队伍群体都起到了激励作用。

例如，近些年来，宁夏地区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通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脱颖而出。该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学科带

头人和科研骨干中，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的约占总数的９２％。
他们不仅完成了学术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提

高了自信心。通过这些项目的带动，深化了以回族研究、西夏研究、生态环

境与区域发展为代表的特色学科研究，为学位点建设创造了条件。云南省很

多接受调查的学者表示，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

及水平，提高在群体中的学术地位等，都具有关键性作用。

总之，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承担和完成对民族

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这类项目的承担

和完成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优秀科研成果，通过项目研究的参与培养了一批

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壮大了科研队伍，从而促进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施的效益

在有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进展和结项及其效益方面的内容，在各

地区的调研报告中反映不平衡。总体而言，各地区基本上认为进展是正常

的，效果是显著的。贵州省 ２０００年以来承担的 １０个项目中，已结题 ４项，
尚有６项正在进行，将陆续结题。在已结题的项目中，徐静的 《西部大开发

与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和索晓霞的 《西南贫困山区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均获得社会好评。前者还被高层领导阅读，在制定贵州

省生态资源政策时起到了参考作用。根据这两个课题主要内容撰写的专著

《贵州生物资源开发》和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分别获得

第５届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宁夏的项目承担者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开展课题研究，其中有些项目

已如期完成结项。如２００１年度重点项目 《干旱典型特贫回族聚居地区生态

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跟踪调查与研究》已正式结项，其最终成果 《绿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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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宁夏南部山区生态重建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其

他尚未结题的项目进展顺利。四川目前尚有 ５项处在研究或鉴定结项阶段，
有个别项目结项后成果在出版阶段。广西近年完成且已出版的 《中国民族团

结研究报告》，社会反映比较好，认为是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一项突破性成

果。其余研究项目有的已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并产生良好的影响。有的地区反

映，从已完成的项目看，都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并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但也存在只重视争取课题而不重视抓紧完成课题的倾向，有些研究成果达不

到原来课题设计的要求。从总的情况看，“十五”课题完成的进度较慢，应

该说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根据本学科组 “十五”期间的运作情况来看，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对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基本建设、学术队伍培养、研

究工作深度和学术成果推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就庞大的民族研究领

域各学科的学术队伍而言，能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者仍属少

数，但就学者队伍的研究取向而言，则十分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年一度

的课题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是显著的。同

时，随着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不断交叉互渗，特别是由于这一

学科领域涉及历史与现实、基础与应用、国内与国外等范畴的诸多研究取

向，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五年规划、年度立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推动各学科的发展。

三　关于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关于制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一五”规划的问题，是本学科调研工作

中的重要内容。各位评委在征询各地区、各单位和一些学者意见的基础上，

提出了很多课题。这些课题既有原则性的，也有具体指向的；既有面对全国

的，也有突出地方的。根据这些列入规划的建议，现综合如下。

（一）制定 “十一五”民族学学科组规划的原则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重要阶段，也是

进一步加大西部大开发力度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根据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民族研究学

界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工作主题，按照巩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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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要求，切实贯

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决定，在中央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

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导下，制定民族学学科规划。

（二）关于民族学学科组 “十一五”规划的设想

根据我国民族问题的主题，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发展和

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根据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突出现象，继续以往

已经开展的研究，综合学科组各评委提出的设想，提出以下方向性的课题供

规划工作参考。

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与创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关

系，深入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和新论断，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理念，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

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研究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为我们把握住和利用好重

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即要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全局观念去全

面认识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基本

的重要的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代表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

同愿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

且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多民族国家的视角看，民族关系的和谐程度是社

会和谐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必须按照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加以实践。

３科学发展观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努力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和策略的新突破，是指导我们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的新理念，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西部地

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党和国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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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加

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充分认识和科学实践科学发展观的

基本要求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４政治文明建设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属于政治文明建设范畴，

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方面。“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是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始

终强调的基本原则。坚持是前提，完善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更好、

更有效地坚持和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按照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以民

主法治和制度建设为重点开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５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 “两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全面的发展。少数民

族地区的人文特点和生态条件的特殊性，对实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发展问题直接遇

到了文化、文明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和生态问题与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更加突出。很多地区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消

亡的危险。因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成了一项非常紧迫而意

义重大的任务。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的资源宝库。

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多种生产方式蕴含了很多传统知识和智慧，其中

也包括了大量尚未发掘、整理和提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知识。这 “两种

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对维护我国文化和生态多样性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

课题方向包含了文化产业，关系到文化和生态的旅游业等内容。

６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西部地区的落后和加快发展的要求，关键因素是人才。西部地区教育水

平低、人口素质差、人才数量少、人才流失严重，成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

瓶颈；而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又反过来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二者

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以营造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和人才成长的

环境，使大批高层次人才适应加快发展的要求脱颖而出，是西部大开发中首

要的战略任务。

７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族际关系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城市化，这也是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题中之意。城市化进程对多民族国家而言，不仅意味着各

８０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民族人民从农村牧区、从西部到中东部、从边疆到内地的逐步转移，而且也

意味着族际关系在以城市为依托的社会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展开。这虽然

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但是族际互动的发展、各民族散杂居的态势已经

开始且方兴未艾。城市多元化、多样性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协调、城市民族工

作、散杂居少数民族利益的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根据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民间层面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纳入社会管

理、社会调节的机制。

８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

阶段性的滞后性。但是，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互性影响和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在加快发展要求下的迅速转型，相应的社会文化问题已日益

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因与民族、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更复杂的表现

形式，需要通过踏实的田野调查工作，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

与方法开展研究。

９中华民族发展史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 ５６个民族的统称，也是代

表中国国家层面的唯一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目前，各族别的专史、通史研究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中华民族史属于

近现代史范畴，需要在现代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及其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的理论框架下加以研究。

１０中国古代民族观与民族史 （志）研究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性。中国古代的民

族观对历代民族政策起着导向和决定作用，从而对中华民族的聚散离合和最

终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加强古代民族观的研究不仅是深刻认识

和评价历代民族政策得失的基础，也是总结传统智慧、古为今用的依据。同

时，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互动，其

历史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需要我们从各个角

度去开展研究，即加强包括汉族在内的民族史中的专门史、民族志研究，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建设。

１１国际环境与我国民族问题中的若干 “热点”研究

“台独”问题、达赖集团问题、 “东突”问题等是关系到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 “热点”问题，虽然不属于我国民族问题的主题，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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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民族问题中最具国际性的问题。国际环境的变化、西方势力的干预对

这些分裂主义势力的消长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美国等西方势力在全球推行其

价值观念和我周边国家出现的新变化 （如吉尔吉斯斯坦），我周边环境也在

继续演变。国际环境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及其相关 “热点”的走向应进行

持续的追踪性研究。

１２世界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民族 （种族）问题。

不同国家的民族问题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不仅

需要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和国际社会有关民族理论

的发展趋势，也需要我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和比较吸取经验教训，为我

国的民族理论、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应从周边国

家、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等几个层面开展研究。同时，在世界民族

问题研究方面，除了继续重视包括国际移民、世界土著人运动、少数人权

利保障等国际前沿性问题外，要重视基础性的课题，如长项的世界民族史

（志）研究等。

（三）可供参考的一些课题建议

在各位评委提供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了建议在 “十一五”期间需要加强

研究的课题，其中有些已经在上文中做了吸收和归纳。考虑到全面反映各地

区、各评委的意见和为 “十一五”期间的年度课题指南储备思路，现将相关

课题列出以备参考。

１探索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新路研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仍有上千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因而有必要在总结过去

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一条更加有效的扶贫新路，以加快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的脱贫步伐。

２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重建
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适合本民族经济生

产类型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如家庭养老、民间救济、民间

互助等。随着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保

障制度出现了弱化、解体等现象。如何适应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工业化、农牧

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趋势，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

与重建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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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城市少数民族人群生存状况调查与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民族间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

语言文字、心理状态、工作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面临文化冲突、生活

不适应、求职困难、传统社区解体等困境。对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生存状况

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可为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可靠的参考

意见。

４西部地区生态重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重建仍然是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更好地发挥生态重建的经济效益，从长远上解决好生

态重建与加快当地农牧民的脱贫致富步伐的关系，促进生态重建与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需要学术界给予充分关注。

５西部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研究
对西部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深入研究，可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

动我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促进西部地区

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方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６少数民族典型村镇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调查与研究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任务为背景，从各民族群体中选择一些典型

村镇社区，通过对这类微型区域的发展模式及其动力机制的比较研究，有助

于探寻少数民族村镇社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途径。

７西南民族地区水电资源开发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和利益的利弊影响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水能资源极其丰富。水电开发引发的利益冲突，传统

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调适，生态环境变化的利弊评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结

构性调整等诸多问题都与此牵涉。有必要进行民族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的多学科分析研究，做出较全面的综合评估。

８西南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景区营销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高品位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众多，旅游业正在成为民族

地区新的重要支柱产业。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

学、系统地开发和保护这些旅游资源，使之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９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通过深入调研，梳理国际国内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影响民族关系、

影响稳定与发展的各种因素及产生的根源，提出预防的思路和解决处理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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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措施。

１０中国牧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
牧区社会与农耕社会有较大的差别，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变迁规律。草

原牧区大多地处西部、北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又分布在边远地区。深入研究

草原牧区的发展问题，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祖国边疆的稳定与

繁荣。

１１草原牧区的城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
由于游牧的特点，草原牧区定居和城镇化步伐十分艰难。通过深入调

研，掌握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按照经济发展规

律，提出分区域的、适合各自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步骤和模式。

１２恢复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研究
由于全球气候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破坏严

重，加之人口不断膨胀，致使一些地方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如何恢复和改善

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１３西部大开发和分省 （市、区）投入绩效研究

西部大开发是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投入和绩效已成为国人普遍关注

的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启动４年，应有阶段性绩效总结，应有科学的阶
段性总结报告，以利于进一步科学地部署，以求有限投入获得最大绩效，以

求早日实现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１４文化多元化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少数民族

文化中有许多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有益的优秀成分，系统研究和归纳，发

扬光大，使大众认同，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１５少数民族贫困县扶贫开发绩效研究
国家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县的扶贫开发计划已实施近 ２０年，收效明显，

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分别县 （市、区）的绩效评估和总结成功的模式尚属

空白，应当加强研究，以利于获得最佳绩效。

１６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评估研究
民族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每一项民族政策的价值、效益、效率、

效果都应有一个科学的评估，以便为不断改进、完善或制定切合实际的民族

政策寻求充分的依据，为我国民族政策的科学决策和实际运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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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民族政策的研究
以１９９３年为基数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深刻影响和作用于民族

自治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 ５６个民族各具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其
分布、聚居、散居、杂居的地缘环境也相异。这些 “因素”是制定新的民族

政策的客观依据。民族政策要适应民族特征和地区特点，不应是全国 “一刀

切”。

１８全国实行 “三公开”选拔干部和民族干部的选拔使用相互关系研究

全国的公务员统一考试和考核的标准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的语言、

文字、文化、习俗、传统以及教育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和不协调性，制

约了不少民族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如何解决民族地区这一特殊问题，对于维

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９内蒙古自治区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研究
能源约束是我国 “十一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

题，也事关经济和社会安全。实施新的能源战略是当务之急。内蒙古是资源

相对富集的地区，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如何评价内蒙古资源开发在国家

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评估内蒙古能源开发潜力和前景、问题和不足，进

而提出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是一个重要课题。

２０内蒙古优势产业的培育和扩张问题研究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以乳、肉、绒为重点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以电力

为主的能源工业迅猛扩张，既有内在动因、客观基础，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

题和潜在的风险。本课题主要研究优势产业培育与扩张的规律及对策。

２１西藏地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在西藏这样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灾害频发的地区，是全面开花、全面

建设，还是选取少量的土地，集中全区主要的人口，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这涉及对全区相当一部分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此应进行科学研究。

２２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研究
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的耦合关联机制，明确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对

接方式的产业选择，具体探讨发展模式、脱贫之路、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

关系、生态环境重建的补偿机制、生态移民的具体措施和生存保障、广大牧

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２２青藏高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青藏高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类型与归属、开发与保护等，并探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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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和旅游的结合问题。

２３汉藏民族关系史
从族源、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习俗多角度研究汉藏民族间

的血肉联系，并使以往的零碎研究成果系统化。

２４吐蕃政治史
吐蕃是藏族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藏族的形成有过重要影

响。本课题应全面研究吐蕃社会形态、政治体制、对外关系、政教关系、经

济状况、文化习俗等，理清有关事件和年代，丰富和完善中国民族史内容。

２５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研究
少数民族、尤其是文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有许多优秀的古籍和历史文

献，但鲜为人知。对少数民族的优秀古籍和历史文献系统整理、研究和出

版，对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创造新的先进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２６青海都兰热水古墓研究
都兰地处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边缘，历史上曾有羌、吐谷浑、吐蕃和后

来的蒙古族、藏族等多民族繁衍生息，形成一条长达 ２７０公里、南北宽约
１００公里的历史文化长廊，其最集中的景点热水古墓群已被确定为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本课题通过全面考察研究，理清文化归属，反映全貌，突出

青海古文化多元性特征，并搞清都兰历史和当地民族变迁史。

２７藏传佛教经典译注
藏传佛教经典汗牛充栋。近年来，港台地区对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

经典进行整理译注，卓有成效，主要依靠了大陆力量在民间进行。建议全国

社科规划办适当组织力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计划地译著一批有影响的藏

族等民族的佛学著作。

２８满族语言、文献抢救开发与历史文化综合研究
对满族语言、文献进行抢救调查与整理研究，对满族语言、文献与历史

文化进行深层次综合研究。通过对满族语言、文献等文化遗产的抢救与开

发，可为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２９东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东北各少数民族特别是满—通古斯民族物质

文化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经济文化模式面临着强大的冲击。满—

通古斯诸语族如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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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３０中国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和提高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享受的日益提高，人权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都与民族

政策及实践息息相关。开展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跨学科研究，对

丰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动少数民族人权事业

的发展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３１藏彝走廊古今民族史
四川西部横断山地区的藏彝走廊是西北通向西南、青藏高原通向内地的

孔道，历史上这里的族群起源、分化、形成、发展异常复杂，是中国多民族

交汇的重要地区。研究这一区域古今民族的发展，对帮助我们认识各民族共

同缔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３１少数民族文物整理与研究
少数民族文物不仅是各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是中华历史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少数民族文物 （历史文物、

革命文物和民俗文物）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而且是保护和继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必要

形式。

其他建议性课题还包括将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构架问题作为重点项

目，集中力量进行研究；重视对人类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加强对民族文化田

野调查与数据库建设的支持；开展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跨界民族研究；民族区

域自治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等等。

民族问题研究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吴仕民　杜荣坤　郝时远
报告执笔人：郝时远

（本报告根据杜荣坤、顾朴光、赵阿平、陈育宁、陈玉屏、

贾合甫·米尔扎汗、李行力、覃乃昌、郭志超、高　瑞、
朱　伦、齐木德道尔吉、沈开运、蒲文成、陈联开、何耀华等
同志提供的地区、专题调查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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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十五”期间研究状况的回顾

　　我国的宗教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在 “十五”期间，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教学机构，都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动下，积极回应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迫切要求，深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真谛，取得了一系列理

论突破和实质性进展，整个宗教学科的建设已粗具规模。特别是 “十五”期

间，宗教学研究深入发展，日趋繁荣：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科研队伍不断扩

大，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各种成果层出不穷。目前，国家教育、科研系统和

党政部门设立的各类宗教研究、教学机构已达 ６０多个，其中专业研究机构
超过２０个；宗教类刊物６０多种，其中学术刊物７种；据不完全统计，近５
年来，出版宗教类图书 １０００余种，每年发表的宗教类学术论文超过 １０００
篇，并且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宗教学各领域的繁荣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的学术建设，也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宗教学理论研究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 ９０年代，中国宗教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成果。“十五”规划期间，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各级社科基金都加
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支持的力度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理论研究课题中，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当

代中国宗教问题》（魏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陈荣富）、《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和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 （何虎生）、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程》（杜继文）、《当代西方无神论思潮研究》（单纯）、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吕大吉）、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

（龚学增主编）等等。这种趋势与国家在思想理论上的大政方针和国情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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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致性，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体现。此外，已经发表的著作

如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解》，论文如 《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

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与中

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等等，也是这一时

期宗教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２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大
在宗教学理论研究中，一些几乎是空白的学科如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现象

学，开始进入研究程序，例如，山西大学梁丽萍的 《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就

是从实证出发来进行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此外，一些大学已有硕士生和博士

生以现代宗教心理学为主题的论文，例如，《埃里克森宗教心理学思想及其

贡献》就是此领域的新作。宗教现象学领域尽管涉足的人仍然不多，但中山

大学的陈立胜已有这方面的研究，王六二承担了 《宗教现象学导论》课题的

研究工作，复旦大学的博士生也开始做这方面的论文。此外， “宗教对话”

研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备受重视。“十五”期间，社科基金支持了 《全

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与宗教文化对话》 （高长江）的研究；有关对话的专著

如何光沪主编的 《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及 《对话二：儒释道与

基督教》、《现代禅与中华信义神学院的对话初探》 （何建明）已相继出版；

卓新平主编的文集 《宗教比较与对话》已出版５辑；相关的论文有 《宗教对

话问题及其解决设想》、 《当代台湾佛教与基督教间的一场深层次对话》，

等等。

３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开始出现，这主要体现在宗教社会学领域
如果说前一时期此领域的研究多以译介评述为主，在这一时期，宗教社

会学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证研究阶段。学者们关注的范围显然在扩大，例如，

《中国人的宗教性》（范丽珠）、《中国城市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高师宁）、

《闽东地区佛耶共存的个案研究和浙、闽地区佛教徒的宗教生活》 （李向

平）、《宗教与社会互动个案研究》（陶飞亚等）、《北京广化寺的调查研究》

（魏德东）、《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韩军学）、《上海周边民间宗教的

复兴与发展》（罗伟虹）、《转型时期温州地区的基督教》（陈村富）、《中国

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个案史》（康志杰），等等。

４加强了对国内外邪教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探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各个
方面来分析、阐述这一现象及其对社会的复杂影响

这一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调查报告包括 《邪教问题的根源及治理对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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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谭松林）、 《国外邪教的成因与对策》 （戴康生）、 《国外邪教研究》

（罗伟虹），等等。

除此之外，宗教学其他一些领域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化。在宗教人类学

方面，前一时期主要以翻译为主，还没有中国学者自己研撰的专著。而这一

时期有 《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的出版，使这一研究领域有了中国学者

的声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宗教人类学学说史”正在进行中，这种横向与

纵向的研究将使这一学科丰满起来；此外，也出现了如 《宗教和神秘主义的

人类学根源》等相关论文。在宗教哲学研究方面，有单纯的 《宗教哲学》、

《西方宗教哲学概览》两部新著和王志成的专著 《全球宗教哲学》之出版，

还有一些宗教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对于宗教哲学家如蒂里希、克尔凯郭

尔等人和专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之外，“十五”期间宗教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也

在进一步展开。在由何光沪主编的宗教学译丛中，绝大部分是国外宗教人类

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领域近年来的最新成果。由王志成等主编的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则是国外宗教哲学、宗教对话等主题的最新研究成

果。在对宗教学的整体把握上以及中国宗教学理论的探究上，相关著述则有

张志刚的 《宗教学是什么》，吕大吉主编的 《宗教学纲要》，以及中国宗教

学会编辑出版的 《中国宗教学》（第１、第２辑）等。

二　当代中国宗教的政策理论研究

当代宗教研究是我国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自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列为二级学科以来，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并已形成了有别于相邻二级学科的研究方法。“十五”期间，当代宗教研究

沿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政策法规、国内外宗教现状

调研和追踪等主导方向发展，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１围绕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热烈讨论，构成了

“十五”期间中国当代宗教政策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党校等部门都设置了相

关研究课题，组织了大批专业人士进行研究。有关这个专题的文章一直以来

都占据着相关报刊的重要位置，数量已超过 １００篇。国家宗教局于 ２００３年
编辑出版了论文集 《宗教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共收入１３１篇论文，约７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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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中央党校课题组出版了 《现阶段我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值得提

及的是，国家宗教局党组以 “秋石”署名在２００３年 《求是》杂志第９期上
发表了题为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文章，提出了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

基本理论架构”，力图用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这个概念来概括我党对待宗

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尽管其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但这一

理论给以 “鸦片论”、 “残余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宗教理论划上了一个

句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符合我国现阶段宗教实际的重要理论

创新。

２对宗教政策法规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必要性、
可能性和个别概念的讨论上

如徐季良在 《困惑 “宗教事务”》中提出，应该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

务院 （１９９１）６号文件的规定，即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指政府对

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界定政府

宗教事务，反对将 “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内容任意扩充解释为 “从宗

教活动场所、人员及活动本身，由政府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包括必要的行

政监督、依法采取行政措施、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实现宗教事务管理现

代化的基本方略》（段德智）、《宗教法规是全社会的规范》（刘崇顺）、《正

确理解 “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萧汉民）和 《宗教信仰自由与依法治教》

（张葆君）等４篇文章，对宗教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认为
“宗教立法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只有在 ‘主权在民’的现代社会制度里才能

实现”；只有通过宗教立法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才能使宗教工作从根本上

避免决策和管理方面的感情用事或主观随意性，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

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才能避免宗教事务管理宽严无度甚至严重失范的

混乱局面。“宗教法规”尽管是专项法规，但其所调整的是宗教领域的社会

关系，其功能和影响往往关系到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全局。

３“十五”期间，对国内外宗教现状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
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的 《宗教与世界》月刊，是国内唯一报道

世界宗教动态的专业性刊物，在汇集世界宗教现状的资讯方面功不可没。

在国内宗教现状方面，尽管有 《信教人口因素对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

响》（世界宗教研究所向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提交的专题报告）等宏观

调研，但大多数研究是针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区进行的专题调研。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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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问题引起了部分组织和机构的兴趣。北京联合大学郭淑敏承担了 “北京

地区大学生宗教与信仰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任务，课题组历时一年，在北

京地区多所高校开展了调查，于 ２００４年写出调查报告，向政、教、学界提
供了很多难得的资料。青岛大学党委宣传部在青岛的３所大学进行了一次随
机问卷调查，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写出 《大学生宗教工作的特性、原则及对策》

的内部报告。南京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就 《大学生信仰状况与党的工作》为

题，对全体在校本科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对该校青年学生宗教信仰的基

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摸底，并于 ２００４年 ２月写出内部报告，不仅问卷设计
可圈可点，其获得的资料也非常宝贵。温州市下属的瑞安市团委就 “青少年

信教情况”进行了调研，在该市的安阳、湖岭、陶山、高楼等地进行了抽样

问卷调查，并于２００４年 ９月写出了调查总结。农民信教问题也得到部分地
区的关注，如黑龙江省统计局对该省集贤、密山、巴彦、绥棱、依兰等５个
县市的１１个行政村的农民和党员干部进行了信教情况的快速调查，并于
２００４年５月写出 《当前我省农民和基层党员干部信教情况的调查》的报告。

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罗伟虹的 《对上海女性基督教信教者的分析》，也是

一篇重要的论文。

三　佛 教 研 究

自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土到现在，中国佛学已经走过了两千多个年头。

中国佛学研究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成为中国

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 ２０世纪之前的佛学研究，更多的是 “在教

言教”，即佛教界自身基于信仰而展开的研究；或者是 “反教言教”，即为

了达到反对佛教的目的而进行的研究。这两种研究，前者 “一般被教外人士

视为宗教界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述”①；后者则自始至终都怀着敌

意和偏见。若谈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性的佛学研究，大概应该从 ２０世
纪初算起。

１９７９年 “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之后，宗教学成为单列的规划学

科，并首次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地区性的规划会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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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问题做出规划，提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从而极大地推进

了宗教学研究。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宗教学之下的二级分支学科的佛学，

因其研究基础坚实、研究热度高、涉及范围宽，从而取得了远较其他宗教分

支学科更大的发展，佛学研究的成果甚至超过了宗教学中其余各分支学科的

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佛学研究全面发展，研究人才辈出，科研成果

增多，研究领域扩大，学术交流频繁。综观２０多年来、特别是 “十五”以

来，我国佛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佛教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全面

佛教史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佛教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佛教史的研究在汤

用彤、吕贗、任继愈、郭朋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全

面，以往佛教史研究中过于偏重唐以前汉传佛教的现象有所改变，形成了全

面发展的格局。

（１）佛教简史类著作的出版，反映了佛学向全社会普及的时代需求。方
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的 《中国佛教简史》，洪修平的 《国学举要·佛

卷》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内容包含了从佛教初传中土到近现代中国佛教

的方方面面。

（２）以往颇受冷遇的南传佛教研究有新的突破。宋立道的研究，如 《传

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世界佛教》、《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

教》等已形成系列，加上净海的 《南传佛教史》、侯冲的 《白族心史———

〈白古通记〉研究》、宋立道、舒晓伟译 《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等，为这

一领域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

（３）藏传佛教研究成为热点，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赛
仓·罗桑华丹著、王世镇译注 《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措如·次朗著、王

世镇译注 《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尕藏加的 《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

宗传承研究》等，是研究藏传佛教宗派的著作。德吉卓玛的 《藏传佛教出家

女性研究》，拉巴平措·格勒主编的 《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有关

藏传佛教的专题研究。尕藏加的 《雪域的宗教》，则涵盖了藏传佛教文明传

承、宗派与教法仪轨、密宗与修持、信仰与人生等多个方面。

（４）唐以后的佛教史研究受到重视，近现代的佛教研究成果显著。其
中，魏道儒主持的社科基金项目 “宋元明清佛教史”、张志强主持的 “二十

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等正在按计划进行。近现代佛教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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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主要成果有麻天祥的 《２０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黄常伦
主编的 《方外来鸿———近现代高僧致高鹤年居士信函手迹》、刘成有的 《近

现代居士佛学研究》、高振农的 《近现代中国佛教论》、楼宇烈的 《中国佛

教与人文精神》、邓子美的 《超越与顺应》等。另外，有关人间佛教以及中

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等方面，出现了众多的论文，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５）地域佛教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
大批著作。主要有王海涛的 《云南佛教史》、陈荣富的 《浙江佛教史》、蒲

文成的 《青海佛教史》、徐荪铭和王传宗主编的 《湖南佛教史》，以及 《贵

州佛教史》、《昆明佛教史》等。这表明了我国的地方佛教研究正逐步走向

深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迎来新的高潮。另外，佛教寺志的编撰越来越受

到重视，如黄复彩主编的 《迎江寺志》、释传正主编 （华方田、宋立道、黄

夏年执笔）的 《南华史略》等。

（二）佛教哲学研究成果卓著

重视佛教哲学的研究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传统特点，这方面的近期成果有

方立天的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赖永海的 《中国佛教与哲学》等。其中，

方立天的 《要义》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

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追寻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把它分为

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首次从整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

整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佛教宗派研究全面发展

近２０年来，禅、唯识、华严、天台、三论、净土等宗派均有新成果问
世。比较而言，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宗派，受到的关注最多，研究的

深度与广度也最突出，禅宗史、禅宗思想、禅宗流派、禅宗人物，禅宗文

化、禅与艺术等领域均有大批著作问世。主要成果有杨曾文的 《中国佛教史

论》，徐文明的 《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董群的 《慧能与中国文化》，吴言

生的禅学三书即 《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禅宗思想渊源》，张

海沙的 《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赖永海主编的 《禅学研究》 （第五

辑），妙峰主编的 《曹溪禅研究》 （１～３卷），河北禅学研究所主编的 《中

国禅学》（１～３卷）等。在天台宗方面，黄心川主编的 《光山净居寺与天台

宗研究》，李四龙的 《天台智者研究》，朱封鳌、韦彦铎的 《中国天台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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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董平的 《天台宗研究》，朱封鳌的 《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等，

都是较有分量的著作。在唯识宗方面，有王恩洋的 《中国佛教与唯识学》，

黄心川主编的 《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周贵华的 《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

思想研究》等。在其他宗派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和

论文。

（四）佛教文献学出现了新的成果

在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 “九五”期间的成果主要有 《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上编）共１０６册出版。这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
的一种藏经版本，曾获国家古籍整理荣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荣誉

奖。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勘的 《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已经完成

“丹珠尔”部分，正在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梵、巴、藏文佛教典籍

的汉译也有一定的进展。传统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

正在逐步展开，结集收入方广主编的 《藏外佛教文献》分辑出版。李富

华、何梅合著的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以时代为序，对自北宋 《开宝

藏》以来的近３０种汉文佛教大藏经的雕刻始末、收录内容及其特点做了详
实的探讨。另外有白化文著 《佛教图书分类法》等。

（五）佛教专题研究愈加深入

佛教专题研究的深入标志着佛学研究的深度和细化，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黄心川的 《东方佛教论》、方立天的 《中国佛教散论》、周广荣的 《梵语悉

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方广的 《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

传印法师的 《中国佛教与日本净土宗》、圣凯的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和

《中国汉传佛教礼仪》、沈剑英的 《中国佛教逻辑史》、何孝荣的 《明代南京

寺院研究》、王路平的 《大乘佛学与终极关怀》、刘立夫的 《弘道与明教：

〈弘明集〉研究》、刘元春的 《化导与反思》、白固文与赵春娥的 《中国古代

僧尼制度》等。随着中国佛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佛教的专题研究必将进一

步加强。

（六）佛教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受到相当的重视

佛教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反映了佛学研究的全面繁荣及研究方法的多

元化，这方面的成果有杨曾文与方广主编的 《佛教与历史文化》、杜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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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楼宇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哲学宗教与人文》、

洪修平的 《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孙昌武的 《文坛佛影》、王晓毅的 《儒

释道与魏晋玄学的形成》、蔡宏的 《般若与老庄》等。

另外，众多由佛教界主办的佛教学术刊物的出版，以及由学术界独立举

办或佛教界和学术界联合举办的佛学会议的举行，促进了中国佛学的繁荣，

加强了国内外学者之间、教内和教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在教言教”

的研究方法随着佛教界人才培养的日见成效而逐渐凸显出来，弥补了以往

“教”界研究之不足，并有意识地与其他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出现了一批引

人注目、颇有价值的成果。

四　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道教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在 “十五”期间继续取得进展，尤其

在文献整理、教史及教义研究等传统课题上收获较大、成果较多。

（一）经典文献的整理研究

《道藏》的整理研究一直是道教学科的基础课题，历年都有相关论文或

专著发表。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的

《中华道藏》首期编修工程 （列入 “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已于

２００３年底完成。整理点校了明编 《正统道藏》所收全部经书，对原本错漏

衍讹文字作了校勘，重新分类编排，并选择部分近代发现的黄老简帛书、敦

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孑遗等补入本编，全藏共收入经书 １５２６种，约
６０００多万字。这是明代以后首次全面整理编修道教典籍的大工程，它的出版
将使道教研究的水准大为提高。

２０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百件道教经书抄本，是研究南北朝至唐
宋时期道教经典教义的重要文献。２０世纪５０至８０年代，日本、法国等国外
学者在敦煌道经的研究方面取得成果较多。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

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十五”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专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比以往的研究更为完善。重要著作有王承文的 《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

教》、王卡的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等。

２０世纪考古发现的大批与道家、道教有关的简帛书、碑文、镇墓文、石
刻造像，以及文化机构和民间存藏的道教神像画册、仪式器物等，也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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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重要资料。对这些新资料的调查、搜集和整理研究，在近十多年来已

成为道教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开创了道教古文献学、图像学、器物艺术等

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有关郭店楚简本 《老子》、道教镇墓文、石刻造

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例如张泽繤的 《北魏道教造像碑艺术》、王育成的

《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等。

（二）道教史研究

道教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道教研究的重点课题。２０多年来，国内学术
机构和道教学者出版的各种道教通史、断代史、当代史、教派史、地方史、

简史、史纲、史论、史话、人物传记、宫观山志等著作数量种类甚多，呈现

繁荣景象。但在 “十五”期间，道教史的研究处于相对平淡期，高质量的新

著不多。通史型的著作，如任继愈主编的 《中国道教史》、卿希泰的 《简明

中国道教史》、潘禹廷的 《道教史发微》等书，都是 “十五”之前的旧作翻

新，没有大的突破。断代史和地方史的新著，有李大华与李刚合著的 《隋唐

道家与道教》、福建省道教协会编的 《福建道教史》、湖南道教文化研究中

心编的 《道教与南岳》等。从近年发表的论文看，主要集中在对正一道、全

真道、净明道等道派史的研究。而道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明清及当代道教

方面，偶有论著出现，但仍缺少得力之作。看来，单纯考证史料和叙述史实

的研究方法已难有大的进展。今后的道教史研究，应该转向比较宗教史、史

学史等新领域，需要对道教历史更多地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评价，从中发掘出

具有现代性的经验和意义。

（三）道教哲学及思想史研究

道教哲学及思想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道教研究的另一热点，出版

了大批专著。“十五”期间，在这方面仍有大批论文及专著出现，如周立升

的 《两汉易学与道家思想》、强昱的 《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葛兆光

的 《屈服史———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王宗昱的 《道教义枢研究》、

孙亦平的 《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刘固盛的 《宋元老学研究》、

陈少峰的 《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刘宁的 《刘一明道教思想研究》、王中

江的 《道家形而上学》、郑开的 《道家形而上学研究》、李大华的 《生命存

在与境界超越》等。这些著作较多论述了道家及道教哲学在汉代黄老学、魏

晋玄学之后，从早期道教仙学转向内丹学、从玄学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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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隋唐宋元道教重玄学、心性论仍是论述的重点，这与改革开放以来道教

思想史研究的趋向大致相同。有些著作试图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引入

生命哲学、人文精神、生态伦理等现代性概念，重新诠释和建构道教哲学的

理论体系。

（四）内丹修炼与道教养生术研究

内丹修炼和道教养生术研究，虽是近 ２０年来道教研究的大热门，出版
的著作难计其数，但良莠不齐。 “十五”期间仍有学者继续内丹学的研究，

如张广保在 《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之后，又发表了 《唐宋内丹道教》，

探讨内丹派的心性修炼理论。戈国龙发表了 《道教内丹学探微》、 《道教内

丹学溯源》等论著，诠释道教内丹学的内在精神，并与佛教禅学和密宗做比

较研究。曾传辉的 《元代参同学》研究了 《周易参同契》及元代道教内丹

学理论。盖建民的 《道教医学》论述了道教养生学与中医学理论的关系。

（五）符咒法术与斋醮科仪的研究

符咒法术的研究，在 “九五”期间有新的进展。张泽洪出版了 《步罡

踏斗》一书。刘仲宇、李远国、王育成等学者发表的多篇论文，对道教符咒

法术的起源、发展脉络及法术门派、特点做了深入探讨。“十五”期间，这

些学者又有新的著作，如刘仲宇的 《道教法术》、李远国的 《神霄雷法》、

王育成的 《道教法令印牌探奥》、任宗权的 《道教手印研究》等。这些著作

除梳理了道教符咒法术特点及道派的源流外，还提出了道教与佛教密宗咒术

的关系等新课题。

斋醮科仪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 “十五”期间也有不少，如陈耀庭的

《道教礼仪》、张泽洪的 《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周西波的 《杜光庭道

教仪范之研究》等。此外，当代民间宗教活动仪式与道教斋醮科仪的关系、

道教寺庙信仰与民俗活动 （如灵签、风水）的关系、道教对少数民族 （如

瑶族）宗教祭祀仪式的影响等，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调查研究。关于道教东

岳庙、关帝庙信仰的研究近年来颇为活跃，如丁常云、刘仲宇合著的 《钦赐

仰殿与东岳信仰》。道教与文学方面的新著则有詹石窗的 《南宋金元道教文

学研究》。

在近年来召开的许多道教学术研讨会上，道教界对自身如何适应现代社

会而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已成为探讨的热点，围绕这一主题讨论了道教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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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信仰、伦理道德、全球化与世俗化等诸多问题。有些讨论已结集成书，如

郭武主编的 《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论文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道

教在中国境外传播的课题也提上日程，例如近年来有关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道教的研究论文已有多篇。

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上，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 《中国民间宗教史》得

以修订再版，侯杰、范丽珠合著的 《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亦

得以再版；而在 “十五”期间出版的新著则包括濮文起著 《秘密教门———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林国平著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梁景之著 《清

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等。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方法论上和课题选择上已

更趋于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并形成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五　伊斯兰教研究

在过去的５年中，我国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出版著作和译著数十种，发表
有关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千余篇①。其中在 ２０００到 ２００４年度，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共资助伊斯兰教研究及相关的项目 １３个，其中重点项目 １个、一般
项目１０个、青年项目２个②。其中的一些项目已经完成，并正式出版。总览
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成果不论是在奠定学科根基的

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关注现实社会的应用研究当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整理、伊斯兰思想家著作的

翻译整理、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苏非神秘主义研究方面，都有著作不断

面世。

（一）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

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当首推回族历史学家杨志玖的遗作 《元代

回族史稿》。虽然书中所收的一些文稿此前发表过，但是此次以概说篇、东

来篇、地位篇、华化篇等 ７篇为目，对元代穆斯林的到来和分布，在政治、
文化领域的影响，以及元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等

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此外，还有周燮藩、沙秋真的 《伊斯兰教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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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到当代的历史进行了完整清晰的叙述；丁宏、张国

杰编著的 《百年中国穆斯林》在对２０世纪的历史资料进行多角度透视的基
础上，把过去１００年中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比较系统地展现了出来，并特别用
一半的篇幅对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南京

市伊斯兰教协会编的 《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共２册）的出版，弥补
了中国伊斯兰教、民族问题研究聚焦于西部省份的问题。水镜君、雅绍克的

《中国清真女寺史》追溯了少为外界所知的清真女寺产生、发展的历史，考

察分析了女寺文化及其对中国穆斯林妇女生活的影响，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

民族宗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二）资料整理

在资料整理方面，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 《中国回族金石录》共 ６０余
万字，收集碑记 ４４０篇，时间跨度从元代到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内容涉及２７个省、市、自治区。尤为可贵的是，编者对绝大多数碑记加了
按语，介绍原碑树立的地点、规格及相关背景资料，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

宝贵史料。《中国南方回族历史人物资料选编》对研究伊斯兰教在我国南方

的传播发展和南方穆斯林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著作被整理翻译出版。虽然与其他

宗教相比，这一译介工作开展的规模还较小，但是它们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

可贵的资料，如张志华翻译的 《辞章之道———伊玛目阿里·本·艾比·塔利

卜言论集》、张维真翻译的 《圣学复苏精义》、阮斌翻译的 《光辉的射线》

等，使更多希望深入了解伊斯兰教却苦于语言限制的人们能够直接阅读原

典。已故伊斯兰著名经学家达浦生阿訇的遗作 《伊斯兰六书》，对伊斯兰教

的教义、教理和教制等方方面面的论述，则反映了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

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三）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

在伊斯兰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十五”期间出版了不少新作。其中王

家瑛的 《伊斯兰宗教哲学史》 （１～３卷）对伊斯兰教产生到２０世纪的伊斯
兰哲学思想进行了梳理。虽然在不到千页的篇幅中不可能对千余年中纷繁复

杂的伊斯兰教哲学进行细致的介绍，但是该书涉及到了主要的哲学流派和思

想家，对进一步开展伊斯兰哲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线索。马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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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思想史纲》是对伊斯兰思想所作的专题研究，书中选取代表性的专

题对伊斯兰思想的发端、确立、流变和当代伊斯兰思潮进行了研究。杨捷生

的 《伊斯兰伦理研究》采用历史叙述与理论概括相结合的方法，从历史、学

术、哲学和实践四个角度对伊斯兰教伦理的起源、革命、哲学基础、构成和

实践进行了分析。沙宗平的 《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以 “真一

论”、“人论”为重点，对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以弘扬伊斯兰教精义为宗

旨的中国回族思想家刘智的哲学做了探索。蔡德贵主编的 《当代伊斯兰阿拉

伯哲学研究》，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涉及现代伊斯兰思想运动和哲学思潮。“十

五”期间出版的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著作还有杨启辰、杨华主编的 《伊斯兰哲

学研究》、张秉民的 《伊斯兰法哲学》和刘一虹的 《当代阿拉伯哲学》等。

（四）苏非派研究

苏非派研究虽然一直颇受重视，发表了不少论文，但缺乏深入细致的专

著。可喜的是，在过去５年中先后出版了关于苏非派地区研究的两本专著。
其中唐孟生的 《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对苏非派从１１世纪开始在印度
的传入、形成、兴盛直到衰落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７个多世纪中苏
非神秘主义思潮和苏非派活动在印度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中的作用进行

了阐述，并尝试对印度各苏非教团的哲学思想、异同与相互影响予以分析。

张文德的 《中亚苏非主义史》，以苏非派推动中亚游牧民族伊斯兰化的过程

为重点，对中亚三大苏非教团———亚萨维教团、库布拉维教团和纳合什班底

教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发展演变做了系统的探讨。目前，社科基金

２００２年立项的 “苏非主义研究”正在准备结项。我国学者已经逐步奠定了

苏非神秘主义研究的基础。

（五）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研究

“十五”期间的成果不仅表现在基础研究领域，在结合理论对现实问题

进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对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的研

究不断深化。我国学者从历史高度对近现代伊斯兰思潮和运动进行全面把

握，对如何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教与政治、民族、现代化的关

系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其中金宜久、吴云贵的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对全

球热点地区的伊斯兰因素进行分析，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的关

系，涉及到伊斯兰教前沿性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如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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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复兴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该书还提出了 “伊斯兰教自我”、 “伊斯

兰因素”的概念，对我们认识当前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纷繁复杂的众多问题

很有启发。其他的相关著作还有曲洪的 《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

考》和孙振玉的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等。

在 “十五”期间，我国学者还注意到当代伊斯兰教法发展的一些新趋向

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关系。其中，从宗教文化本性角度出发来研究和解读当

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 《当代伊斯兰教法》（吴云贵）为这方面的力作。作者

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层面对当代伊斯兰教法的地位和作用、原教旨主义

对伊斯兰教法的影响、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复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书中特别指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国际泛伊斯兰教组织和各国
非官方的伊斯兰教组织的推动下，伊斯兰教思想逐渐形成泛化、政治化和工

具化的趋势，教法的泛化、极化和工具化就是这种趋势的重要标志。这改变

了伊斯兰教法的性质和功能，使之成为热衷 “行动主义”的极端派的政治工

具。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所谓 “文明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六　基督宗教研究

（一）“十五”期间基督宗教研究的蓬勃发展

随着 “十五”期间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对基督教的研究逐渐呈现出学

术繁荣的景象。基督教研究包括世界基督教史、中国基督教史、圣经、基督

教神学、基督教哲学、基督教思潮、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伦理、基督教教育

和基督教运动等多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基督教研究领域可谓硕果累累，

主要研究成果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历史研究 （包括中国基督教史和世界基督教史）

中国基督教史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中国历史学、中外关系史学和世界史

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题目之一。研究成果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中国基督

教史概略、断代史、地方基督教史、反教与护教历史、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发展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基督教历史人物、来华传教士

和传教组织、基督教历史文献等。出版的著作有林金水主编的 《台湾基督教

史》，卓新平主编的 《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

会文集》，秦和平的 《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林悟殊的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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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景教再研究》，顾卫民的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戚印平的 《日本早期耶

稣会史研究》，孙尚扬、钟鸣旦的 《一八四○年前的中国基督教》，段琦的
《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等。有关中国基督教史资料翻译整

理方面的成果近年来逐渐有所增加，如燕京研究院编辑的 《赵紫宸文集》

（１～２卷）等。
２理论研究 （包括圣经研究、神哲学思想研究）

“十五”期间，国内学者真正意义上的圣经研究仍然相当少，成果以译

著和对圣经本身、圣经知识背景介绍为主，此外，还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的

圣经故事书籍和少数圣经工具书。国内学者撰写的圣经研究主要著作有梁

工、郭晓霞等的 《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梁工等的 《律法书：叙事著作

解读》、《圣经解读》等。随着基督教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关于基督教

神哲学、思想和教会运动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其中既有对教会早期教父和

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的教父的基础研究，亦包括对基督教历史的和现代的各

种运动以及当代最新的基督教思潮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主办的期刊 《世界宗教研究》是国内最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学术刊物，发表有

关论文如董江阳的 《基督教基要派的形成与分裂》等。专著类有刘文明的

《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罗秉祥、万俊人编的

《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卓新平、萨耶尔主编的 《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

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卓新平的 《神圣与世俗之间》等著作。此外，刘小

枫、何光沪和卓新平还分别组织翻译了多部基督教神哲学方面的著作。国内

已经出版的译著主要有 《奥古斯丁》，《犹太教》，麦格拉思著、马树林、孙

毅译的 《基督教概论》，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的 《基督教神学思想

史》，麦格拉思著、董江阳译的 《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等。这些著作为

读者了解西方宗教神学和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

基础。

３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基督教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一向是学术界的研究难点，因为这方面涉及

的内容相对广而杂，资料缺乏，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动态过程，学者还要对问

题的背景、思想根源有相当的认识。这方面的研究一般涉及基督教主要教会

的演变、地域分布概况、教会运动的发展、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教会与世俗

当局的关系、教会回应社会事务、神学思潮、平信徒运动、教会成员与教会

团体的关系、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思潮对制度化的教会的冲击、基督教、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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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福音派、灵恩派的转化与起落、当代生命伦理问题，等等。这一领域的成

果国内一直比较稀少，而且多以论文编译介绍国外状况居多，国内有些调研

报告属内部发行尚难公开与读者见面。卓新平主编的 《当代基督宗教研究》

是一套从宏观上把握和研究 ２０世纪基督教发展脉络神髓的著作，较高地体
现了国内学者对现状研究的水平。卓新平已经完成并出版了其中的 《当代西

方新教神学》、《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张百春完成的 《当代东正教神学》

已经出版。此套丛书还将推出 《当代亚非拉美神学》、 《当代基督宗教教会

发展》和 《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３卷。董江阳的 《“好消息”里的更

新：现代基督教福音派思想研究》是国内学术界首部系统研究基督教福音派

的力作。刘澎的 《美国宗教》系统地论述了当代美国宗教的基本构成和社会

作用。

（二）宗教哲学研究与东正教研究的长足发展

１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动态
“宗教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始终存在着 “宗教”和 “哲学”的

张力。如果以普兰丁格 （Ａｌｖｉ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为代表的 “基督教哲学家”象征

着从信仰出发，以 “信仰寻求理解”的进路；那么以希克 （Ｈｉｃｋ）为代表
的自由派哲学家则象征着对宗教现象进行哲学的反思，不预设某一信仰立

场。目前两种进路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对宗教多元现象的解释上。普兰丁

格和希克对待宗教多元现象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排他论和多元论。根据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参加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召开的 “第１０届中美宗教哲学研讨会”
的美国资深教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的看法，近一二十年来宗教哲学领域
最活跃的地方一个是宗教认识论 （以 “改革宗认识论”为代表），一个是宗

教多元论。在希克于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宗教哲学》第４版中，已增加 “宗教

认识论”一章。在 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本人于１９９９年出版的 《宗教哲学》里，已非

常注重与其他宗教的比较视野的角度来阐述 “宗教哲学”，对于 “改革宗认

识论”和排他论、多元论的各种理论的优缺点都有详细的论证和评论。在国

内，对西方宗教哲学的研究大多涉及到基督教的内容。继前几年张志刚、王

志成等人的宗教哲学研究、尤其是王志成所做的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目前

对于宗教多元论的研究仍在深化之中。除了浙江大学的王志成对潘尼卡、库

比特 （如 《生活，生活》）等人著作的翻译外，更为年轻的学者继续对宗教

哲学领域的个别思想家进行研究，如思竹的 《巴别塔之后》，以及数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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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如周伟驰的 《宗教排他论与多元论之辩》，探讨了普兰丁格，Ｗｉｌ
ｌｉａｍＡｌｓｔｏｎ和希克之间所发生的 “排他论”与 “多元论”的争论。由于中国

素有 “三教合一”或者讲求宗教融合的传统，在当前世界宗教冲突加剧的情

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学者对宗教比较、对话、融合表示了兴

趣。在不少的宗教学研讨会上，都有学者从基督教、佛教的角度，对于当代

宗教对话理论表示了自己的兴趣。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北大宗教学系召开的 “第 １０届中美宗教哲学研讨会”，
专门讨论了普兰丁格的改革宗认识论及其问题，普兰丁格本人与会。稍早些

时候，另一著名宗教哲学家库比特亦访问了中国，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作

了演讲。由于王志成、赵敦华、邢滔滔等人的积极翻译与介绍，中国读者对

于当代英、美宗教哲学界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思想基本上都有了一些了解。虽

然中间也有缺漏 （如对英国哲学家 ＤＺＰｈｉｌｉｐｓ的思想就几乎无人关注，对
美国宗教经验研究专家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ｓｔｏｎ也少有人关注）。

在基督教神哲学史研究方面，教父哲学的研究是目前较 “活跃”的一个

领域。除陈村富主编的 《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王晓

朝主编的 《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及其撰写的 《教父

学研究》评传及综论性质的著作外，近年尚有章雪富的 《基督教的柏拉图主

义》，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基督教哲学的专著；章

雪富、石敏敏的 《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从大文化的角度对早期

教会神学地域化的安提阿教会、罗马教会、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三大流派作了

研究；章雪富的 《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可视为作者对其 《基督教

的柏拉图主义》的进一步展开；而王亚平的 《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则对基

督教神秘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实践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另外，作为教

父哲学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的思想，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张荣的 《神圣的呼

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从奥古斯丁的人学出发，对奥古斯丁思

想的各方面做了论述。周伟驰的 《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侧

重于对奥古斯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对奥古斯丁一些主要的思想和概

念，如 “记忆”、“光照”、“是”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以及它们的深层内在联系，提
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在学术论文方面，值得一提的有张荣的 《奥古斯丁的自然法思想》，周

伟驰的 《复形记———奥古斯丁的形像观》和 《正是者的 “思”与 “爱”》，

吴天岳的 《恶的起源与自由意愿：从存在论的恶到生存论的恶》，以及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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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 《在婚姻与守贞之间———对奥古斯丁婚姻观的一种解释》。近几年在古

代基督教神哲学原著的翻译方面，主要有波那文图拉的 《中世纪的心灵之

旅———波纳文图拉神哲学著作选》（溥林译），内收 《独白》、《心向上帝的

旅程》、 《论学艺向神学的回归》３篇；埃克哈特的 《埃克哈特大师文集》

（荣震华译）；翻译研究性或介绍性著作有吉尔比的 《经院辩证法》 （王路

译）。赵敦华、张世英主编的 《世界思想家译丛》介绍了西方哲学史上主要

的哲学家，其中在基督教方面只有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即沙伦·Ｍ凯、保
罗·汤姆森的 《奥古斯丁》 （周伟驰译）和约翰·英格利斯的 《阿奎那》

（刘中民译）。这两本书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两人的主要思想，前一本书提到

了奥古斯丁最主要的哲学贡献；后一本书集中讨论阿奎那的 《神学大全》，

尤其注重从当时整个思想界的 “众声喧哗”的对话情景中去理解阿奎那。其

他译著还包括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Ｌｉｌｌａ的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范明生等译）。

总的来说，对于教父时期和经院哲学时期的基督教哲学，近几年无论是

在研究还是在翻译方面，虽然较之以前有所深入和丰富，但相对于西方学界

的现状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与我们对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翻译

与研究相比较，这一个领域几乎等于空白。因此学者们还有大量的工作

要做。

２国内东正教研究的前沿发展
近年来，国内东正教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仍然是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精

神、俄罗斯文化的关联。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 《俄罗斯精神内核与东正教》。

该文认为，俄罗斯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为精神性、共同性和国家性；罗斯选

择东正教是建立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而东正教在与俄

罗斯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又对其精神内核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同类文章还有 《俄罗斯的东正教情结》、《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普

希金与东正教精神浅论》、《艾特玛托夫的 〈断头台〉与俄国东正教文化》、

《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文化意义》等。与此相关的，东正教与俄罗斯现代化

进程、东正教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生活、东正教与后苏联时代的社会生活等

问题也受到关注。张宗华的 《东正教伦理在 １８～２０世纪俄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双重效应》一文认为，以地缘政治、村社传统制度为土壤的东正教伦理

（救世主观念、王权至上、在逆境中的忍耐精神和群体意识、博爱和人道主

义）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效应，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上的二律背

反。这种矛盾性格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大胆尝试，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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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业化世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借鉴性、不成熟性使俄罗斯

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俄罗斯民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讨论这些问题的

文章还有 《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与影响》、 《东正教在俄罗

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对外贸易 （１１～１４世
纪）》、《桃花源里可耕田？———东正教基础上 “新”生活方式的探索》等。

上述这些文章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外在切入东正教研究，而

不是研究东正教教义、神学以及历史发展本身。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近年来比较有分量的文章有 《试论东正教的罗斯化》，文章指出，东正教的罗

斯化是东正教与基辅罗斯的民族因素相融合的过程，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

面是罗斯教会的自主化；另一方面是宗教理论的本土化和教会礼仪的本土化。

同类文章还有 《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等。

近年来出现的研究俄罗斯东正教的力作是戴桂菊的 《俄国东正教会改革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该书以政教关系为切入点，对帝俄晚期东正教会改革的原因、
经过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对这场改革的性质和特点做了合理的概

括，对改革在俄国社会思想及文化领域的影响也做了评述。目前已经完成的

研究俄罗斯宗教的重要项目是乐峰主编的 《俄罗斯宗教史》。这是一部由国

内数位研究俄罗斯宗教文化历史方面专家分工合作而形成的关于俄罗斯宗教

的通史性著作。在对东正教的探讨方面，不仅涉及到神学与教义，也介绍了

其组织与制度，包括修道院与宗教裁判所都在介绍之列，许多内容和材料在

国内都是第一次面世。全书所论及的不限于作为俄罗斯精神支柱的东正教，

而且论及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新兴宗教。时间的跨

度也从宗教意识形成的罗斯时期一直到后苏联时代。关于俄罗斯宗教方面的

这种性质的著作在国内还是首次出现，就是在俄罗斯本国也不多见。如果它

能够尽快面世，无疑将使我国的俄罗斯宗教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此外，陈

志强的 《拜占庭学研究》等专著，也触及对希腊东正教历史的研究。

（三）国内研究机构及基督教学科的地位

不同于国外研究基督教的机构 （几乎清一色的是教会的大学和研究所的

情况），我国基督教研究机构由三部分构成，即政府机构、教会机构和学术

机构，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状况。第一类是一些宗教政策和宗教现状研

究机构，如国家宗教事务局所属的宗教研究中心等。第二类是教会系统内设

立的神学院和研究机构，如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北京教区天主教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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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河北石家庄教区天主教信德社等。国内的基督教研究学术机构当首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其他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

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专业研究单位。这些研究单

位的专业研究工作在全国有起步较早，人员较多，学科研究较为扎实、客

观、系统、全面，出版著作较多的特点。

各高等院校的宗教研究所和基督教研究中心成立较晚，但在 “十五”期

间获得迅速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机构有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

教研究室、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基督教教研室、武汉大

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等。有些

大学近年来亦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基地或学术平台，推出了一批成果。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外有关学者构成的非实体性学术机构，依托世界宗

教研究所开展活动。自成立后，它连年召开基督教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为

国内许多从事基督教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了年年聚集一堂、进行充分学术

交流机会和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受到青年学者的广泛欢迎。每年会后将

学术论文收入 《基督宗教研究》结集出版，迄今已出版了 ７期。这些学术
活动使我国宗教学领域原本较为薄弱的基督教研究在 “十五”期间获得明

显提高。

七　儒 教 研 究

过去的５年，恰逢人类迈入 ２１世纪的端首。这一世纪性的开局，在展
示希望的同时，也把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中国

自身的社会改革与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主导的全球化不平等格局纠缠扭

结，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牵引出的深层问题更加多样和严峻。面对如此境

遇，人文知识界在对 “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增加了经验性的理解的同时，

也形成一个带有共性的 （无论持有何种思想立场或学理视角）追问：在现

代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境况下，中国人最合理的生存方式是什么？与世

界并存共进的原则与智慧又是什么？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依赖于

能够获得普遍文化认同，并产生动员整合社会功能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这

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与这种特定的历史语境相勾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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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儒学①研究，既表现了学术思想探索的连续性，又凸显了作为最重要

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国日益尖锐的现实问题及民族文化生命未来走向的更

为强烈的关注和参与。

在此需要稍作提及的是，近几年，特别是 ２００４年波澜迭起的传统文
化事件，构成了儒家文化切入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潮背景。举例示之：

（１）９月２８日，在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上，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
官方主导。（２）９月３～５日，以许嘉路、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５
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 “２００４年文化高峰论坛”在
北京举行，主题为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会议通过并公开发表了 《甲申文

化宣言》。（３）民间悄然兴起读 “经”之风。据有关报道，截止到 ２００３年
底，中国已有５００万个家庭、６０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的行
列。与此相应，蒋庆则主持编辑了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

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育方法。对于这些事件，均有多种不同的批评，但重要

的是，我们在回顾与预期处于学术文化研究范围内的儒学情况时，不能不从

这些思潮中，解读潜隐其间的社会心理及文化期待，以便理性地思考和回答

历史和现实的相关问题。正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与现实文化思潮相互交织的背

景下，近几年的儒学思想学术研究，在各个学理层面上呈示出重构性与建设

性的特点。

（一）思想史研究中的重构性

所谓 “重构性”，是指在思想史、文化史学、人类学、宗教史等学科的

视域内，对儒家文化源头进行历史性的重构，并对儒学之文化性状、价值取

向、精神特质及社会功能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与解读。在 “五四”文

化激进主义的氛围中形成的疑古学派，其客观后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源头及

历史发展的质疑甚至解构。为了使儒家文化成为塑造具有现代活力的新的民

族文化的思想资源，就必须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重新确认中国传统文化源

头的历史真实性，并构建清晰的思想形貌。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在前辈学者

已有的研究成果 （如郭沫若、卫聚贤、李玄伯、徐旭生、闻一多、郑振铎、

鲁迅、钱钟书、凌纯声、杨希枚等，他们借助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学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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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有关学说来研究中国古史、古文化问题）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的持

续发现，构筑中国上古历史的 “物证系统”和文化形貌。李学勤在十多年前

提出的 “走出疑古时代”，正在转化为扎实的研究成果。

余敦康在 《宗教、哲学、伦理》中，对儒家文化的源头———三代宗教进

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并在世界三大文明 （古希腊、印度、中国）的比较，以

及文化史学的视野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发展至周代趋于成熟，形成

了以天人之学为实质性内涵，以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相统一为社会理想的完

备体系。这种天人整体之学与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模式，决定了此后儒家历

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总体特征。而这其中蕴含的文化原则———由历史自然生

成的价值理念大于政治利益，对于建构现代中国合理的社会形态，不啻是一

个深刻的历史智慧。

邹昌林的 《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从文化史学及人类学的角度，通

过对 《周礼》的结构、功能及价值系统的研究，揭示出中国礼文化发端于原

始时代的明堂制，由此不仅证明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与连续性，而且相对清

晰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整体形貌，从而为深入理解儒家文化的特质

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张岩利用 “部落学”的方法，在对部落社会阶段来龙去脉深入探究的基

础上，对古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制度的形成、结构以及 “运转”和演化历程，

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还利用语言学研究中的 “字频统计”方法，证明了儒学

古典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李泽厚在 《己卯五说》中，以 “巫史传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传统

文化及文明源头的阐释。他指出，中国文明有两大特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

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另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

体，并长久地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此书虽然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却

为研究儒家文化的历史特征 “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余英时虽被誉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但其所著 《朱

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却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

他认为，仅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儒学是不够的，应 “回转”到历史发生层面

去解读。这种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导向意义。

姜广辉主编的 《中国经学思想史》 （１～２卷），从特定的经学传统重新
阐释儒家文化。书中提出经学的本质是反映普遍性的社会期待和社会意志，

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经学的精神是为批评政治权力集团以及范导社会生活提

８３７宗　教　学　　　　



供文本依据。这为重新定位儒家经学的历史文化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外，李申的 《中国儒教史》和 《中国儒教论》、张荣明的 《中国的国

教———从上古到东汉》、刘慧恕的 《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

思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儒学历史的发展。而郭齐勇主编的 《儒

家伦理争鸣集》、韩星著 《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等，则从不同的角度

讨论了儒教、儒家及其宗教性等问题。

（二）立足于现实关怀的建设性

与历史的重构相对应，所谓建设性，是以现实的文化困境和社会问题为

思考起点。这其中可分为三个层次：

１以现代文化与现代制度的建构为关注点
蒋庆在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中，以今文经

学中的公羊学为阐释文本，提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个 “政治儒学”的传

统。这一传统具有确立最高政治理念、制定基本治国原则与建构国家典章

制度的功能，由此可以肯定，传统儒学完全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制度的重要

资源。蒋庆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陈明以现代文化问题为重点

所撰写的论文集 《儒者之维》，从制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哲学等多重

角度阐述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及未来走向。他所主编的 《新原道》 （原名

《原道》）在学术圈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还有些学者的研究也值得注

意，如发掘儒家传统中所内含的现代宪政资源；从儒家的 “天下模式”阐

释中国儒家文化的特有精神气质和文化认同观念。这主要来自非儒学知识

背景的学者。

２现代价值层面的思考
这一层面的研究指向两个维度，一是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延引出塑造

新的民族文化主体及价值系统的精神资源；二是从儒家传统中发掘普世性

的价值资源，为与世界文化接轨搭建对话平台。这一维度与阐释儒家的宗

教性有关。郑家栋在 《断裂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特别提出

“宗教性与当代儒学的发展问题”：“不断地强调和凸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意

识和宗教精神，是 ‘五四’以后新儒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一方面是

与回应来自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的挑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新的历史情

境中挺立和维护儒家思想之精神义理的必要前提。”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

如何处理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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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课题。

３来自西学背景的解读
在建设性的意义上，某些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对儒家文化所作的解读，

对于儒学由传统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具有启示意义。李幼蒸的 《仁学解释

学》、王庆节的 《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值得关注。

八　宗教文化与宗教艺术研究

尽管宗教文化和宗教艺术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将其作为独立学科加以

综述，按照严格的定义加以衡量，制定系统的规划加以发展，在我国还处于

肇始阶段。２００３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成立近１０年的佛
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 “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几乎与此同时，

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 “宗教艺术研究中心”。这两个部门都是专门从事宗

教文化艺术研究的国家级机构。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和宗教艺术研究中心都

提出了研究规划，加强宗教文化艺术的理论建设，前者正在推进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 《中国宗教艺术史 （通论）》的课题研究，并面向各种宗教艺术

分别加以深化扩展；后者准备对全国各地 （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宗教艺术资

源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及抢救、保护，力争在数年内建立大型的涵盖中国境

内所有宗教艺术形式和艺术品的 “中国宗教艺术基础数据库”。

宗教艺术虽形式多样，然总其大类，则有宗教造型艺术与宗教表现艺术

两门。宗教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属可见之物质遗产，易于保存，又

兼之考古学的推波助澜，故学界对宗教造型艺术之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亦

丰。而涵盖念诵、仪轨、经忏、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宗教表现艺术多

数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难以保存，故学界向少着意，研究较少，而成果

较宗教造型艺术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受近年文化热潮之影响，宗教表现

艺术的研究也出现新的转机。

（一）佛教造型艺术

１学术会议
２００４年是佛教造型艺术研究收获颇丰的一年。国家图书馆、洛阳龙门石

窟、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德国海德堡、韩国大邱岑南大学分别举办了学

术会议。２００４年８月初在龙门石窟举办了建院５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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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全国佛教考古艺术工作者、龙门石窟工作人员近

２００人。会上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多篇，涉及佛教考古、艺术题材考证、
佛经刻铭、僧衣用具、石窟文物复原以及保护等。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１４日，由德国海德堡学术院与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
系主办的 “中国佛教刻经学术研读者讨论会”假海德堡学术院之会议室召

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学者共 ３０余人。这次会
议的主题，围绕着中德合作考察工作项目及国际上有关研究状况，设定有新

发现、文本与时间、空间、教义等，还有从镌刻文字记载方式到电脑数位化

方面的探讨。每个议题都有热烈的讨论。新发现议题涉及到东平县的小型经

幢与碑、造像题记等，以及对造像题记的解读问题，还有对东平刻经存疑处

的深入观察与解析。

２００４年８月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四年一次的国际学术会。本次学术会有
国内外近百名学者参加，以呼应于２０００年举办的纪念藏经洞发现百年的学
术会。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大足石刻艺术研究会举办了年会，与会专家作了专题学
术报告，并对大足以及安岳石刻窟像等作了专题调查。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韩国大邱举办的 “通过美术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

是韩国中国史协会协助中国美术史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从发表的论文可

知，中国佛教美术占据了最主要的分量，包括：李正晓的 《云冈石窟造像中

‘褒衣博带’与 ‘秀骨清像’》，杨超杰的 《龙门石窟的妇女造像问题》，梁

银景的 《山东神通寺千佛崖造像传统与铭文》，雷玉华的 《四川巴中等地石

窟》，张燕的 《药王山造像碑的图像研究》，庄明军的 《青州造像之螭龙》，

石松日奈子的 《魏佛教美术中的胡服表现》，周灵美的 《辽代佛舍利庄严研

究———以兴宗年间为中心》，胜木言一郎的 《佛教图像的生命志———阿弥陀

图像的变容》，裴珍达的 《女性转身观音像之一例：以仁川市立博物馆为中

心》，张总的 《慈圣皇太后与佛教艺术》。

２学术著述
在艺术史方面，有罗癤的 《试论龙门石窟等地的宝冠佛像》、柳杨的

《龙门石窟维摩诘形象图像志研究》、贾应逸的 《和田热瓦克佛塔的犍陀罗

艺术因素》、王惠民的 《祖师传承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古正美的 《堕和罗

的弥勒信仰》，还有 ＡｂｄｕｌＡｚｅｅｍ的 《佛教犍陀罗艺术》、吉村怜的 《论古代

佛像法衣与名称———袈裟僧祗汗衫偏衫》、陈悦新的 《僧衣变化规律初

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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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方面，有梁银景的 《隋代晋冀鲁豫地区佛教石窟与摩崖龛像》、

富安敦的 《龙门大奉先寺的一些证据》、蒋人和的 《北响堂山北洞的再考察

与理论复原》、韩玉玲的 《郑州近年考古收获》、温玉成的 《近年佛教考古

学术成果综述》、张宝玺与董玉祥的 《陇南地区石窟造像》、王纪月与孙晓

峰的 《麦积山石窟北朝阶段龛窟》等。

在石经研究方面，有雷德侯的 《房山通理大师刻经 “石类印版”与

“契丹藏”的对比研究》、王振国的 《龙门石窟刻经的初步研究》、张总的

《〈高王观世音经〉刻印写本研究》等。

此外，《太原隋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考古报告等学术论著分别

出版。

３宗教考古
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德合作山东石刻佛经考察研究年度实地考古顺利进行。

该项目由中德双方报中国国家文物局并获批准。具体实施，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德国海德堡大学、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及东平县、邹城

市的有关人员参与。主要工作是双方结合分两组进行的：海德堡大学东亚艺

术史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人员对石刻经文、题记等进行详录核对，标测量

点。卡尔斯鲁厄大学地理系师生与东平县文管所人员进行 ＧＰＳ测定等工作。
内容核对在此前多次的基础上又有进展，达到最为完整的程度。摄影数据测

定亦很理想，工作结束时，电脑三维模型的雏形已经制成。

（二）佛教表现艺术

１对佛教仪轨与念诵的研究
中土佛教、特别是精英佛教重佛学思想之阐发，而对宗教仪轨等形而下

的方面着意甚少，更遑论这些仪式中所含之表现艺术。近年始有学者对佛教

仪轨进行较为系统之研究。赖永海主编的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

再现了中国佛教总体面貌及其历史发展，对仪轨沿革加以阐释，对深入研究

表现艺术有一定参考价值。圣凯的 《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对中国汉传佛教

的忏法、汉传佛教寺院的日常行事、汉族僧服的演变、汉传佛教的法器、汉

传佛教徒日常生活礼仪予以全面介绍。其中汉传佛教忏法与寺院日常行事中

之朝暮课诵、水陆法会、传戒受戒的研究对佛教表现艺术多有借鉴意义。其

他如陈洪的 《盂兰盆会起源及有关问题新探》和 《汉化佛教首例讲经仪轨

考释》、圣凯的 《论唐代的讲经仪轨》，对佛教表现艺术也有或多或少的涉

８４１宗　教　学　　　　



及，然皆未能以佛教表现艺术为中心处理组织材料，故这一方面实有进一步

挖掘、探讨之必要。

２对佛教音乐的整理与研究
这方面的成就包括：一是对佛教音乐的搜集与整理，二是对佛教音乐的

研究。综观近年所发表佛教音乐之研究文章，主要涉及如下问题。

（１）李小荣的 《试论佛教音乐及其东传》、项阳的 《“释俗交响”之初

阶———中国早期佛教音乐浅识》，都对原始佛教音乐及其华化之问题进行了

探讨。

（２）地域佛教音乐的探讨。安宝慧、刘建昌的 《论唐代的五台山佛教音

乐》，对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历史、内容、形式、曲调诸方面进行了研究。田

小军的 《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则从佛教音乐文化对蒙古族音

乐文化的影响、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表现形式、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社

会功能三方面阐述了内蒙佛教音乐的特点。李小荣的 《敦煌佛曲散花乐考

源》对敦煌佛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３对佛教戏剧戏曲的研究
近年来，佛教戏剧研究日渐活跃，康宝成、黎蔷、廖奔诸先生在这一领

域成就颇大。概而论之，近期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１）佛教仪轨对戏剧形态的影响。康宝成的 《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

教》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成果。全书分别阐明古代戏剧演出场所、古代戏剧角

色、金元杂剧形态、明清戏剧以及傀儡、皮影戏与佛教之关系。作者在书中

指出昆曲 “转喉”唱法来自佛教转经，认为禅宗机锋多用一字多义、双关谐

音、譬喻类比等手法，与戏剧中的 “诨”和 “砌”相似；禅宗棒喝有程式

性和随机表演性，与戏剧的蝬瓜击打极相似；禅宗公案用动作模仿前辈禅师

的言行范例，极似戏剧的角色扮演；而禅与戏的根本契合点，在于宗教与艺

术同样具有对自由——— “游戏神通”的追求，基本廓清了戏剧与禅宗仪式相

互影响之关系。作者还对流行于明清的 “打城戏”、 “和尚戏”、 “焰口戏”

进行分析，说明佛教法事对明清戏曲的影响。

（２）对西域出土的梵剧之研究。《２０世纪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与研
究》、郎樱的 《西域佛教戏剧对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贡献》，对梵剧在中土

之传播进行考证，肯定梵剧对我国戏剧的影响。

（３）对 《目连戏》的研究。《目连戏》是近年佛教戏剧研究之热点，成

果甚多，然也良莠不齐。关于 《目连戏》的研究论文更是多不胜数，仅据

８４２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目连戏研究论文索引》，自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 ８月发表论文 ２００余篇，其他年
份之情况不难想见。

（４）佛教对戏剧内容与戏剧理论之影响。田光烈的 《中国佛教戏剧文

化》，将受佛教思想影响之戏剧分为因果剧、度脱剧、佛门人物剧和伦理道

德剧，结合具体剧目进行了详细分析。田同旭的 《以传奇阐佛理，采史料为

戏曲———论屠隆的 〈昙花记〉》、艾立中的 《儒佛思想的冲突与整合———试

论 〈东坡梦〉杂剧的独特价值兼谈其禅宗文化意义》、赵杏根的 《元初山西

佛教剧二种》，则是对佛教戏剧的具体的个案研究。

４对宝卷与佛教舞蹈的研究
除对音乐、戏剧、佛教仪轨中所蕴含之表现艺术的探讨外，近年来对佛

教表现艺术的研究，表现在对唱导、宝卷及佛教舞蹈的关注上。

（１）对宝卷的研究。近年来，研究宝卷成就突出者为扬州大学的车锡
伦，其专著有 《中国宝卷总目》、 《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等。其论文 《中

国宝卷的渊源》，指出宝卷并非由变文发展而来，佛教俗讲才是宝卷的源头，

宝卷与南宋说唱伎艺 “谈经”并无直接关系。《中国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

态》通过对宋元时期的三种宝卷之分析，指出中国宝卷脱胎于俗讲，而其演

唱形态又受佛教忏法的影响，形成注重道场威仪，演唱过程仪式化、文辞格

式化、结构形式严整之特色。

（２）对佛教舞蹈的研究。嘉木扬·凯朝所著 《蒙古佛教研究》比较详

细地论述了蒙藏佛教 “金刚驱魔神舞”的起源与艺术风格。徐英的 《论蒙

古族舞蹈的宗教渊源》论述了蒙古舞蹈与蒙古族原始宗教和佛教的关系，认

为蒙古之查玛、天魔舞、打鬼舞皆与宗教仪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此外，论

述佛教与舞蹈关系的文章尚有王福利的 《元朝的崇佛及其相关的乐舞内容》、

李文蓓的 《佛教、伊斯兰教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这些文章对佛教与

舞蹈的关系多有论述，然而在宗教表现艺术论述方面有待深入。

（三）基督教艺术研究

２０００年之前，基督教艺术研究基本上未能提上日程，只有非常零星的涉
及，鲜有专著问世。直到进入 ２１世纪，随着国内基督教研究学科的日臻成
熟，基督教艺术研究方才萌芽。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基督教艺术研究迎来
了空前繁荣，专论文章初步走出普及性介绍的状态；个别优秀学者开始具体

细致的专门研究，显示出综合基督教的神学与艺术的素养和功力。研究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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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艺术的最新成果包括杨周怀著 《基督教音乐》、顾卫民著 《基督宗教艺术

在华发展史》、啸声编 《基督教神圣谱》等。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大体路

数有二：一是延续神学或美学的纯理论研究方法，不涉及具体艺术作品；二

是从具体艺术作品生发赏析感想，更像评论而非研究。而能将这两方面较好

结合的学者并不多见。

（四）原始宗教与道教艺术研究

以往本土宗教艺术研究，包括原始宗教艺术和道教艺术的探讨，虽然出

版了很多作品，但是大多局限于对于整体艺术的概括性论述，缺乏具体的分

析和拓展。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具体分析本土宗教内部存在的不同因

素。通过对中国原始宗教与艺术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宗教对于本土艺术的起

源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萨满传统对于表现艺术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而巫术

则密切涉及造型艺术的起源。传统研究仅仅大概指出原始宗教对于艺术起源

影响至深，但是没有仔细分别各种艺术门类究竟受何种宗教的影响，而不同

宗教思想对于艺术的影响实际上差别非常巨大。萨满和巫术两种宗教形态不

仅对艺术的起源有着不同影响，而且对于日后艺术流派的分野也有着决定性

作用。其中侧重萨满传统的艺术更为强调个人体验与偶然的灵感，而侧重巫

术的艺术传统则更加注重严格的法度和规则。在很多艺术领域，这两种力量

是同时存在的。两种宗教力量影响下的艺术形态之间存在的强烈张力，形成

整个中国本土艺术的发展基调。即便是本土的道教系统，也存在两种影响的

冲突与融和，再加上后来佛教的传入，形成了本土艺术复杂多变的局面。

（五）其他宗教艺术研究

其他宗教艺术研究大体涉及宗教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有些亦讨

论宗教中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如吴爱丽、吕学峰著 《宗教深思艺术浅唱———

宗教与艺术的哲学话语》等。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特别关注中国祆教艺

术。颇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４年４月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粟特人入华

之文化”国际学术会，这是法国远东学院赞助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美、

英、日、法、德等国的一流学者参加，我国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学者与考古第一线的专业工作者参加。会议报道了最新的考古成果，主要内

容为中国祆教艺术，如西安史君墓等墓葬中的石雕。英国与日本的粟特文专

家还对此墓的双语墓志作了考释。此墓棺具雕刻是迄今所知最符合祆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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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斯塔》的艺术作品。还有大量有关祆教艺术的石雕葬具也得到集中讨

论。配合会议专门出版了入华粟特人及文化交流的图册，将有关粟特民族入

华的祆教等艺术品及墓志中有关材料集中刊发，辅以专家写的说明文字，堪

称图文并茂的佳作。此外，姜伯勤著 《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也属最新

成果。

除上述研究外，其他宗教的研究在 “十五”期间亦获得明显进展，完成

了一些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如在新兴宗教研究方面，最新

研究成果包括高师宁著 《新兴宗教初探》和金勋著 《现代日本的新宗教》，

以及蔡德贵著 《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等。在犹太教研究领域，黄陵渝出

版了其新著 《当代犹太教》，刘洪一出版了其基于文化视野之研究的 《犹太

文化要义》，而由傅有德主编的 《犹太研究》也于２００２年问世。涉及印度教
的新著则有邱永辉、欧东明所著 《印度世俗化研究》。而对古代诺斯替教的

探讨出版了张新梓的专著 《“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

与精神修炼》等。这些成果拓宽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其研究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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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趋势及
重点课题建议

一　“十一五”期间主要趋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虽然宗教学研究的成长历史较短、研究起点较

低、学术积累较少，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 “十五”期间，有了相当

大的发展。许多重要的分支学科，都有了比较坚实的学术积累和形成梯队的

学术人才。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宗教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重点虽然不能

放松基础性研究，但人才培养和科研体制改革涉及到整个学科的中长期发展

与创新潜力。与此同时，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要加大

投入。

２００４年党中央专门为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制定了纲领性文件。宗教
学研究要按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

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

责。”在新世纪里，宗教学研究要加大投入，加强对宗教国情与世情的调查

研究，加强宗教与社会互动模式与互动趋势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党和国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握宗教与社会互动的脉搏，也有利于宗教学理论

的创新，有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就研究力量的配置而言，研究、教学人员相对集中的科研院所、教学基

地无疑正在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并在协作和竞争中有所消长与整合，一些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在此过程中逐步崭露头角。这对宗教学研究的繁荣与成长

可谓影响深远。但是在 “十一五”以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整个宗教研究领

域出现成一家之言而又能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学派、流派的前景，仍不明

朗，也无须妄测。现在我们可以尝试的，只是对各个分支领域 “十一五”期

间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某些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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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学理论研究

“十五”期间宗教学理论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大致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比较宗教的研究在纵横两条轴线上进一步向深度与广度进军。对

各宗教教义和各大宗教的基本范畴，如对佛教 “空”义的述评、对基督教

“无”的辨析、对印度教 “解脱”观念的分析等，近些年来多有研究。目

前，学术界对于东西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自然也会促使各宗教间的比较研

究在根本的层面上进行。这是一种 “正在进行时”，因为比较研究事实上一

直在进行，只不过比较研究的层面，近年来正在从表面的类比取向于在意识

形态、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个人特性等层面更深入的展开。这种比较研究

目前而言还只限于篇幅较小的论文，尚未见到有分量的专题或专著，但是这

种问题意识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动力。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趋势是对宗教对话理论、对话模式、对话实验的进一

步研究。这一趋势的出现以当前各种宗教间的冲突、宗教与社会间的冲突相

关联。此一领域在国外已经有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的宗教学

理论界还没有出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宗教学理论界已经翻译出版

了一些有关对话的书籍，已有 “他山之石”可以借鉴，因此，根据我们自己

的历史，发展我们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不仅是可行的，也将

是必然的。对各宗教之间对话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提高，因此，从根源上、

从各宗教哲学之高度上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应该成为重要的课题。

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经济成分、文化系统、价值理

念等都呈现出多元的样态。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日益增多的信教群众和日益复

杂的宗教现象，而且是大量亟待解答的宗教学理论问题。解答这些问题需要

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则离不开调查研究。所以近年来宗教学理论研究的第

三个趋势，是宗教实证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尽管目前进行这方面的

研究有许多困难，但中国宗教学理论界的学者已经表现出热情，希望能够用

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或者用中国的宗教现象来扩展甚至修正

某些理论。当然，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宗教现象研究之方法

论的重视，换言之，实证研究应当将方法论置于首位，也就是说，应该探讨

理论公式，具有基本假设、研究逻辑、原则规范，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

研究，这样才能够避免这类研究不停留在仅是现象描述之上。

第四个趋势是表现出一种拓展理论研究视野的勇气。近年来先后成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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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 “宗教与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宗教与法治”（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与公共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等专题研讨会，不仅有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积极稳妥地探讨

一些人们长期不愿触及的敏感话题，同时也将其他领域的学者吸引到宗教学

研究的领域中来。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大，是推动宗教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步

骤，也是我国宗教学理论研究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环节。尽管这些领域的研究

各有其难度，但是在理论上凿空拓疆的探索，对于宗教学理论研究者更好地

肩负起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其影响必是重大的和深远的。

上述趋势有一个共同点，即宗教理论研究的重心已经由对国外理论的单

纯介绍，逐步转向以中国的宗教史和宗教现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不断向

发展中国宗教学自己的理论而努力。

（二）当代宗教研究

１当代宗教研究学科对象和方法的探讨
当代宗教研究是一门新兴的二级学科，但它能否成为一门二级学科至今

仍然存在争议，主要是对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还没有明确和系统的认识。当

代宗教研究不是各主要宗教的传统研究在时间上简单的向当代扩张，因为这

样的话当代宗教研究就没有必要成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了；当代宗教研究

也不是简单的对策研究，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学术独立性也就受到质疑。当代

宗教研究应该以宗教现状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对象，即研究宗教 （如制

度、行为、意见等要素）在当代社会中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影响作为研究对

象，侧重于社会现象；而宗教学的其他学科侧重于有关宗教的史实考辩和宗

教思想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当代宗教研究主要就是采用社会科学 （如社会

学、政治学、人口学、法学等）的方法，属社会科学范畴；而宗教学的其他

二级学科则以文本分析的方法为主，属人文学科 （即文、史、哲）的范畴。

２宗教法规研究
自１９９１年中央６号文件正式提出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目标

以来，中央和各地方有关部门一直在积极进行宗教法规建设。到目前为止，

国务院已经颁布的单项宗教行政法规，国家宗教事务局单独或与国家有关部

门联合颁布的有关宗教事务方面的部门规章，各专门法规对宗教问题都做了

规定，省级行政区和副省级市人大颁布的地方性宗教事务行政法规等，共有

１００余件法律文件，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宗教事务法规体系。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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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 《宗教事务条例》，成为我国中央政府

首部宗教事务综合性法规，必将对我国宗教事务发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总

体来看，目前有关领域的成果还寥寥可数，远远不能满足宗教学研究要为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理论支持的客观需要，因此对

相关课题展开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３农村宗教问题研究
据１９９６年全国宗教大调研统计，当时全国信教人口中农民占 ７４％多，

而当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７０％。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党政部门和社
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农村宗教问题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关注。宗教学界有个别零散的成果发表，但很不系统。“十一五”期

间应该立项对农村宗教的现状、特点、成因，以及对基层政权建设、社会稳

定与和谐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

４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问题研究
据劳动部估计，我国城市目前有外来务工人员近１亿。随着城市化和工

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口迁移会成为宗教改宗的重要动因。人口迁移 （包

括外籍来华人员）也正在改变我国固有的宗教信仰的格局，应即时地对这一

过程进行学术研究。

５各地区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宗教问题一直是我国民族学和宗教学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课

题，近年来更加因 “反恐”、 “反独”斗争的需要，增加了深入研究的迫切

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６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具体情
况都有所不同，应该分别规划，在不同地区开展侧重点不同的研究，才能更

加深入，卓有成效。

６世界各国宗教概况描述
对世界各国宗教概况进行描述，及时更新和整理有关信息，是当代宗教

研究一种基础性资料积累，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还是在经济

全球化的今天做好各项实际工作的重要保障。１９８０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了 《世界各主要国家宗教概况》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

面介绍世界各国宗教情况的专业书籍；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
心编写了 《世界宗教总览》，容量扩大到前者的４倍多。现在时间又过去了
１０余年，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资料和观点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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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研究

（１）传统的佛学研究将继续深入。中国佛教宗派的研究仍是吸引众多研
究力量的领域，其中禅宗研究将持续成为热点，唯识宗研究将有所升温，华

严宗、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的研究将出现新的选题。藏传佛教的

研究将继续升温，在以现状的跟踪与分析为重点的同时，基础研究决不能忽

视。藏传佛教名著的汉译，特别是藏传因明著作的翻译应加大力度。在适当

时候对于藏学研究制定长期的、整体的科学规划，是我国藏传佛教研究工作

再上新台阶的必要保证。唐以后佛教的研究，将会出现新的成果；尤其是近

现代佛教的研究，连同区域佛教的研究，会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另外，对

佛教哲学的研究，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及外国佛教的研

究，应当加强。佛教文献学研究仍然很重要，新工具书的编纂及历史文献的

整理将形成一定规模。文献学以及运用文献学手段推进研究的方法将进一步

受到人们的重视。

（２）面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佛教研究应当关注现实问题，加强社会
调研，积极探讨如何在保持佛教 “不共世间”的宗教主体性的同时，进一步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模式；发掘佛教固有的道德资源，为实现世界和

平、促进环境保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检讨佛教 “农禅一致”的

传统及其在新条件下的实现方式，以完善佛教的经济基础；检讨佛教的清规

戒律，使其适合当代社会的新形势，等等。因此，加强政界、教界、学界间

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国内外的友好交流，将是非常必要的。

（四）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综观 “十五”期间道教研究的课题及成果，大体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道

教研究繁荣兴盛的局面。在文献整理、教史教义、法术仪式以及道教与中国

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更加深入细致，并开辟了一些新的课题。研究队伍继

续成长，整体研究水平已不亚于港台地区及国外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课

题及成果仍比较集中在道教历史传统的研究方面，而对作为一种宗教实体的

道教现状较少调查研究。对未来 ５年道教研究的课题规划，拟提出以下
设想。

（１）继续深入开展基础和历史课题的研究。完成道教文献资料 （如藏外

道书、善书、碑刻、考古新资料等）的整理汇编，编写更完善的经书分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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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和提要等工具书。道教史的研究应继续编写教派史、近现代道教史以及道

教与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关系等。道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应注重探讨其人生哲

学、社会伦理等方面。

（２）道教研究不应停留在纯学术领域，还应对现存道教实体的生存发展
和组织管理提出有导向性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探讨道教追求自然和谐的价值

观、生命伦理观、无为法治思想、和平发展及行善救世思想，发挥道教教义

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功能。从现代科学及人文科学的视角，重新诠释道教传

统的修炼法术，揭示其重视理性的特点及人文关怀精神，纠正将道教法术等

同于巫术迷信的谬误。

（３）深入调查道教现状，研究如何改进道教传统的教团组织、宫观管理
制度、传教方法及行道仪式等问题，探讨道教社团为信众服务、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新形式，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需要。学术界与宗教界应在这些问

题的探讨中加强合作。

（４）对道教在港台地区及周边国家传播的历史及现状、道教在华人社会
的影响及其发展前景进行调查研究。发挥道教在增强全球华人社会文化凝聚

力、促进中外文明融合方面的作用。

（５）关注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在社会基层的新发展及其新特点，结合文
本研究及资料整理而开展田野调查，弄清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及在传

统文化中的影响，为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大业提供必要的学术咨询及信息。

（五）伊斯兰教研究

在 “十五”期间，虽然伊斯兰教研究在学科基础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发

展，但是不论与其他宗教的研究相比，还是单纯从深化伊斯兰教研究的角度

出发，这方面还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１）继续深化对伊斯兰教经典的研究。这应当包括对伊斯兰教经典著
作，如 《古兰经》诠释本的翻译工作。圣训学的研究也应该展开。目前我国

还没有对圣训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关于圣训的类别、传述线索、传述者等

问题的研究都没有展开。同时，应该注重译介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伊斯兰

教权威研究者的代表作，以促进我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

（２）亟须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进行统揽全局的系统性研究。伊斯兰教
是一个两世兼重的宗教，它不仅关注人如何获得拯救，更关注现世生活的福

乐，因此其思想涵盖信仰、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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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前的研究大多涉及伊斯兰教思想的某一方面，不能清晰地呈现伊斯兰

思想发展的总体性脉络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个别的总体性著作虽然涉猎很

广，但内容多系翻译整理而来，在一些重点问题上没有深入。这种状况对开

展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理解伊斯兰教都是不利的。因此，应该开展伊斯兰教

宗教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以弥补这一缺憾。

（３）在伊斯兰教法研究中，应该重视对各教法学派的研究，尤其是有针
对性地开展对罕百里教法学派和哈乃斐教法学派的研究。因为罕百里教法学

派是世界各地伊斯兰思潮兴起的重要思想根源，而哈乃斐教法学派对中国穆

斯林及其周边国家的穆斯林影响较大，对理解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问

题很有帮助。在继承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应加强教法实体

如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债权债务、商业贸易、瓦克夫制度等的专题研究。

（４）在现状研究方面，应该看到，在 “９·１１”事件之后的国际形势
下，对伊斯兰教、特别是一些热点地区的伊斯兰教进行动态研究的任务非常

紧迫。“十五”期间曾经资助了一批关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研究的

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将会对把握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大有裨益。但是，中

东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依然需要深化。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形势变动、东西方

文化不断碰撞的今天，中东地区是各种矛盾的集合地，更应该作为伊斯兰教

现状研究的一个重点。比如，作为两圣地的监护者的沙特阿拉伯，其国内伊

斯兰教的状况；目前与美国对抗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政体，其结构和运作，

以及对以后伊斯兰世界政治走向的影响；伊拉克这样一个被美国作为西方式

民主试验场的国家，其国内伊斯兰教两大教派并存，它们的现状以及对未来

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予以关注。

（５）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对伊斯兰教如何适应现代性的问题应予
充分重视，并鼓励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伊斯兰教传统经堂教育与现

代教育的融合、碰撞，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对各穆斯林民族在保持文化

自主性的基础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问题也非常值得更多的研究者予以关

注。在伊斯兰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宗教文化发生关联，并相

互影响，在全球化趋势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如何从教义角

度还原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研究它们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互动，以

便理解当今世界中所谓 “文明的冲突”，以及发生在这种 “冲突”名义下的

各种事件，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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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督宗教研究

世界范围的基督教研究在不断全面地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亦体现出鲜明

的时代特色，即在持续地进行圣经、教父神学、经典著作等基础研究的同

时，更加注重对当代基督教的研究，更加关注基督教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的研

究，诸如基督教会与国家的政教关系、基督教与政治、基督教与民族、基督

教与世界和平、基督教与伦理、基督教与科学等的关系以及基督教运动和基

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等，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可以预见，

国内的基督教研究亦会朝同一方向发展。国内的相关研究已经起步，少量成

果开始面世，新人陆续涌现。这一现象既显示出国内基督教研究的发展趋

势，亦为今后研究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举例来说，天主教研究、中梵关系研究是基督教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天

主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目前全世界有 １０亿天主教徒，占世界总人口
的１７％，分布在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罗马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梵蒂

冈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起着特殊的

作用。目前梵蒂冈与 １７０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天主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
一，自元代传入中国已有７００多年，目前全国有约５００万教徒。由于历史原
因，我国与梵蒂冈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复杂关系，即梵蒂冈与我国之一省的台

湾当局保持着所谓 “外交关系”，梵蒂冈与台、港、澳地区的天主教会保持

着宗教关系。在全世界天主教会中，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有独特性，即自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与罗马教廷断绝了联系。
我国有一部分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上分裂的道路，

组成所谓 “忠贞教会”即人们所称的 “地下教会”。因此，梵蒂冈与中国大

陆处于相互隔绝又时有冲突的状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梵蒂冈

对华策略的不断调整，中梵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我

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薄弱，科研人员匮乏，资金投入少，书刊资料奇

缺，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有鉴于

此，加强对天主教、梵蒂冈以及中梵关系的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

其历史与现状，提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安全、社

会稳定、外交工作、宗教工作以及学术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已经成为极其必要和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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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基督教三大教派的研究亦极不均衡，对新教的研究较多，而

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尤其明显的缺憾是，对天主教个别神

学家的兴趣十分浓厚，对其他人物和其他领域却研究不多，尤其是忽视了对

以 “大一统”为其基本特色的罗马天主教会教阶结构及其训导文献的研究。

研究题目偏重明清时期个别传教士，天主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近现代基

督教新教研究；而对其他传教士和天主教在信徒中间的接受形态、保持动因

的研究较少；对海外基督教近代传教运动，基督教思潮的演变对基督教在中

国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传教士在华的心态，对华人的心态，慈善工作，中国

基督徒自身的研究，尚显不足。学术著作在史料的使用方面存在较多交叉重

复现象，使用过去的出版物较多，使用档案、日记、通信史料较少。在理论

方面，笼统概括性的介绍多、翻译多，个案研究、圣经神学、神学专题研究

少。在现状方面，国内教会研究、国外主要国家的教会与运动、天主教以及

梵蒂冈的研究少。对于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基督教考古、系统神学、圣经研究

的版本学、释经学等还无法问津。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人员对

英语之外的其他欧洲语言掌握不够，接触原始史料机会少，图书资料缺乏，

神学训练、古代语言训练的不足。因此，加强基础训练，增进与海外的学术

交流，将会促进基督教研究更上一层楼。

今后基督教研究学科要在关注国际基督教研究发展趋势的同时，从我国

的实际状况出发，加强对薄弱环节和学术热点问题的研究，与国内、国际各

研究单位、研究领域要更多地开展交流、分享资源；不仅要做宏观课题也要

做微观课题的研究；在方法上要展开探索，力争进一步实现规范化、科学

化，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

（七）儒教研究

“十一五”期间，建议关注两个主题与三个路向。

两个主题是 “发言”与 “重塑”。所谓 “发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

要思想资源的儒学，要继续加强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和

思考。比如民族主体精神的建立及其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合理与和谐社会的

制度安排；人民的社会行为与身心安顿；社群与政府及整体社会的合理秩

序；等等。总之，研究儒家的学者有责任对社会公共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阐明中国社会的精神资源和中华民族的思想积淀，并负责任地发言。所谓

“重塑”，就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术形态进行现代的文化转型。这种转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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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照搬西方的学理模式，也不是纯粹的知识学系统，它应该是一种具有对

民族主体意识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的原创性的话语系统。

三个路向为：

（１）深化儒学宗教性的研究。此问题关联着三个根本性的方面：一是对
中国本土文化及世界文化的理解；二是建立中国价值系统和文化理念的终极

依据；三是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生命形态。康晓光在他的 《文化民族主义论

纲》中提出：“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的复兴远远不够，只有成为一种深入大多

数华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儒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这无疑是以明确而尖

锐的方式，促使人们回答中国民族现在及未来的文化生命形态究竟应该是什

么样的这一尖锐问题。

（２）从文化战略及秩序建构的高度，研究儒家 “天人之学”、“明体达用”

等思想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运作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智慧与原则，弘扬其精髓，

使儒家文化精神成为中国人面对现代化、全球化挑战的强大精神动力之一。

（３）继续深化借助文化史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社会学、哲学、语
言学、宗教学等学理视角的研究。在多学科及多领域的探索中，推进原创性

的现代学术形态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

（八）宗教文化与宗教艺术研究

１佛教造型艺术研究
三阶教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宗教之一，因湮灭而成珍稀研考对象。日本

与美国学者对此课题均有重大建树。现因陕西淳化三阶教刻经窟的发现，以

及张总等对其的考察与研究，三阶教的研究可以推进至由中国学者为主的新

阶段，因而可以由中国学者进行三阶教史的撰述。

中国石刻佛经是重要文化遗产，具有丰富内容与多项价值。“十五”期

间，石刻佛经研究有重大发展。山东东平及陕西淳化的摩崖与刻经窟为最重

要的新材料，对研究中国佛教宗派三阶教、北朝佛教史均有重要意义。中德

合作的山东石经考察与研究，更是将此研究推进至国际领域。

疑伪经典实即中土撰述经典，对反映中国佛教的本土特色有重要意义。

现在从出土文物及石刻写本等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疑伪经典，种种雕刻画作

也多有与疑伪经典共生的内容。结合近年佛典电子化的检索，为全面破解疑

伪经典情况提供了条件。因而中国疑伪经典及艺术可作为重点研究项目。

因考古发现等因素，唐代三夷教及南北朝时期宗教艺术品多有发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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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深入的探讨还有空间，亦可结合对比进行研究。

２宗教表现艺术研究
从宗教表现艺术角度进行场面 （仪轨）研究、情景研究，以及更加专门

化的研究。要在 《中国宗教艺术史》的框架下，对佛教表现艺术的理论和内

容深入扩展，形成具有更全面涵盖性的独立学术体系。彻底改变目前三方面

研究处于缺乏内在联系的不自觉状态的局面。

宗教表现艺术的理论建设，特指从宗教角度研究艺术而形成不同于其他

艺术理论的特色。目前对宗教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形式的分类研究较

多，但是缺乏对联系宗教大背景的综合性理论体系研究。

３基督教艺术研究
近年来，在欧美的神学和宗教学领域出现普遍的美学兴趣复兴，基督教

艺术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多方位整合人文学科的新兴理论和研究方

法，涌现了大批成熟的研究成果，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基督教艺术研究是

很好的借鉴。因此，有系统的精选，将这些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界，对未

来研究的专业化和深化将大有裨益。

在西方基督教艺术研究方面，由于素材已经有相当的积累，应该不急于

推出通史或发表赏析性的评论，而是鼓励学者做细致深入的专门研究，务求

将神学与艺术融会贯通，真正阐发艺术作品的宗教内涵。

在中国基督教艺术研究方面，鉴于基础工作的薄弱，当务之急是以实地

考察为据的原始资料搜集整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全面而可靠的素材。

４宗教艺术比较研究
通过对于宗教同各个时代不同艺术形态的具体关联，找到宗教精神对于

艺术的深层影响。应该超越以往对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宗教内涵的概要性综

述，而具体到个别作品以及艺术家同不同宗教思想之间详细的关联。其中本

土艺术的起源应该给予更多的投入予以研究，综合考古、艺术、历史和宗

教，探讨中国本土艺术在独特宗教传统下与欧洲不同的起源以及日后不同的

发展路线直到目前的差异。

二　重点课题设置建议

（１）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２）宗教学学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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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宗教心理学
（４）宗教现象学
（５）宗教与生态问题研究
（６）宗教哲学研究 （包括伊斯兰哲学、基督宗教哲学、中西宗教哲学比

较等）

（７）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治、宗教与经济等比较研究
（８）当代中国宗教与中国现代社会
（９）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研究
（１０）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
（１１）宗教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１２）中国加入 ＷＴＯ继续扩大开放与抵制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问题研究
（１３）国际人权斗争中的宗教问题
（１４）世界政治多极化背景下的国际宗教问题
（１５）中外政教关系研究
（１６）宗教对话研究 （理论、模式与方法研究，或以中国宗教史为主

线）

（１７）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１８）宗教与全球化、本土化、世俗化趋势研究
（１９）宗教与跨民族、跨文化发展研究
（２０）各历史时期中国宗教史研究 （包括远古、秦汉、隋唐、两宋、辽、

西夏、南诏、金、元、明、清、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及地方政权的佛教史、

道教史、伊斯兰教史等）

（２１）区域宗教研究 （如世界有关地区和中国各省市及相关区域）

（２２）宗教文献研究 （包括宗教文献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散佚文献的汇

编、重要文献的整理等）

（２３）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名著、特别是因明著作的翻译亦包括在

内；除历史与文化外，需要把重点放在对现状的跟踪与分析，探讨藏传佛教

在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方面的作用；研究达赖集团对藏传佛教的利

用手法，以及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

（２４）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２５）儒家、儒学、儒教研究
（２６）中国古代宗教的源流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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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各教宗派研究
（２８）主流宗教 （如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研究

（２９）天主教与中梵关系研究
（３０）各大宗教通史 （如中国基督教通史、基督教思想史）

（３１）世界宗教通史研究
（３２）世界宗教现状研究
（３３）中国宗教艺术史
（３４）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活动调查与对策研究
（３５）宗教思想文化史研究
（３６）中国基督教神学及其特色研究
（３７）海外华人社会的宗教
（３８）台湾地区宗教研究
（３９）新兴宗教态势研究
（４０）宗教极端主义研究
（４１）“邪教”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４２）周边宗教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影响的研究

宗教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组组长：卓新平

副　组　长：叶小文　赵匡为　业露华　李　刚
初稿执笔人：王　卡　王　健　王宇洁　王志远　华方田

高师宁　曾传辉　董江阳
定稿执笔人：金　泽　卓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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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十五”期间中国
文学学科发展概况

“十五”期间，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高等学

校的大发展，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学院，并设立了大批

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研究所和各种有关的研究中心，研究力量大大增强，立

项的课题也大大增多，而社会科学院、党校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系统的

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也有增长，因而中国文学学科在 ２０世纪学科建设的基
础上，在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和中国各段文学史、文

体史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等领域均开展了许多新的研究，并完成和出版了大批新的著作，发表的论文

更以万计。现将本学科研究的主要进展和成果综述如下。

一　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方面

２０世纪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古代文论 （包括像 《文心雕龙》

那样的比较系统的文论和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感悟性批评），转向建立

以西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为借鉴的讲究逻辑系统性的现代文论。而马克思

主义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

平文艺理论的发展，更使我国文学理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奠定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与当代文艺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产生

了大批新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学习和１９６０年代
初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初步努力。当时在周扬同志主持下

经过一批专家的共同研究，完成了蔡仪主编的 《文学概论》、叶以群主编的

《文学基本原理》和王朝闻主编的 《美学概论》等，又经过 １９８０年代后在
批判 “左”倾错误和中西文化大规模撞击条件下理论上拨乱反正与吸纳新质

的再次努力，出现了各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出版的新的一批文艺理论著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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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阐释和研究也有大批著作问世。新世纪伊始，我

国文艺理论界继续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与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启动了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中

的文学理论教材的课题，在多方面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１）中央宣传部等八部委纪念毛泽东和邓小平诞辰百周年举办的全国性
大型研讨会均出版了多卷研究论文集。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有关专家为全国

县处以上干部编写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基本问

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等教材，均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写的 《毛泽东传》和 《邓小平年谱》，还有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

编》和 《邓小平理论全书》等，更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深入研究他们的文

艺思想提供了更多的文献和便捷条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正在进

行的便有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研究的课题。

（２）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文学理论教材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已
集中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以致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体系新成果。经过全国分区学者拟定提纲和各邓

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拟定提纲，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集中，现已完成集中后融各

家之长的一个编写提纲，又经再三修改后上报。

（３）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和专题研究方面，面对新世纪，陆贵
山、周忠厚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童庆炳主编的 《文学理论教

程》（修订二版）、陈传才、周文柏著的 《文学理论新编》、王元骧和董学文

分别著的 《文学原理》、钱中文著 《文学原理：发展论》（修订版）、姚文放

的 《文学理论》（修订本）、顾祖钊著 《文学原理新释》、南帆的 《文学理论

新读本》等都以各有优长的新成果为文学理论教材与时俱进的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而广西师范大学编辑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丛刊和其他单

位的书刊也不断发表专题研究方面的新的成果，反映了我国大批学者仍专注

于这方面的坚持努力。许多学者还出版不少专著，如陆贵山著 《宏观文艺学

论纲》、董学文主编的 《文艺学当代形态论》、何国瑞著 《文艺学方法论》、

谭好哲著 《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傅修延著 《文体学》等不同视角和对象

的新著。王向峰的 《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和阐释》
更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鲁迅文学评论奖。

（４）文艺学学术史方面，２０世纪已出版多部多卷本的 《中国文学理论

批评史》，包括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由王运熙主编的七卷本 《中国文学理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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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史》。新世纪还有王运熙、黄霖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共三

卷，包括 《原人论》以 “人”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范畴论》将

文学范畴的研究作为打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钥匙，《方法论》对中国古代

文学批评方法的特征、类型等做细致的分析）和王向峰著 《中国古典文艺理

论范畴通论》等都为古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做出有益的贡献。对我国现代

文学理论的学术发展史进行探讨的工作也初见成果，如杜书赢、钱竞主编的

《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周忠厚等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

展史教程》都属这方面的重要收获。童庆炳等主编的 《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

年》收集有近３０位专家的论文，不但对新中国文学理论进行历史的回顾，
还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建构提出种种设想。

（５）美学和文艺美学研究方面，朱立元、王杰主编的 《美学》，胡经之

著 《文艺美学》（增订版），均比过去有所拓新之见；姚文放著 《美学文艺学

本体论》以纵贯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对美学和文艺学及其发展史的诸多问题

做出自己的阐述和考察；朱立元的 《接受美学导论》在美学研究方面触及新的

领域；莫其逊著 《美学引论》则对美学的系列基本问题进行自己的探讨。

（６）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使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视角和领域进一步拓展
的更有胡经之关于文化美学构想的提出和曾繁仁的存在论美学，鲁枢元的生

态文艺学的探讨。鲁枢元主编的论文集 《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和曾永成的

专著 《文艺生态学引论》，便是后一方面的初步收获。在跨学科、多视角研

究方面还出版了大批新的专著和论文集，如钱中文的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童庆炳的 《文艺活动的审美维度》、杜书赢的 《艺术的哲学》、王岳川的

《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金元辅的 《跨世纪的文化变革》、程正民的 《巴赫

金的文化诗学》、陶东风的 《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叶舒宪的 《文学与

人类学》、艾斐的 《艺术创造的文化感应》等，这一切都反映出新世纪文学

理论界和文艺美学界着力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切入文艺学和美学研究，为相关

理论的深化和拓展做出新的努力。

（７）在文艺学和美学新的学术生长点和难点、热点方面，近年关于文学
理论是否应当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问题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

论，对于图像时代来临是否意味文学时代的终结，也涌现诸多歧见。此种动

向既标志文艺学理论思维的活跃，也兆示某些学者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

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及其日益广泛的影响，也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的产

生，黄鸣奋的 《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和欧阳友权的 《网络文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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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便属有关著作的卓然收获。

（８）在不同文体的理论建设方面，陆耀东主编的 《中国诗学丛书》，则

从先秦到当代分为多卷，对我国历代诗学发展的轨迹和成就做出可贵的考察

和总结。杨匡汉著 《中国新诗学》、吴开晋著 《新诗的裂变与聚变》和李建

军著 《小说修辞研究》，在探讨我国新诗发展及其理论和小说理论方面也分

别做出一定的成绩。

（９）对我国古典文论的深入探讨方面，包括儒、道、释思想与文艺理论
的关系和各种文体的理论源流，还新立了不少研究的课题。如 《佛教与汉魏

六朝文学思想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国古代叙事学研

究》等。

于此可见，新世纪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方面在２０世纪完成了从传统文
论向现代的转化，不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的指引下，进一步与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其体系建构有显著发展并继续受

到重视；而且文艺理论的学术史得到比较深入的梳理和总结，文艺理论多层

次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格局已经形成，产生了大批具有独到见解的新著；许

多理论问题的探讨均有程度不同的突破，并力图向新的领域、新的视角波澜

壮阔地继续展开，发展势头十分可喜！

二　比较文学方面

虽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这一学科曾中断，但改革开放后经过近 ２５年
的发展，已奠定了学科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大批有影响的著作。“十五”期

间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更多走向跨学科的研究。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

界限并且超越文学自身界限的综合比较研究，已经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

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曹顺庆提出文化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中国

学派的学术生长点，他主编的 《比较文学论》和王宁的 《比较文学与中国

文学阐释》两书则为这种主张提供了学术研究和理论的支撑。但也有些专家

如乐黛云就认为我国学者不应轻言比较文学的 “中国学派”，虽然他们也多

同意要开拓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这既说明比较文学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拓

展，也标志此一学科的新走向。此外新世纪头５年出版的有影响的比较文学
著作还有饶秡子等著的 《中西比较文艺学》、郁龙余著 《中国印度文学比

较》、王吉鹏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 《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等，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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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比较文学方面的可贵成果。文化研究实际上是跨学科研究，陈炎主编

的 《中国审美文化史》（４卷），对先秦至明清的我国审美文化进行了宏观性
的考察和探索，这是继许明主编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中华审美风尚史》（７
卷）完成后，从跨学科的广泛视角在审美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的又一重要收

获。邹建军选编的 《原始图腾与民族文化》，从比较的视野对朝鲜族诗人南

永前的创作与民族图腾文化的关系做独特的论述，可视为比较文学方面的文

化批评。张大明编著 《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达 ６０余万字，
则属于具体考察跨国文学影响的力作。这说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比较文
学的第一波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工作的展开后，学者们在新世纪又在各个具

体研究领域做出了新的探索性努力。

三　当代文学批评方面

继续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２０世纪我国文学批评由于理论的更
新，也经历了从古代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向现代的转变。“五四”以后

出现的老一代理论批评家如茅盾、胡风、周扬、何其芳、张光年、陈荒煤、

冯牧等，到２０世纪末多先后去世或陆续退出文坛。新时期活跃的中青年批
评家如许觉民、朱寨、李希凡、阎纲、陈丹晨、缪俊杰、谢冕、潘旭谰、何

镇邦、曾镇南、雷达等，新世纪也先后进入老年，除少数仍坚持写评论外，

大多也文章渐少。但新的批评家不断涌现，当前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出生
的批评家已成为评坛的主力。他们的评论文章覆盖了评论报刊的主要版面。

像陈思和、陈晓明、孟繁华、白烨、贺绍俊、吴义勤、何向阳、洪治纲、谢

有顺、樊星、张柠、晓华、郜元宝、吴俊、王干、李建军、李敬泽等的评论

文章，均有相当的影响。文学批评的前进，主要表现如下。

（１）对当代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人新作新现象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评
论，广见于各种报刊，还出版了许多新的评论集。如吴义勤主编的 《ｅ评论
丛书》便先推出１０位青年评论家的评论集，集中反映了他们在宏观和微观
方面的评论实绩。

（２）推进了对作家创作的深入研究，组织撰写了一批作家论和作家评
传。前者如李建军著 《宁静的丰收———陈盅实论》、郭宝亮著 《洞透人生与

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后者如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十多卷之后，由谢有顺主编的 《当代作家评传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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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出版了第一批：贺绍俊著 《铁凝评传》、李星、孙见喜 《贾平凹评

传》、洪治纲著 《余华评传》和孔庆东著 《金庸评传》。这些著作虽不无有

各自见解的局限，但都致力于比较全面的评论有关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从而

把当代的作家研究推向深入。

（３）女性主义批评有新的发展。随着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女性主义批
评也崛起于上世纪末９０年代，而其大发展则是新世纪中国文坛的突出现象。
刘思谦、李银河、林丹桠、荒林、谭湘、艾晓明、戴锦华等女性批评家是这

方面批评的代表。荒林主编的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计１０册 （包括盛

英的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任一鸣的 《抗争与超越———中国女性文

学与美学衍论》、荒林的 《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禹建湘的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许苗苗的 《性别视野中的网络文学》、骆晓

戈的 《女书与楚地妇女》等专著），便代表这方面老、中、青学者的批评新

作，从广泛的视角对我国女性文学进行了透视。

（４）宏观性文学批评继续有新作问世。这５年有相当多批评家加入文学
发展的宏观研究和批评专著的撰写。如陈晓明著 《历史的怯魅：表意与焦

虑》、聂茂著 《民族寓言的张力》等对新时期文学所做的解读和梳理；还有

雷达、何镇邦、牛玉秋等对宏观文学现象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的研究与

评论，也都深有见地，受到文坛的重视。

（５）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方面有明显进展。陆贵山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

艺思潮》、吴秀明著 《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李扬著 《中国当代文

学思潮史》，还有李林展著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论》等，均对相关的各种

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做了梳理和剖析，并做出自己的评价。这些著作均代表

了近５年有关方面具有相当深度的新成果。新立项并正在研究的还有 《中国

复古文学思想研究》和 《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研究》等。

（６）文学批评学的研究继续有新成果。例如张利群的 《批评重构———现

代批评学引论》，便是继王先霈的批评理论著作 《文学批评学教程》之后，

对这方面进行探讨的论著。

综合地看，新世纪５年的文学批评除较有深度的学院式批评外，还存在
广泛的带有商业炒作的媒体批评。两者各有长短。后者虽往往缺乏深度却因

反应快捷和覆盖面大而更有影响。前者擅长学理深度，文章也较长，属于研

究性成果，影响仅及圈内。此外，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是新世纪评坛相当

突出的特点，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结构主义、解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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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符号学、原型批评，也见于论坛。而从语言学批评更多回归社会历史的

批评，则是这时期批评界表现的明显趋势。

四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

在２０世纪先后出版了史著共１３００多种。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更做了
大量工作并获得从通史到断代史、文体史、地区史和各民族文学史的大面积

著作收获。应该说，从没有文学史著作到各种史著丰备，标志着 ２０世纪中
国文学史研究取得划时代的成绩，为这一学科的扎实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

础。新世纪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有所突破和拓展，主要表现在：

（１）通史领域在 ２０世纪末出版了袁行霈主编的高校教材 《中国文学

史》（４卷），曾荣获国家图书奖，此书比较适合有关的教学要求；还出版了
张炯主编的 《中华文学发展史》 （分上古、中世纪、近代共 ３卷），其特点
是比较全面地综合了中华各民族文学自古代至当代并涵盖台港澳地区的文学

发展史实，力求对不同流派和倾向的作家创作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对文

学史分期提出独到的看法。此外，专题性的通史则有马焯荣著 《中国宗教文

学史》，以独特的视角描述和探讨了我国宗教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周发

祥、李岫主编的 《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和介绍了自先秦至今我国文学与

外国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两书皆填补了有关方面的学术空白，初步画出

了相关比较系统的知识轮廓。

（２）在断代文学史方面，《先秦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和
《唐代文学编年史》均以丰富翔实的史实和注解，为人们更好的了解文学发

展的历史别开了生面。其中 《唐代文学编年史》曾获国家图书奖。而孔范今

和黄修己主编的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则属整合现当代文学的新著。王庆
生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教育部委托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观点比较

稳妥，叙述和评价也比较允当。张炯编著的 《新中国文学史》和 《新中国

文学五十年》、吴秀明著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也各有自己的框架特色，

或以资料丰富见长，或以立论的全面和精审著称。前两书曾分别获得中国图

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３）在地域文学史和文体史方面，彭放主编的 《黑龙江文学通史》 （４
卷）和丁帆主编的 《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吴海等主编的 《江西文学史》

（３卷），都堪称地域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收获。这些著作对重新绘制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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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地图，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内地和边疆文学的历史发展尤有填补空白

的突出意义。

（４）文体史方面也有许多新著。扬之水的 《先秦诗文史》、陶尔夫、诸

葛忆兵的 《北宋词史》、邓红梅著 《女性词史》、陈大康著 《明代小说史》、

郭延礼著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郑宪春著 《中国笔记文史》、张振金著

《中国当代散文史》、章罗生著 《中国报告文学史》等，均为深化或拓展有

关文体发展的历史研究做出贡献。谭桂林著 《转型与整合：现代中国小说精

神现象史》、沈义贞著 《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更以新的视角切入相应

文体史的研究。

（５）民族文学关系史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承担的国
家委托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已完成了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

学关系史》和扎拉嘎的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

学关系研究》接近完成。这都把我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６）不同世代文学史专题研究，更出版了大量新的著作。尽管难以全
举，像姚小鸥著 《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张松辉著 《先秦两汉道家与

文学》、杨义著 《楚辞诗学》、曹道衡著 《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研究》、胡大

雷著 《文选诗研究》、傅刚著 《昭明文选研究》、刘跃进著 《文选与文选

学》、徐俊著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杨义著 《李杜诗学》、毕宝魁著 《韩孟

诗派研究》、郭建勋著 《先唐辞赋研究》、吴相洲著 《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

关系研究》、卞考萱著 《唐传奇初探》、孙昌武著 《道教与唐代文学》、胡可

先著 《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杨海明著 《唐宋词美

学》、沈松勤著 《北宋文人和党争》、程杰著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陶文鹏

著 《苏轼诗词艺术论》、诸葛忆兵著 《徽宗词坛研究》、莫砺锋著 《朱熹文

学研究》、胡传志著 《金代文学研究》、程毅中著 《宋元小说研究》、杨镰著

《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左东岭著 《王学与明代士人心态》、吴承学著 《晚

明小品研究》、 《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王小舒著 《神韵诗学论稿》、

蒋寅著 《王渔洋与康熙诗坛》、马瑞芳著 《从 〈聊斋志异〉到 〈红楼梦〉》、

关爱和著 《古典主义的终结》、刘守华著 《近代经学与文学》。在现当代文学

领域，许志英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王光明的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齐裕昆的 《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吴晓东著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栾梅健著 《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洪子诚著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

学史讲稿》等，都以丰富的史料对相关的研究做出了自己见解深入独到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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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在许多领域为深化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而赵遐秋、曾庆瑞的

《“文学台独”面面观》，则针对当前台湾 “独派”对宝岛文学的歪曲做了有力

的批判。李扬著 《５０～７０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董之林著 《旧梦新知

——— “十七年”小说论稿》，对新中国建国初１７年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不足所
做的比较公允的重新评价，均饶有新意。阎纯德的 《２０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
和 《２０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论稿》在所研究的领域获得好评。

（７）在学术史方面，在新世纪头５年有丰硕的收获。由季羡林任名誉主
编、张燕瑾、

!

薇芬任主编的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分别为 《先秦两汉

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宋代

文学研究》（上下）、《辽金元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

究》、《近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等１２卷〕，系
统地回顾和总结了我国 ２０世纪对古今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和问题，计 ６００
万字，可说是中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方面诸多学者经过十多年长期努力的重要

成果。张梦阳著 《中国鲁迅学通史》 （上下），也为多年个人潜心研究之力

作，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此外，还有郭延礼著 《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

和张文勋的 《〈文心雕龙〉研究史》等新著，也皆引人注目。

（８）文学史学者向文化研究拓展的著作也不少，如季羡林著 《禅和文化

与文学》、王富仁的 《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王晓明主编 《在新意识形态

的笼罩下———９０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李今著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

化》、谭桂林著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杨匡汉主编的 《中国文化中的台

湾文学》等。严家炎主编的 《中国地域文化与文学从书》，共计出版 《２０世
纪中国文学与佛学》 （谭桂林）、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王本
朝）、《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马丽蓉）、《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
代文学》（萧同庆）、《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刘为民）、《海派小说与现代

都市文化》（李今）、《浪漫主义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陈国恩）、《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 （陈顺馨）、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

学》（吴晓东）、《表现主义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 （徐行言、程金城）等１０
种，更是从多种视角切入文化研究的较大工程，展现了这方面研究的丰硕

成绩。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学者众多、新人辈出，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多视

角多层面的继续展开，特别是各种专题研究的深入，从整体上明显促进了对

各段文学史研究的 “百花齐放”、 “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丰富了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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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学发展更为深刻的认识，有助于酝酿博取众长的、内容更为丰赡的新

的文学通史的构成，并为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参照。

五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

新世纪５年在２０世纪的基础上，从各个领域继续向前推进，新的研究
成果主要有。

（１）理论建设方面，彭会资著 《民族民间美学》以 “真美在民间”为切

入点，展开对民族民间真美意识的潜存、差异、根源、流变规律和审美意识的

个性与共性关系的探讨，博观约取，论述晓畅，为这方面研究的难得理论著作。

（２）民间文学史方面，由祁连休、程蔷主编的 《中华民间文学史》分

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曲艺小戏、谚语谜语等编，对中

华各民族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和评价。这是继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集体编著的 《中国民间文学史》之后，另一部受

到重视的比较全面的中国民间文学的史著，论述比较翔实而精到。

（３）民族民间史诗研究方面，新出版了由仁钦道尔吉和郎樱主编的 《中

国史诗研究丛书》，包括降边嘉措的 《〈格萨尔〉论》、仁钦道尔吉的 《〈江

格尔〉论》、郎樱的 《〈玛纳斯〉论》、刘亚虎的 《南方史诗论》、斯钦巴图

的 《〈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丛书借助西方 “结构母题”和 “程

式”理论，对我国少数民族几大史诗的发生发展规律、叙事方式、结构类

型、人物形象、艺人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成为这方

面研究引人注目的新收获。

（４）神话、传说研究方面，白庚胜的 《东巴神话象征论》，宋和平的

《〈尼山萨满〉研究》均堪称力作。马昌仪和叶舒宪在神话和 《山海经》研

究方面均有新见的著作，受到民间文学界的重视。
!

微的 《神话何为———神

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万建中的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

的禁忌主题》也引起学者的注意。

（５）民间故事研究方面，刘守华的 《中国民间故事史》运用母题、类

型研究和历史、地理比较研究的方法，全面叙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产生和演

变的历程，内容丰富而翔实。

此外，对民间歌谣和谚语的研究也有不少新的著作。户晓辉著 《现代性

与民间文学》则属学术史论性专著，立足跨文化对话的立场进行民俗学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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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反思，视野开阔，具有较高的理论参考价值。李鸿然著 《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史论》上、下卷计１２０万字，描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
和走向，对有关民族文学理论还做了探讨，是作者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少

数民族文学史方面出版的新著还有阿扎提·苏里坦等著的 《２０世纪维吾尔
文学史》等，填补了有关的学术空白。近年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方面更

注意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

六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方面

近年老一辈儿童文学研究家仍有新作，如 《浦漫订儿童文学论稿》 （浦

漫订）、《守望与期待———束沛德儿童文学论集》 （束沛德），还有樊发稼的

《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和 《回眸与思考》等评论著作陆续出版。中年评论

家中比较突出的是王泉根，他的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和 《中国新时

期儿童文学研究》两书为近年这方面的重要收获。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晓波

的 《现代童话美学》。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由于大批硕士、博士的加入，队

伍迅速壮大，其中如张嘉华对 “儿童文学的童年想像”的理性论析，金莉莉

对儿童文学叙事学的研究，杨鹏的科幻批评和卡通叙事学研究，李学斌对儿

童小说的批评等，都给人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

七　世界华文文学方面

作为新兴的学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出现 《海外华文文学史》和众多

地区性文学史等奠基性著作后，新世纪更多走向华文文化和新移民文学的研

究。如刘登翰主编的 《闽台文化关系丛书》，已出版朱双一著 《闽台文学的

文化亲缘》、刘登翰著 《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卢美松、陈龙著 《闽台先

民文化探源》、谢重光著 《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等多部著作。饶秡子、费

勇著 《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则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建

构做出可贵的探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分别在上海和威海举行的 “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国际研讨会”均出版了论文集。海内外学者对全球视野中的华文文

学诗学体系、华文文学的文化活力和族群特色、华文文学中的原乡性和超越

性、华文文学的身份书写以及华文文学史的叙事策略和史料建设等广泛的问

题发表了大批深具见地的论文，反映了研究视角的扩展和研究思维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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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文学史方面，潘亚敦等的 《香港文学史》、袁良骏的 《香港小说史》、

赵稀方的 《小说香港》和黄孟文、徐乃翔主编的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是新的收获。此外，黄文华的 《中国和海外２０世纪汉语文学史论》，以世界
华文文学的大视野对大陆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了分时期的论述和扫描。

陈公仲主编的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对世界华文文学所做的扼要叙述也各

见特色。目前，对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热潮正在兴起。

八　学术资料的收集、编辑、整理和出版方面

中国文学学科在２０世纪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全
唐文、全唐诗、全宋文、全宋词等历代诗文集，还有 《古本小说丛刊》、

《古本戏曲丛刊》等大部头、数十卷本作品集和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等，

成绩堪称辉煌。新世纪仍继续做了不少新的工作。如张炯、邓绍基、陈骏涛

等主编的 《中国文学通典》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卷，计 ６００万字，
收集、编辑了介绍历代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条目，按历史先后排列，既可作

为查阅文学史料的辞书来读，也可作为编年性的文学史来读。石昌瑜主编的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三卷，计４００多万字，历时六载，分文言卷、白话卷
和索引卷，成为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最完备的资料工具书。刘福春著 《新

诗纪事》，费２０年工夫收集、整理资料，以编年史方式记述了从１９１７～２０００
年间包括我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的新诗创作、出版和活动的史实。陈平原对

《现代小说史料》所做的编纂，为有关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白烨的 《年

度中国文情报告》对每年我国文学创作的各种风貌和现象做了方方面面的介

绍，并附文学大事记，已连续出版３年，也不失为了解当代文学状况有用的
资料书。可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与众多高校合作的 《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在分别出版

６６部和８８部 （计６０００万余字）之后，因无经费支持，尚有已编定的２０多
部至今未能继续出版，也无法推动新的资料收集与编辑。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学科近５年仍在２０世纪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前进，
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不少新的开拓，继续保持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势头，并取

得可观的成绩。这除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外，还

与前述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投入人员的激增有很大关系。在队伍方面，老一辈

专家虽逐渐退出一线岗位，但学术上更见成熟，不断有新作出版。而自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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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大发展，中国语言文学院 （系）的普

遍建立，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增多，大批新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加

入，实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员便大大增加。而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和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省、市、自治区与各高校也普遍设

立各种社科基金课题，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多层次的资助，大大鼓励了对

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中国文学学科
仅国家社科基金通过的课题平均每年５０项左右，少的一年为２４项，多的一
年达８６项。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和各省市自治区设立的课题更多。
其中大部分已经完成或出版。可见，新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已出

现好的开局，不但研究队伍有新的壮大，研究课题有新的展开，学术成果有

新的深化，研究领域也有新的拓展，出版的著作丰富多彩，而且总体上更注

意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旗帜，更重视学术创新，使整个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九　本学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主要是：第一，并非所有的学科和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有足够的重视。不少年轻学者缺乏这方面的扎

实功底或更多倾心西方某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保

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学科研究的影响仍不容忽视。第

二，在管理体制上缺乏更完善的规划和更科学的要求，既存在浪费人力的重

复研究现象，也存在完成课题多而研究质量不高的弊病。对高质量的学术创

新重视不够。第三，学风不正和研究心态浮躁，缺乏充足根据的随意论断，

理论与实际脱节，不实事求是，哗众取宠，乃至简单移植西方学者的著作以

及进行抄袭等现象都仍然存在。第四，厚古薄今、重史轻论的倾向，在中国

文学学科也不容忽视。历年通过的课题，总体上理论的课题不如文学史的课

题多，当代文学的课题和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策性课题尤其偏少，

有些重要的理论课题虽列入国家社科指南，却无人应征。第五，有重大影响

的原创性突破不多，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缺乏引人注目的科学新见，基础性

的工作包括资料的收集、整理、考释和出版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些问题

在新的５年中都应得到关注和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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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五”期间学科
发展规划的初步建议

对于 “十一五”时期中国文学学科在新的５年如何规划，我们认为不仅
要考虑到上５年中国文学研究所做的工作和已达到的成就，还要考虑我国社
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全国文学生产和消费的规模，考虑到在新的形势

下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读者对我国文学发展及其研究的需求，还应考

虑到全球化和科技高速发展，以及学术信息交流的便捷所产生的影响，根据

现状与前瞻，确定我们的任务和研究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点，从而提出各个

二级学科研究的大体方向和具体课题。

一　我国文学发展的现状与前瞻

文学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不仅反映广泛的社

会生活，而且表现不同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它既是一定社会文化的最重要

的载体，也是文化最有潜移默化力量的、覆盖面最广的传播手段。它不仅要

满足人民丰富多彩的审美需要，有助于读者更好的认识现实和历史，陶冶情

操，提高思想，增进道德，因而关系到文化的传承，关系到人民文化素质的

提高和健康的审美趣味的培养，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为人民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方向，遵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

陈出新”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整体上取得很大的成绩，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对中国文学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新的文学作品的创

作，都出现了新的局面。目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有 ７３００多人，各省市
自治区作家协会的会员有 ５００００多人。更有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不计其数。
各种岗位的业余文学创作者以数十万计。而文学领域的学会、研究会，属于

全国性的便有３０多个 （其中挂靠在中国作家协会管理的有１９个，挂靠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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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的有 １１个，还有一些挂靠在中国文联），会员也超过 １０
万。新世纪头５年，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全国 ２２００所高校大多建立了中
国语言文学系 （院），教授各种文学课程。全国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包

括大学教师，也有数十万人。可见文学研究队伍的庞大。改革开放以来，中

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频繁，不仅使世界各国的文学潮流，包括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都在我国文学中得到回应，其他国家所具有的文学样式和体裁，我

们也都有了。目前，我国文学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而且包括

杂文、游记、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诗歌又有新体与旧体，有抒

情诗与叙事诗，还有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以及讽刺诗、劝喻诗、哲理

诗等区分。小说也有政治小说、道德伦理小说、爱情小说、推理小说、科学

幻想小说等分别。文学作品创作和出版的数量更为惊人。一年发表的诗歌超

过５００００首，相当于全唐诗。中、短篇小说上万篇。最近几年，我国新创作
和出版的长篇小说，每年多达一千部左右。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更有１３０００
集之多。全国现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刊物６００余种，刊载文学作品的报纸２２００
多家。每年发表的文学作品可谓车载斗量。文学还是戏剧、电影、电视、连

环画等综合性艺术和图像艺术的基础。文学作品的质量往往决定以其为脚本

的影视的质量。我国又是古典文学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有文字的文学即有

３５００年的历史。我们的先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成为人民重要的精神财
富，大部分作品至今仍不断被重新出版。在文学遗产的丰富方面，我国位于

世界的前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做了大量工

作，迄今世界各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名家的作品，大多均已译为汉文，在国内

出版，同样拥有大量的读者。据天津新闻出版局反映，该市全年的出版物

中，各种文学类书籍约占２／５。北京市发行的各类书籍中，文学类成人读物
和青少年读物均各占１０％。而全国网民已达１亿，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成
为时尚，读者点击率也往往最高。于此可见，我国目前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

模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对于

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未来文学生产和消费的规模肯定还要水涨船高。文学

与电子文化的结合，并借助电子传媒的巨大传播力，文学的影响肯定越来越

普泛。各种文学新现象也会不断涌现。就文学研究的社会需求而言，从小学

到大学的文学教育，都要求教师不断提供正确的文学阐释和新的文学信息，

全国数以亿计学生还需要大量的文学阅读读物的评介指导。而我国已进入老

年社会，大量离退休人员也构成当前文学艺术的重要读者和欣赏者，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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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文学阅读和研究方面的指导。同时，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包括对文学的解读水平，也

都会要求不断提高和发展。新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

流派的出现，也都需要获得正确的阐释。而我国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地位

的日见重要，世界上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各国人民对认识

中国和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们也需要有更多有关中国文学研究

的著作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中国文学。而且当代文学还不断向前发展，新

涌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像进入新世纪，就有 “下半身写作”、 “环保文

学”、“８０后写作” （指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作家的写作）等。每一新
的文学体裁和现象都有新的美学特征和规律需要探讨，也有许多新的作家和

作品需要评论。因此，文学研究的任务未来会越来越繁重。中国文学各学科

的建设和创新，必然会随着我国文学的发展和国内外读者的需要而获得新的

推力。

二　中国文学学科研究的未来任务与战略目标

基于以上的现状与前瞻，我们认为，对于 “十一五”社科规划的制定，

除根据中央的有关方针和部署，必须努力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以及 “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的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的

总体目标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关于中国文学学科领域也必须考虑到世界格

局中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的前景，以进一步弘扬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充分吸收各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新成

果，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已有基础上深入本学科和跨学

科的研究，力求学术创新，产生更多的学术精品，使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新

成果能更好地满足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更有

力地与世界对话为总的任务要求。

为此，规划应统筹兼顾科研战略和重点的确定，新的学科目标和课题的

提出，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经费的多方筹集和合理分配，领导体制的改革和

强化等。

就中国文学学科而言，无疑，新的５年仍应努力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遵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

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方向，面对我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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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文学传统和不断涌现的新的文学现象与新的资料，紧密联系我国文学研

究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新经验、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现和发掘学科的前

沿和学术生长点，包括有待突破的焦点、热点、难点，并以此作为学术创新

的突破口，并更合理地组织和培养力量，协调分工与合作，以求在既有基础

上使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有新的超越和开拓。

在战略上，我们应继续大力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指导地位，以更大的力度研

究和探讨文学的规律与现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传统，总结社会

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中国文学研究切实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推进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推进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

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学术界的优势，我们无疑应当保持和发展这种优势。

从全局看，是否做到真正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疑是我国学术

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学科研究的成果能否占领学术高地，保持先进性，并有

能力与世界对话的关键。体现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先进文化，其核

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国文学学科

除在 “十一五”期间要完成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一批重大

课题中的文学理论教材，致力创建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外，还应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与思潮的研究中，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进

一步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建设和

确立文学研究和评价的科学的价值体系，实事求是地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和

评价各种作家、作品与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写出水平更高的著作，并有力

地批判这些领域存在的各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

然，这样做并不排除对于有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有用的其他研究方法的

借鉴和吸取。

文学不仅是时代的镜子，也是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艺术表现。对于中华民

族悠久而丰富的文化精神的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也是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的传

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尤应将我国古今优秀的文学

作家和作品推向世界，并通过这种研究进一步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使

之真正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学是世界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新的实践。它的成绩和面对的新的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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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具有新的认识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注

意。因此，继续加强文学理论的探讨和突破外，民族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学的

研究，同样应是中国文学学科学术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和突破口，也是我国学

术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内容。上述三个方面都应作为新的５年中国文学学科研
究的战略重点。其中也包含众多的热点、难点与引起争论的焦点。未来新的

５年中国文学各二、三级学科也理应围绕上述重点提出更多富于现实意义新
课题。

三　中国文学各二级学科未来发展的要求

（一）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

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作为带头的学科，它对于促进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

评新的更加科学的开展，对于影响当代文学创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都提

供理论指导的意义。新的 ５年应在以往基础上深入探讨文艺的各方面的规
律，特别是要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和现实文艺发展实践具有

关键作用的理论问题的研究。

新的５年中、文艺理论界除对文艺的本质规律、文本构成与创作规律、
传播与欣赏接受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做更深入探讨的同时，要继续

在文艺心理学、文艺语言学、文艺社会学方面做更扎实的研究，并开拓文艺

人类学、文艺政治学、文艺文化学、文艺经济学、文艺伦理学等跨学科研

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

传统的关系等基本性的理论课题要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论述，对文学与音

乐、美术、舞蹈等其他艺术的关系、文艺创作和欣赏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

文学发展与图像时代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事业与文学产业的关系、

文艺发展中不同文艺思潮的关系等问题，也需要有密切联系实际的更深入的

研究；对不同文体和艺术门类的美学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如诗歌美学、小说

美学、散文美学、影视美学以及儿童美学的研究，也期待有更深见地的著

作。应继续提出一批课题，鼓励对我国古代文论的批判继承和对外国文论的

批判借鉴，包括对西方文论和东方文论的批判借鉴。以往我们介绍西方文论

比较多，而对东方文论如印度文论、阿拉伯文论等了解得比较少。对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现代文论更缺乏了解，这对于文学理论作为普遍规律的建构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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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在新世纪，这方面的翻译和研究亟应加强。至于超越传统文艺理论

边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可在文化学和文化美学等新

的学科建设中展开。应鼓励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创新，也应允许部分文艺理

论方面的学者向这些领域转移和扩展；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毕竟代替不了文

艺理论本身的研究。相关学者还应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文学理论本身的深化和

创新上。由于事物的本质总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应继续促进存在论美学和

生态文艺学、网络美学和网络文艺学等新视角的理论研究。要继续发展主体

论文艺学、实践论文艺学和象征论文艺学的更新的研究。在文学理论研究中

还需要引进新的方法，开拓新的层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性的工程。它不仅具

有国内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国际的学术意义。充分吸收当代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的成就，把做好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批判吸取

外国文论的科学内涵和实事求是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三者

结合起来，是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能否获得突破性成果的

关键。新的５年，我国文学理论界必须在这方面做出扎扎实实的努力。为使
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建议相应的课题组开展更多的学术讨论。

（二）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既见于中国文学学科，也见于外国文学学科。在中国文学学科

中应把重点放在有益于认识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比

较上，放在有助于新学科和边缘学科发展的跨学科研究上，放在比较文学的

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设和学术成果的催生上，应避免无价值的风马牛不相及

的随意比较。新的５年尤应加强对中国古今文论与西方古今文论的比较研
究，弄清各有长短，树立我国特色文论建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还应加强对

东亚文化圈中各国文学、亚洲各国文学以及我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进

一步弄清我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和平行发展的关系，增进中华

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了解。总体上，比较文学应通过互补、互证、互识，

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大力研究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经验，使我国文学

的发展获得更广泛的借鉴。对中国与苏联文学的比较，以及中国与当今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比较，中国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文学关系的比

较，都应有更多课题提出和展开，以更好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文

学、特别是我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对于中外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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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其可比性的同时，要把力量更多放在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作家作品的比

较研究上。进一步弄清大作家、大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经验，在这方

面提供更多的启示。还应有各国文艺政策的比较研究和我国各地区文学发展

的比较研究，以作为党和政府制定文艺政策的参考。

（三）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是促进文学健康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手

段，也是架设读者与作家间的心灵桥梁。它既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作品，

并能成为帮助作家更多了解读者反馈意见的重要媒介。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

论的重要生长点，并为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积累和评价参考。新的５
年要大力发展文学批评，这方面应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支持，要防止已经

出现的评论队伍不断流失的现象。要设法加强文学批评发表和出版的阵地。

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普遍经费匮乏，以至出现 “有赏评论”，使评论依附

于金钱收买的现象必须制止。一定要维护文学评论 “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在重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美学批评的同时，仍

要继续开拓多视角多方法的批评，包括文化批评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

学、语言学的批评。在历代重要作家作品和流派、作家群的研究中尤应提倡

对近百年重要作家作品和流派、作家群的研究，并加强对当前文艺创作中带

有倾向性的问题和特定文艺思潮的研究和批评，包括对当下文学粗鄙化以及

所谓 “下半身”写作的研究和批评。文学批评界还应关注通俗文学和大众文

化的批评，重视这方面的创作导向的正确引导。要继续完善和深化文艺批评

学的理论建设。要更多开展有关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 “新世

纪文学五年和文学新世纪”等现实论题的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四）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既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是文艺批评中的宏观性批评。中国

文学史各段的研究要充分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

翔实地占有文献资料，更实事求是地去描述和评价历史与作家作品，以期在

更扎实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以更科学的文学史观去实现新的宏观综合，力

求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做出突破性的探讨，特别是对各种重要文学现象，

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的浮沉盛衰等的因果关系，做出更深刻

的科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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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历代重要文学流派和区域作家群的研究，以

往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文学史空白的研究，新发现的文学作品和史料的研

究、包括考古发掘的新史料研究等方面的课题，仍要继续展开并投入必要的

力量。不同文体的研究要加强，要充分总结文体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经验，以

促进今天我国文学不同文体的发展和丰富。应该参照历史学界的新成果，更

好地阐释文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文学史虽与社会政

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有区别，但应当提倡文学史家具有社会政治史、经济

史、文化史的学术视野，并以此作为提高文学史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关键。

对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展开更合理的探讨。要在加强区域作家群和地

域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描绘我国各地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地图，并通过

这样的研究进一步弄清各地域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的关系。在继续重视我国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同时，要加强近百

年文学、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的研究。后一方面，文学史家和文学评

论家要密切携手，既要对新中国 １７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做更深入的研究，
做出更客观公允的评价，也要对 “文化大革命”１０年的文学灾难和文学成
就给予实事求是的考察。这１０年并非完全 “空白”，其间所产生的 “革命样

板戏”和其他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话剧、报告文学等，要加以具体分

析，要把 “四人帮”的 “阴谋文学”和受到他们的思潮影响的文学，还有

未曾受他们影响的文学区分开来，不可一概否定。即使对 “革命样板戏”也

不能全视为 “四人帮”的作品，实际上许多作品在 “文化大革命”前便已

创作和演出。对百年来的许多重要作家和作品和不同流派尤应组织课题并安

排必要的力量，包括至今尚研究不够的台港澳作家和作品。对拥有广泛读者

的武侠小说及其流派，应有课题展开必要的研究，理清其源流，以发扬其积

极的精神，消除其消极的影响。要继续从不同视角对历史文学发展的经验和

规律，以及对百年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学的特征和规律继续作分别的和整合

的深入研究与探讨。要努力填补民族文学史、地域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史、文

学文体史，以及文学编年史方面尚存的空白。未来５年应在既有基础上完成
纵贯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系列，以求得对我国文学发展有更全面更时刻的

认识。

中国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还可以细化和深化，以期产

生不同时段和不同文体研究的学术史专著，以利于更高层次的新的综合。要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在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上建设更符合人民和社会主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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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科学体系，建设更全面更科学的文学史观，在此基础上促进文学史学的

发展。要继续密切关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探寻文学研究的新空白、新课

题。还应继续深化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并开拓国外汉学史的研究，特别

是西欧、北美、日本、俄罗斯和越南、朝鲜 （包括韩国）的汉学史。在古今

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方面，要大力收集资料，使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

基础上。

（五）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世界华文文学方面，在完成初步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地区

文学史及某些理论准备后，新的５年除应继续重视理论的建设，重视对华文
文学的整合的研究和文化的研究，还应重视北美、南美、欧洲、非洲和大洋

洲新移民作家作品和新生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北美新移民文学近年有迅速的

发展，出现了喜人的成绩，尤应立项研究。对中国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地区

和日本、越南、韩国的汉学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对这些

地区华文文学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新问题尤应关注。对这些地区华文文

学最新发展的追踪仍不可放松，要鼓励新的研究课题的酝酿和提出。应设立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系列的新课题，特别是有影响的海外重要华文作家作品的

研究和地区性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以期综合出更为全面和详尽的世界华

文文学史。此外，对世界华人文学的研究也应重视，特别是华人的非华文写

作，如林语堂的英文文学写作、盛成的法文文学写作等，要有专门的课题加

以研究。还有非华人的华文文学写作，如赛珍珠、韩素音等的华文文学写

作，也应有课题。

（六）中国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要充分利用２０世纪对中国民间歌
谣、谚语、故事传说和史诗等已完成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的各种资料，包括

全国２０００个县市所出版的本地民间文学作品的集子和各少数民族民间英雄
史诗、若干汉族民间史诗，还有各民族作家的新的作品，展开新的多视角的

研究，并继续深化有关的理论建设。

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都要加强重要作品和重要作家的研究，在

已有基础上应重视加强各民族神话、歌谣、史诗的文化比较研究，于证同辨

异中进一步弄清古代各民族及其文学的关系。要继续从文化人类学和审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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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的视角去研究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要大力加强运用本民族文字的

少数民族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特别是其中古代史诗和现代长篇

小说的翻译和研究 （仅新疆就出版了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长篇小说数

十部，迄今仍无汉文译本；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上百种也无汉文译本）。应组

织撰写现当代少数民族重要作家的作家论和评传，以利于将他们的文学成就

介绍给全国并推向世界。在新的５年中，对藏蒙史诗 《格萨尔》的整理、翻

译和出版，应在既有基础上努力去完成，为把这一世界最长的史诗推向世界

提供一部完善的范本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做。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口

传部分的抢救工作仍不应放松，对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老艺人的录音还要拨

出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已完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因经费无着而尚未出版

的，国家社科基金应大力支持其出版，如云南省已完成的 １６种少数民族文
学史。

（七）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儿童文学的研究应以当代为重点，适当加强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各国儿

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加强当代儿童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更深入地研究

儿童文学与儿童心理学、儿童伦理学的关系，以促进我国儿童文学更健康的

发展。

全国有３亿以上的儿童，儿童文学及其研究从总体上必须考虑到他们的
成长如何在智力和文化道德素养上适应世界未来的发展。儿童文学对于培养

少年儿童健康优美而丰富的精神世界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在各种文化的冲刷

激荡下，更要加强儿童文学与道德伦理关系的研究，使儿童文学创作能够更

好地为培养少年儿童的社会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避免剥削阶级腐朽思

想的影响，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在世界进入高科技时代，

更要鼓励放开想像和幻想的作品，特别是科学幻想的作品，以培育少年儿童

在这方面的智力，促进未来一代具有更为旺盛的科学发明的创造力。因而对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小说、戏剧、童话、寓言等做

分门别类的回顾性研究，总结有关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创作更符合时

代要求的新作品至为必要。对新的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应组织课题加以

研究。还应开展不同国家的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以求扬长避短，吸取更多

的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的长处，使我国的儿童文学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也是

“十一五”期间儿童文学研究界应予关注的重要课题。此外，对电脑游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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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喜欢的卡通和连环画的文学内容和形式，也应开展专门的研究。在这些

领域尤应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制外来不健康文化的侵蚀。

（八）中国文学的文体研究

我国古今文体种类繁富。刘勰 《文心雕龙》对迄至南北朝的古代文体曾

分为２０余种细加论述。今天虽由于审美观念的提出，许多不具审美特征的
文类已不再被列入文学，但迄今文学的品类仍然众多，在文学研究中对古今

各种文类的不同文体的研究都有待深入。中国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均已

有专门的文体史著作；然而不同文体的美学特征的理论研究还有空白需要填

补，特别是某些具体文体如楚骚、汉赋、南北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

以及历代小品、笔记、八股文等的历史发展和美学特征都仍有继续加以深入

研究的必要。今天纪实文学中的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游记文学和儿童文学

中的童话与寓言等文体，还有散文诗、诗体戏剧、史诗、弹词，小说中的书

信体、日记体、意识流体以及新发展起来的网络文体、手机短信的文学性，

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阐明其相关的美学理论。

四　大力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体系。中国文学学科虽属

人文科学，也不应例外。中国文学研究在未来的５年要有新的更大发展，除
上述传统学科的深化和拓新外，从全局的层面还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与我国的文学实践相结合，拓新观点与方法，开

掘新的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创建新的学科，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１要拓展跨学科研究
既以其他学科的知识介入文学研究，或以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为研究

对象，开创新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还要利用文学文本资料去增进和丰富

其他学科自身的研究。传统的文学研究是为了认识文学本身，以更好地促进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跨学科研究同样可以有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此外，还

可以发展不为文学本身的文学研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人类灵魂的表

现，因而它也是历史的生动画卷和人类文化的集中载体。文学中有历史，有

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一定时代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政法

制度、文物典章、道德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哲学美学和人物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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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和投影，所以完全可以通过文学作品去研究特定时代的历史及其政

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以使相关学科得到更丰富的资料论据。而对文

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应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通过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建立文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文学文化学以及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史、文学与经济文化的关系史等新的学科。上述跨学科的文学研

究和非文学研究都会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益处。

以往虽有学者尝试这样去做，但很不够。文学学者对其他学科的不熟悉限制

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另方面文学作品的丰富认识价值也还远未被其他学科的

研究者所充分认识和开拓。通过跨学科对文学的文学研究和非文学研究在新

的５年都应大力提倡，以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学术生长点，促生
更多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

２要展开对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的研究
传统文学研究往往只限于作家作品的研究，进而是文学现象、流派、运

动等的研究，而缺乏对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的研究，因而使文学研究

难以深入社会历史土壤，不利于文学发展的规律的深刻揭示。上世纪末，虽

然有些学者开始从事文学接受的研究，但由于资料的匮乏和难于收集，这方

面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展开。实际上，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还涉及不同时

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不同历史条件，包括口传或书写以及书刊传媒的出版

和发行、文学市场、稿费制度、印刷科技水平等系列的环节，还有制约创作

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每一文学文本之后有它的创作者，创作

者之后又有他的社会生活体验，有他的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资料。因而除

了文本研究和作家研究，未来的文学研究应更多地把力量放到不同社会不同

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的研究上，把这种研究看作文学研究的重要前

沿，以求在历史的动态中去研究文学，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样

就不仅会把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会把文学史的研究提到

一个新的水平。

３要努力吸取一切有用的新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文学研究有一套传统的方法，如以考据、注释为基本功的诠释学

的方法，或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学的方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结

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符号学、原型批评的引进

又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２０世纪末曾有学者运用 “三论”

去研究美学，但以此新的方法去研究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尝试就很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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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论”的方法对于研究作品的构成和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都很有用处，且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相悖，

而是以更现代的科学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扩

展，应该成为未来５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前沿和学术生长点。我们不但应
该产生中国的文学叙事学和符号学，还应有历代政权对于文学控制的模型研

究和不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控的模型研究，更要有象形文字作为汉语文学

符号的多义信息机制的研究，等等。

４要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以促进文学研究的拓新
中国文学研究应更广泛地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特别是更充分地发挥

电脑的潜力，从而不但加快研究成果完成的速度，并且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

方面。如作家用词的几率研究、作品原型的比较研究等。这些方面的研究，

电脑具有极大的优势。台湾 “中央研究院”有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称，他

运用电脑一年能完成 ９本著作。大陆学者与之相比，这方面存在很大的差
距。电脑在存储资料、提取和分析资料方面的便捷尤为人力所不及。对于尚

不熟悉电脑等高科技手段的研究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的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包括文学学科的科研生产力。这方面有关部门以往重视

还不够，多处于自流的状态。新的５年中，应做出更大的努力。随着网络文
学、音像文学和手机文学的迅速发展，运用新的高科技手段进行未来的文学

研究就更加必要。

总之，中国文学学科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必须更充分地利用现有

的高科技条件，在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也要吸取更多的现

代有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面向新世纪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实践，面向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需要，围绕重点和难点，力求开拓新的研究领

域和方面，力求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等各个二、三级学科均有所

深入，有所提高，有所拓新，有所超越；并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包括对文

学的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特别是广泛的文化研究，创建更多边缘学科和

交叉学科，以求在未来的 ５年中创造出一个主导性突出的、视域更加开阔、
方法更加先进、不同学派更加活跃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中国文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张　炯　陆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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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期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无论在国别文学研究方面 （作家作

品、思潮流派、批评理论、断代史和专题史），还是在外国文学的总体研究

和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进展；发表了一批

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方法多样、见解深刻的优秀和较好的著述；举办了一

系列外国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些研讨会还有外

国学者专家参加讨论和交流，而其次数、规模和质量也都是以往的研讨会所

无法比拟的，它们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这一期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个

语种的外国文学研究相当的不平衡，而且大有越来越不平衡之势。总的来

说，英语文学的研究队伍在日益扩大，其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在整个

外国文学研究界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其他语种的文学研究队伍，多数都

在萎缩，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小语种文学研究队伍，面临着大幅下降的趋势，

甚至 “断枝”。这是因为许多外语系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之后都流向待

遇和条件较好的经贸、外事等单位。其实，对于一个开放和改革的中国，一

个正在走向世界和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中外文学的交流和合作理应

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全方位的发展，而目前外国文学研究的这种格局与现实

的需要极不适应。今后，如果不是在全国，至少也要在我国某几个重点研究

机构或高校，保持一支语种比较齐全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为好。这一点应该

引起我国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希望逐步地加以解决。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这个期间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

然不少，主要有：第一，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洋为中用”的自主意

识，与前１０多年相比，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有所削弱；盲目地追逐
“热点”，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文学研究的情况比较普遍，对西方文论的许多

名词术语 “消化”得不够。第二，相当一部分著述缺少理论深度和理论支

柱，有的甚至评不起来论不起来，介绍性的东西偏多。第三，低水平的重复

研究比较严重，这与现行的学术体制、成果评估体系中量化标准的绝对化有

关，也同著述者承受的压力和浮躁心理不无联系。第四，文学作为一种文化

现象，对其进行文化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目前出现的过多地关注

它的文化研究，而不重视作品本身的研究，这值得探讨。第五，学术史意识

缺乏，对本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变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把握不够，致使

某些著述在学术上未能起到应有的推进作用。第六，学术思维不太活跃，相

互批评和争鸣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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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特点，即语种和门类较多，二级学科之间

发展的不平衡、研究人员的数量差别很大，其成果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发

展的趋势和未来的课题都不完全一样，因此本报告有必要根据这一实际情况

分成东方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德语文学、西

班牙和葡萄牙及拉美文学、意大利和中东欧文学、加澳新文学、文学比较研

究、文学综合研究、文学翻译等部分，分别加以叙述。

一　东方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一词，是指除开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就实际情

况而言，由于历史原因和各国文学发展水平不同，真正进入我们 “外国文

学”研究范围的仅仅是一些文化较发达、文学成就相对卓著的国家。由于东

方各国的文化和文学发达较早、先强后弱，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文学发达较

晚、先弱后强，历史地形成了两大世界文学体系：东方文学 （包括中国文

学）和西方文学 （亦称 “欧美文学”）。这两大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在

联系。

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起步较晚。１９７９年，以朱维之、
雷石榆、梁立基为主编的 《外国文学简编》开笔，１９８３年出版，其中亚洲
部分独立成册，后被选为电教大学和高校东方文学课程的教材。这是我国第

一次把东方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体系进行研究，并成为我国第一部高校东方

文学教材。经过修订，它在２００４年已出第３版。
我国东方文学队伍基本上由两支人员组成：一支是高校东方语言文学专

业教师和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相关的研究人员，他们掌握东方各国的语

言，能直接阅读该国文学原著，占有较全的第一手资料，偏重东方各国国别

文学研究；另一支是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师，他们一般不能直接阅读东

方文学原著，只是借助若干译本进行研究，但他们的文学知识面较宽，文艺

理论修养较高，综合分析能力较强，偏重于跨国文学研究。这两支队伍各有

长短，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他们具有互补性。改革开放 ２０多年来，我国
东方文学研究成绩显著。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都有长足的进展。

１“十五”期间东方文学研究状况
２０００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为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这对促进我国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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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该中心积极开展工作，２００１年举办以 “东方文学与东方文

化———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２年举办 “比较

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４年合办 “全国东方文学比较研究”

学术研讨会，并创办了季刊 《东方文学研究通讯》；２００３年出版了 《东方文学

研究集刊》。总之，该中心成为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基地。

据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粗略统计， “十五”期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继续保持发展态势，研究机构增加，学术交流活跃，新生

力量不断补充，研究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化，成果丰硕，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

术论文、专著和译著。

（１）学术论文：１３００余篇，其中７００余篇见于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外国

文学研究》。这７００篇学术论文中，日本文学研究４５０篇，朝鲜—韩国文学研
究７０多篇，印度文学研究７０篇，非洲文学研究５５篇 （有人认为，“东方”只

包括北非阿拉伯国家，有人认为包括非洲所有国家）。不足的是，论文较集中

于日、韩、印等国文学，多数东方小语种的文学研究则显得很沉寂。

（２）研究专著：从总体上看，在新的世纪，国内从事东方文学的学者的
学科意识增强，从理论上对东方文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做了认真梳理和概括总

结，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反映了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的总体认识在不断提升。

从世界学术史角度看，这标志着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步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以东方国别文学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为基础的 “东方

国别文学研究”阶段，发展到现在的 “东方文学总体研究”阶段。这一阶

段代表性的专著有何乃英主编的 《东方文学概论》、邱紫华的 《东方美学

史》（上下册）、孟绍毅的 《东方文学交流史》、王向远的 《东方各国文学在

中国———译介和研究史述论》、黎跃进的 《东方文学史论》等。此外，还有

多篇论文涉及东方文学总体研究的问题，代表性的论文有王钦锋的 《论 “东

方”概念的流动性———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基础相关问题的思考》、叶舒宪的

《“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 〈东方化革命〉读后》、麦永雄的 《全球

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等。

“十五”期间，研究专著数量大，领域宽，仅以部分著作为例加以说明。

文学史类，如叶渭渠和唐月梅的 《日本文学史》 （古代卷、近代卷、现

代卷）、《２０世纪日本文学史》，张如意的 《日本文学史》，孙树林的 《日本

近现代文学》，梁立基的 《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张鸿年的 《波斯文学史》，

仲跻昆的 《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于在照的 《越南文学史》，邵铁生的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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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兰卡文学史》，崔雄权的 《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赵东一的 《韩国文

学论纲》，金允植等的 《韩国现代文学史》，赵润济的 《韩国文学史》，史习

成的 《蒙古现代文学史》，却日勒扎布的 《探索之路：蒙古文学论》，刘安

武的 《两大史诗研究》，姜景奎的 《印地语戏剧文学》，梁工等的 《凤凰再

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彭思华的 《日本和歌史》、《日本俳句

史》，王向远的 《二十世纪中国日本文学翻译史》等。

比较研究类，如梁立基和李谋的 《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与东南亚文学》，

张哲俊的 《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曹顺庆的 《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郁龙

余的 《中国印度文学比较》、《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薛克

翘的 《中印文学比较》，张玉安和陈岗龙的 《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陈

岗龙的 《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严绍的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

化》，王晓平的 《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高汉文的 《中日古

代文学比较研究》，佟君等的 《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黄爱华的

《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林祁的 《风骨与物哀———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

比较》，马歌东的 《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陈铉美的 《困惑与冲突———

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张龙妹的 《世界语境中的 〈源氏物语〉》等。

文学关系类，如王晓平的 《亚洲汉文学》，方长安的 《选择·接受·转

化———晚清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靳明全的
《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李岩的 《中韩文学关系研

究》，金炳珉等的 《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等。

作家作品研究类，如叶渭渠的 《川端康成传》，张石的 《川端康成与东

方古典》，祝振媛的 《夏目漱石的汉诗和中国文化思想》，王新新的 《大江

健三郎的文学世界》，王琢的 《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唐

仁虎等的 《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尹锡南的 《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

徐东日的 《李德懋文学研究》、林丰民的 《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

德·萨巴赫研究》等。

文学与宗教关系类，如张朝柯的 《〈圣经〉与希伯来民间文学》，刘意

青的 《〈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梁工等的 《圣经与文学阐

释》，《圣经文学的现代阐释》等。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而且局限于圣

经与文学的关系。

此外，有关东方文学研究专著的情况，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北大东方学

研究院由季羡林主编的 《东方文化集成》系列丛书，已出版了２０本东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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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专著；２００４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５年将出版印度、波斯、阿拉伯、蒙古国、
印尼、朝鲜、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的国别文学史专著。

同时，东方文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１）东方各国文学研究除日本文学外，对各国当代文学的重视普遍不
够，而且存在相当普遍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东方文学史教材的雷同现象也比

较严重，第一手资料掌握不够，东方文论方面的著作较少。

（２）东方文学研究队伍当前已是青黄不接，第一代成员 （新中国成立前

后至 “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毕业）全部离退；第二代成员总体水平尚需时

日才能赶超前辈；第三代成员受市场经济影响，除从事日、韩等少数国家文

学研究的人员外，成员锐减，其中属于一、二流的人才更是稀少。更不容乐

观的是，研究生从招生到培养普遍不景气，小语种文学的研究简直是后继乏

人。北大越南语言文化专业教师最多时达１２人，现在只剩下４人；印尼语
言文化专业教师亦由１２人减至４人，学生仅有１０来人。该专业退休教授梁
立基去年应邀出席马来西亚主办的 “世界主要语言大会”，他对比中韩两国

的情况后，感触良深。他说：“韩国与会的两位学者只有４０来岁，马来语说
得好，论文有水平。而我们专业却没有一人能替我这老头子与会，真让人揪

心啊！韩国学者告诉我，他们来自汉城大学外语系马来语专业，该专业现有

学生２００多人，学制４年，最后半年出国实习。而我们的印尼语言文化专业
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创立了，如今却被汉大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对全球
化，对２１世纪东方的发展多有远见啊！”

（３）除日、韩文学研究继续发展外，东方小语种文学的研究队伍普遍趋
向弱化、学术水平下降的状态。主要原因：一是这些小语种文学不够发达，

作品水平低或不对我国读者的口味；二是我国还没有从全球化、东方复兴和

我国和平崛起的宏观前景出发，给予东方文学研究队伍以足够的关注和有力

的扶持，而是任其自生自灭；三是受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我国社会、特

别是青少年对除日韩文学外的多数东方国家的文学不重视，不喜欢；四是受

市场经济影响，东方小语种文学专业招生难、留教师难、出书难。

２“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如何促使东方文学研究在 “十一五”期间和以后的长期发展，我们提出

以下建议。

（１）从长远考虑，教育部和高校对东方文学课程的设置不能取消或削减
课时，而且还要帮助渡过目前的不景气状态，加强师资培养和教材建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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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扩大我国青少年的视野，树立东方复兴意

识，热爱东方文化。

（２）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可为东方文学，尤
其是小语种文学的翻译、教学、研究和出版设立专项扶助基金或拨扶助专

款，委托一两个东方文学研究机构组织落实。

（３）今后东方文学的课题和重点为：
第一，东方古代文论的整理与研究，建立东方文论库。

东方古代文论博大精深，是古代东方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多数没有

专题、系统的论述，而是散见于各种典籍，若能整理建库，可为今后东方文

学和东方文化的研究提供极为丰富的基础性资料。

第二，东方古代民间文学的整理与研究。

古代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的渊源，也是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研

究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追根溯源，加强对东方古代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

是很必要的。

第三，东方古诗研究。

东方许多民族历史悠久，诗歌丰富，其中有大量的名篇和史诗。它不仅

是古代东方文学的基本形式，表达了古代东方民族的劳动、生活感情和理

想，闪烁着东方民族的智慧，记录了东方民族古代璀璨的文明历程，是人类

文明的巨大宝库和永不熄灭的文明火炬。但至今翻译出版的仅是这个宝库中

的一小部分，研究工作更是薄弱。

第四，东方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

世界几大宗教如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发源于东方，对东方文化和

东方文学的产生、丰富和发展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

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五，在东、西方文化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东、西方文学的相互交

流与相互影响 （包括中国与周边国家、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与相互影

响）的研究。这个课题的难度很大，研究者需要掌握多种外语，具备学贯东

西和通晓古今的渊博知识。从长远计，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培养这种博学人

才。近年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迅速发展，是朝着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

良好开端，需要多加鼓励和支持，以使一代新人脱颖而出。

（执笔人：陈嘉厚　魏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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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文学研究

（一）美国小说研究

１“十五”期间美国小说研究状况
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的检索，“十五”期间我国出版的美国小说研

究的著作共６０余部，其中通史类著作 １０部，论文集 １６种，文学导读著作
不下２１种，专题研究著作２０部。

（１）美国小说理论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程锡麟、王晓路的 《当代美国

小说理论》（２００１），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胡全生
的 《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２００２）和陈世丹的 《美国后现代

主义小说艺术论》 （２００２）。针对这两种专著，有的评论指出：前者的 “理

论阐述与文本分析之间缺乏相互照应，有些文学史料也不准确；相比之下，

后者无论在学术水平还是在资料掌握方面都要好得多”。程爱民的 《２０世纪
英美文学论稿》（２００２），也是一部小说理论著作，主要讨论小说研究和批评
方法。

（２）美国小说文化研究：我国对美国小说的文化研究明显表现出对美国
文学中亚文化现象的兴趣，如犹太文化、黑人文化、女性文化和中国文化。

其代表著述有翁德修、都岚岚的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２０００），该书力图
从多个层面评析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从兴起到逐步繁荣的历史发展，探讨美国

黑人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胡勇的 《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

同》（２００３），探讨美国华裔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历史叙述中的认同、文化
符号的认同、历史与现实经纬上的文化心路历程。类似的成果还有张弘等的

《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２００２），姚君伟的 《文化相对

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０２），程爱民主编的 《美国华裔文学研

究》（２００３），宋伟杰的 《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 （２００３）等。此外，
还有梁工的 《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 （２０００），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解读文
学作品，其中包括对 《老人与海》等美国小说的分析解读。

（３）美国小说专题研究： “十五”期间，美国小说专题研究有所突破。
芮渝萍的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 （２００４），从成长小说与儿童文学、青少年
文学的界说入手，从各个角度研究美国成长小说的文学特征，开辟了我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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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说研究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领域；刘洪一的 《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

太小说研究》（２００２），以美国犹太小说为切入点，从文化与诗学综观的角
度，对美国犹太小说的文化人才济济、诗学价值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界说，并

对小说与文化的一般规则和文化诗学的若干普遍原理进行探讨和诠释。类似

的专著还有董俊峰的 《英美悲剧小说研究》 （２００２），金莉的 《文学女性与

女性文学：１９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 （２００４），杨仁敬的 《解构与重

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２００４）。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学术眼光对美国小
说的某一个侧面进行专题研究，拓展了对美国小说的研究领域。这是 “十

五”期间我国美国小说研究的一大亮点，也是我国美国小说研究的发展

方向。

（４）美国文学史研究： “十五”期间有 １０多部美国文学史专著问世。
其中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有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 《新编美国文学史》（４
卷本），该书覆盖面广，弥补了过去国内的美国文学史类著作中简省和遗漏

的许多内容。此外，有两部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史专著值得关注：一是黄禄

善的 《美国通俗小说史》 （２００３），二是虞建华等的 《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

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２００４）。前者是我国第一部原
创的美国通俗小说史研究专著，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自１７世纪至２０世纪末
美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门类的通俗小说的起源、衍变和现状；后者是一

部专注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美国文学的断代史专著，对促成这一时期美国
文学繁荣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思潮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两者共同的特点在于，

对美国文学的某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其深度和学术价值都超

过那些点到为止、内容雷同的通史之作。

２“十五”期间美国小说研究存在的问题
（１）“九五”期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十五”期间没有明显的改变。比

如，“九五”期间文学通史类著作已经很多，“十五”期间出版的美国文学

通史类著作依旧不少。写作思路、体例和内容大同小异，对著名作家、作品

只做点到为止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深刻或独

到的分析，也缺少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作家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的把握和系统论述，美国文学发展史的内在机理不清晰。

（２）高水平的成果不多。出版个人或多人的论文集较多，着眼于一个问
题、一个方面研究的专著较少。许多论文集讨论的问题并不专一，问题之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论述方法也缺少系统性。有些是多人的论文集，有些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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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论文集。剔除这一类著作，我国 “十五”期间出版的关于美国小说的专

题研究著作不足２０部。系统的专题研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

（３）对美国小说的阐释表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是生搬硬套西方文论术
语，加之对许多理论术语拙劣的翻译，给文学作品硬贴上难懂的标签，有意

无意地使文学研究脱离广大读者，文学评论成为学术小圈子的自娱品。另一

种极端是作者缺少文学理论的滋养和文学审美的敏锐性，角度不新，深度不

够，往往是在故事概述的基础上对作品的主题或人物性格做类型化的点评。

其实，这两种极端都是停留在对作品的表面评介上，缺少透彻领悟，其分析

和阐释不细腻，更不能给人以心悦诚服的逻辑说服力。

（４）研究领域和视角不够开阔。和国外的美国小说研究相比，我国研究
者的思维角度明显地局限在几个热点领域，如后现代主义、女性文学、华裔

小说、黑人小说等，缺少国外美国小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即使在几个热点

研究领域，也往往停留在概念和概述上，不能够从一个细小、别致的角度切

入，最后开辟一个崭新的批评领域。

（５）中国人文价值观的闲置和批评话语主流的缺失，接受国外的文学批
评理论和评价体系仍然是主导潮流。绝大多数美国小说评论要么持肯定和赞

誉的态度；要么客观中立，很少有质疑或批评话语。国内学者在追踪美国小

说创作新动向时，介绍了不少先锋派实验作品。其实，既然是创新实验之

作，肯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作品在国外并非总是受到肯定，有人

欣赏有人批评是常有的现象。但在中国几乎都是肯定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小

说中原本也有不少现实意义明确、可读性强的作品，但国内研究界出于对实

验派的偏爱，过多介绍那些思想萎靡、玩世不恭的作品。

３“十一五”期间美国小说研究的发展趋势
（１）文学史、小说史理论研究。我国学术界热衷于写史，却不重视文学

史理论研究和创新，导致众多的文学史著作千人一面，内容雷同。

（２）美国小说研究中的自主性。由于资料和学术环境的限制，我国美国
文学研究要在材料挖掘或跟踪新动向上保持与国际学术界的同步对话是不现

实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中国文化培养起来的人文之眼，用中国传统和

当代的人文思想来阅读、阐释美国文学经典作品和作家，必然是其他国家的

文学研究者所不能代替的。把比较中西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

进一步认识中西方在认识和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个意识形

８９７外 国 文 学　　　　



态层面上的同与异。比较的对象可以包括中西方人对神的认识、对天地的认

识、对自然万物的态度，对自我和社会的态度，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认

识的变化和发展等。

（３）美国获奖作品系列研究。美国全国图书奖、普利策获奖小说和全国
书评家协会奖是美国三大图书奖，都设有专项小说奖。获奖作品反映了美国

小说的新走向、新动态和新发展。跟踪研究获奖作品，有助于及时了解美国

学术界和书评界的理论倾向、审美标准和经典标准的发展变化。

（４）美国黑人小说理论的建构动因及发展轨迹。为黑人小说理论的建构
做出贡献的文人中，有不少知名作家和大学教授，如莫里森、沃克、赫斯

顿、盖茨等人。黑人小说理论是一种人文精神和症状学研究相结合的理论，

具有积极向上的趋势。与一些后现代理论相比，美国黑人小说理论少了许多

晦涩，多了几分进取，它是建立在黑人文学作品基础之上的理论。研究这一

理论的建构过程，对于中国人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理论具有积极

的借鉴意义。

（５）专题研究。专著是 “就某方面加以研究论述的专门著作”，从其

宽，凡涉及美国小说研究的著作皆可归入其门下；从其严，只有对美国小说

某方面加以系统研究和论述的著作可视为专著。前者并不对某一特定方面加

以系统研究和论述，所研究的问题相关性比较薄弱。后者所论问题不仅边界

清晰，研究路线也具有指向归一的系统性，真正是就某一面加以研究的专门

著作。不管是从其宽还是从其严，专著都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往往代表

了一个时期、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专题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领域，有

助于把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细致，有利于拓宽研究的领域。

４“十一五”期间美国小说研究的重点选题建议
（１）２０世纪美国小说繁荣的文学与文化动因。
美国小说的历史虽然只有 １５０年左右，但是 ２０世纪美国小说取得的巨

大成就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的世界名著、名人、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之多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造成 ２０世纪美国小说持续
发展的内因、外因是什么？应该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从发展的内因 （即文

学、小说本身）和发展外因 （即社会、文化）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

（２）美国文学参与２０世纪美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途径和实现形式。
２０世纪美国文学能够持续发展和繁荣并赢得世界声誉，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美国文学创造和坚持了一个重要传统，即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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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参与。美国文学是现、当代美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最活跃的因子之一。

分析和认知美国文学与美国社会现实的关系，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态度，对思

想文化建设的参与程度和实现方式，是深入理解美国文学传统的重要途径，

对推动我国文学事业参与思想文化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

（３）美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研究。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国际事务、民间交往、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交往中或隐或显地展示其霸权地

位。而西方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对照中，优点与弊端也得到了彰显。文学作

为文化的一个主要构建成分，必然渗透着文化的优劣品质。以客观、公正的

态度重新评价和研究美国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作品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吸

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对于提升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保持自己的文化个

性，有重大的意义。

（４）美国小说专题研究。
选取美国小说的某个具体侧面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如小说中

的意识开拓研究、区域文学研究、断代文学史研究、个体作家及作品研究、

性别话语研究、权力话语研究、影视文学研究、亚文化小说研究，以及小说

类别研究 （侦探小说、成长小说、科幻小说、哥特小说、旅行小说、通俗小

说、战争小说、传记小说、司法小说、历史小说等）。

（５）美国获奖小说研究。
获奖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人的英雄史观和文化价值观，也反映了

美国小说的新走向、新动态和新发展。跟踪研究获奖作品，有助于及时了解

美国学术界和书评界的理论倾向、审美标准和经典标准的发展变化。研究获

奖作品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传统的经典。经典小说即便没有获奖，它本身的延

续和存在，就已经说明了经典作品的文化构建功能。因此，经典小说的个性

研究和共性研究、文化构建功能与实现途径、现代诠释都是值得研究的

课题。

（６）文学史、小说史理论研究。
文学史、小说史理论研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弱点和难点。由于

缺少文学史、小说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我国文学史著作内容雷同，难以成

就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的文学史佳作。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应倡导文学专门

史、断代史、专题史、类别小说史和作家创作史研究，把文学史和小说史放

到历史、社会的大背景下研究，角度要小，思路要新，在深度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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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美国青少年文学研究。
文学作品的最大读者群体是青少年，美国文学作品中最普遍的主人公也

是青少年。因此，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为美国青少年写的关于美国

青少年的故事特别多，这是美国文学和小说的一大特点。美国文学和小说的

这一现象和特点长期被我国学术界忽视，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８）美国文学教育与教学研究。
我国的外国文学教育和教学改革步履维艰，这和我们长期忽视对美国文

学教育与教学研究有关。我们对美国的文学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知之甚少，

导致我们的文学教育理论建设与改革实践缺少他山之石。要改变这个局面，

就必须了解和研究美国的文学教育和教学理论与实践，为我们的理论建设和

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照系。需要研究的课题包括：美国文学教学的起点

和重点、课程设置、课程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手段、教学形式、教学理

念、教学层次、教学目的、教学对象、课时安排、测试形式和测试手段、文

学教育与人格形成、文学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美国文学的课程建设和学

科建设。

（执笔人：芮渝萍　范　渲　刘春慧）

（二）美国诗歌研究

１“十五”期间美国诗歌研究状况
近５年来，我国美国诗歌研究的成果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一些传统诗

人和热点主题受到了最多关注；其次，一些整体性的课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挖

掘与发展；第三，在中西诗人的比较上有一定特色；第四，出现了一些值得

关注的新课题。

第一，一些传统诗人与诗作的研究，特别是对惠特曼、狄金森、威廉·卡

洛斯·威廉斯、罗伯特·弗洛斯特、兰斯顿·休斯、阿伦·金斯伯格和爱伦·

坡等诗人的研究占了很大的篇幅，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发表论文有２５０篇左右。其中
关于狄金森诗歌研究的学术论文有４５篇，占全部论文的１８％左右；又以对死
亡与永恒的主题和对宗教观的体现的探讨居多，如顾晓辉的 《上帝与诗人———

试论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宗教观》，薛春霞的 《艾米莉·狄金森的女

性个体主义》，曹萍的 《艾米莉·狄金森及其诗歌的主题意蕴》等。

惠特曼的诗歌也是较为热点的研究专题之一，其中大多是对其诗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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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主题意蕴及个别诗歌的探讨，较为有新意的是将惠特曼及其诗歌放在

全球化语境下重新考察，如张丽琼的 《惠特曼诗歌和全球化思想》，朱华的

《惠特曼 〈自我之歌〉新论》。

关于罗伯特·弗洛斯特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关于其诗歌中蕴含的现代社

会中人与人之间疏离的情感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之探讨，如潘利锋的 《真

诚与广博的统一：弗洛斯特诗歌的特质》。

第二，５年以前就出现的一些整体性课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与发展，
如自白派诗歌女性主义题材和黑人诗歌题材的发掘等。值得一提的是彭予著

《美国自白诗歌探索》 （２００１）等数篇论文，它们认为自白派诗人 “把诗歌

的重心从形式转移到 ‘经验’，使诗歌成为一种 ‘开放’的艺术”。

美国女性主义诗歌题材的发掘，主要集中于对体现在艾米莉·狄金森和

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中的女性主义主题的解析，如范革新的 《疯狂是理智

的同义语———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普拉斯对读》，朱新福、林大江的 《从

“蜜蜂世界”看女权运动———评美国当代女诗人普拉斯的蜜蜂组诗》等。

黑人诗歌题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兰斯顿·休斯诗歌的探讨上，如罗良

功的 《论黑人音乐与兰斯顿·休斯的诗歌艺术创新》和 《论兰斯顿·休斯

诗歌对民族文化的建构》等。

第三，中国文化和美国诗歌的相互影响和庞德诗歌中的中国元素的研

究。其中较有概括意义的一篇论文是董洪川的 《文化语境与文学接受：试论

当代美国诗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该文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探讨了当

代美国诗歌接受中国文化的深层原因。另外，刘生的论文 《加里·斯奈德诗

中的中国文化意蕴》，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美国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的

影响，着重分析了他如何借鉴中国禅宗哲学和中国古典诗歌形成自己独特的

认知方式和艺术风格。

在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又以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占有较多的篇

幅，论文有４７篇之多，如王贵明的 《〈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张强的

《意象派、庞德和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冒键的 《踩高跷的 “孔子”：

庞德与中国古典文化》等。

第四，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新课题，如同性恋题材、美国土著题材和

新 “形式主义”题材。例如，陈许的 《同性恋文学：美国文学的一块独特

领地———美国同性恋文学综述》，袁宪军的 《大地的呼声———土著美国人诗

歌述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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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新形式主义诗歌的主要有两篇：刘生的 《扩展诗：当代美国诗坛的

传统回归》，提出由 “新形式主义”和 “新叙述派”构成的 “扩展诗”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兴起的一个当代美国诗歌运动。脱剑鸣的 《评提摩太·

斯蒂尔的 “新形式主义”诗歌理论》，介绍了新形式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提

摩太·斯蒂尔。

“十五”期间，美国诗歌研究领域也有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如陶洁的

《论２０世纪晚期的美国诗歌》，介绍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诗歌
方面的发展。

２对 “十一五”期间美国诗歌研究课题的建议

“十五”期间的美国诗歌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方

法单一，低水平重复现象突出。在 “十一五”期间，应该向深层面、多元

化、多视角的方向努力。例如，①应该加强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 （不应拘泥

于中西比较），如狄金森和 ＨＤ杜利特的对比、英美诗人之间的对比等；
②应该加强影响研究，这在我国目前还几乎是个空白，如惠特曼对自白派诗
人或垮掉派诗人的影响；③开展对诗歌流派和断代史的研究，如美国浪漫派
诗歌研究，或战后美国诗歌史研究等；④加强对美国诗歌的社会文化内涵的
挖掘，不应忽略思想文化背景，而一味去分析研究诗歌的主题、语言和技

巧，把诗人及其作品同其时代割裂开来。

可考虑的研究课题：

（１）新形式主义诗歌的发生发展研究。新形式主义诗歌是目前美国诗歌
的主流，既带有诗歌流派的普遍特性，又因个体诗人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应

注意此流派的个性与共性，以及诗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并研究形成这种特性

的历史、文化、政治成因，以把握美国当代诗歌的脉络。

（２）少数民族裔题材。应该关注受主流文化忽略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

诗歌、非裔诗歌的发展变化，才能对美国诗歌有更全面的把握。

（３）女性主义、生态文学或同性恋题材。女性主义、同性恋题材的诗歌
研究是后现代美国的新学，同样反映了美国诗歌发展的新趋势。尤其是女性

主义和生态文学研究，使许多在历史中被淹没的声音被发现、被关注。

（４）自白派诗人对美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影响和对比研究是我国
外国文学研究中亟待提高的领域。通过对自白派诗人的分析对比，了解他们

对以惠特曼和朗费罗为代表的美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发扬，以便对美国诗歌发

展史有一个全面立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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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美国浪漫派诗歌研究。始于 １９世纪的美国文学一开始就有着
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以惠特曼、狄金森和朗费罗为代表的诗人正是体

现了最原初的美国诗歌传统。在国内，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研究比比皆

是，却没有深入、全面探讨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这应是一个有价

值的课题。

（执笔人：肖　静）

（三）美国戏剧研究

１“十五”期间美国戏剧研究状况
“十五”期间，我国在美国戏剧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

一，宏观整体性研究，包括对美国戏剧的概要介绍及其发展趋势和戏剧流派

与思潮的探讨。郭继德在 《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一文中，回顾了 ２０世
纪最后２０～３０年以来美国戏剧的发展，指出其 “多元化发展特点，表现为

地方剧作家的兴起，实验戏剧的繁荣和各种流派的并行”。第二，微观个别

性研究，对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

在１２０篇文章中，以尤金·奥尼尔为对象的论文达到 ５５篇，几乎占了
文章总数的５０％。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郭继德的 《现代美国戏剧的缔造者尤

金·奥尼尔》、刘海平的 《中美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纪念尤金·奥尼尔

逝世５０周年》、崔益华的 《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与东方思想关系散论》、

朱新福的 《尤金·奥尼尔作品中的东方宗教思想》、李艳霞的 《美国清教与

奥尼尔的戏剧创作》等。

除奥尼尔之外，最受关注的是戏剧家阿瑟·米勒 （１２篇）、田纳西·威
廉斯 （１０篇）和爱德华·阿尔比 （５篇）。对阿瑟·米勒的研究集中在其剧
作 《推销员之死》，主要探讨美国梦的破灭，如姜岳斌的 《戏剧舞台上的意

识流形象——— 〈推销员之死〉的心理外化及其他》 （２００１）、孙章萍的 《美

国梦的悲剧：浅析阿瑟·米勒的 〈推销员之死〉》（２００３）等。
对田纳西·威廉斯的研究主要围绕 《欲望号街车》、 《玻璃动物园》和

他笔下的美国南方人物。论文有 《〈欲望号街车〉的不确定性与矛盾性》，

《新的起点与觉悟———试用荣格理论分析 〈欲望号街车〉里的白兰奇的神经

官能症》等。

阿尔比是美国的荒诞派戏剧鼻祖，对他的研究自然就围绕着荒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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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比的戏剧作品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与 《荒诞派戏剧与 〈美国

梦〉》。值得一提的是李建波、唐岫敏的 《从 〈动物园的故事〉结构的文体

特征看荒诞派戏剧的象征创新》一文，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了荒诞派戏剧的

象征创新手段。

在戏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应用了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理论，

其中应用语言学领域中的文体学这个新兴学科也开始在文学研究中崭露头

角，如徐静的 《〈欲望号街车〉的不确定性与矛盾性》，詹全旺的 《心与心

的对抗，灵与灵的冲突：评精神悲剧 〈欲望号街车〉》、邹惠玲的 《论 〈谁

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中作者的无意识表述》等。

我国对戏剧流派的关心有了新的重点，曾经是热点的黑人戏剧研究最近

大大降温，而表现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和女性主义戏剧依旧受到关注。

“十五”期间，国内学者对华裔戏剧、犹太戏剧和同性恋戏剧的关注是一种

新的趋势。对表现主义戏剧的研究集中在对奥尼尔和桑顿·怀尔德的剧作的

研究，如王晓燕、张丽娟的 《简论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的审美价值》，申民、

唐俭的 《〈小城风光〉的表现主义特征》。

荒诞派戏剧作为热点的持续，论文有雷体沛的 《荒诞派戏剧对艺术时间

秩序的超越》，刘爱琴的 《荒诞派戏剧与 〈美国梦〉》等。

国内学者对女权 （性）主义戏剧依旧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如陈茂庆的

《美国剧坛的 “先锋妈妈”———玛丽娅·艾琳·福尼斯及其戏剧作品评介》，

张跃华的 《变：人生的另一种解读———评析梅根特征的女性主义戏剧艺

术》等。

此外，美国华裔文学的繁荣使华裔戏剧成为美国戏剧研究的新热点，如

胡勇的专著 《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等。同性恋剧在我国的学术界第一

次得到关注，如陈许的 《同性恋文学：美国文学的一块独特领地———美国同

性恋文学综述》。关于犹太戏剧，张群的 《迷茫、痛苦、挫折、奋斗———２０
世纪上半叶美国犹太戏剧概述》是首篇对犹太戏剧的概述。

２美国戏剧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美国戏剧研究与国外美国戏剧研究的最大差距在于资讯落后，视野

狭窄，重复研究突出，主要表现为：①美国戏剧总论方面，国内主要把视角
放在对美国戏剧现状的分析；而国外学者除了这方面的研究之外，更多地把

戏剧放在一个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从文化、心理、种族、社会学等角度探

讨美国戏剧。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尤其对于 ２１世纪的美国戏剧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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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除了平行译介，深入的研究几乎是零。②对某一时期或流派的美国戏剧
的研究，我国学者很少研究，能看到的就是只有 ２０世纪的美国戏剧总论研
究。③在个案研究方面，我国主要集中在尤金·奥尼尔和阿瑟·米勒上，导
致低水平重复的论文占了７０％的比重，而且在研究中常常忽视剧作的社会文
化背景。④在作家比较研究方面，主要是奥尼尔研究。但对于美国剧作家与
其同时代的剧作家的比较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流派研究 （如表现主义戏剧

或荒诞派戏剧）也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⑤对于作家的影响研究未给
予足够的重视。现代剧作家对美国戏剧传统的继承、发展研究等，在我国目

前还是空白。⑥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戏剧不同于小说、诗歌的文学类型，它
以对话为主、以舞台为媒介。但我国目前的戏剧研究，主要还是以分析作品

的主题、人物为主。用各种新理论分析作品的深层内涵和艺术手法，戏剧研

究与小说、诗歌研究并无差异。

３“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和课题建议
国内外学者对美国戏剧的研究都显示了对少数族裔戏剧和非主流戏剧的

关心，这表现了对美国戏剧的研究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这个发展趋势与美

国多民族、多种族，崇尚创造，勇于试验的文化特征相吻合，也是当今后殖

民、后现代的文化取向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体现。

（１）美国戏剧断代史研究。尽管在 “九五”期间，我国的美国戏剧研

究已有 《现代美国戏剧史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当代美国戏剧史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美国戏剧史》（１９９６），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戏剧发展史的研
究还很缺乏。

（２）美国剧作家生平对比研究。在戏剧研究中，同时代剧作家的对比研
究十分重要。对爱德华·阿尔比与尤金·奥尼尔的对比研究很有意义，这种

研究会改变我国目前对少数几个剧作家重复研究的局面。

（３）美国戏剧家的影响研究。目前，我国对奥尼尔的研究虽然看似繁
荣，篇目繁多，但对于奥尼尔对后世剧作家的影响却鲜有提及。另外，美国

当代剧作家对于奥尼尔开创的戏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课

题。这样的研究不仅要求对剧作家本人的生平创作要有深入了解，而且还要

了解美国戏剧的发生、发展史。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美国戏剧研究

向深度、广度发展。

（执笔人：丁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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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文学研究

英国文学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这一

领域不断涌现出新视角、新观点，显示了我国在英国小说研究领域的较强实

力。从 “十五”期间的研究状况来看，英国文学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依

然保持着重要地位，取得了显著成绩，研究论文、论著不仅数量多，质量也

高，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然而，客观地审视和反思 “十五”期间英国文学

研究的得失后，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其显盛的地位应有的

水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十五”期间英国文学研究状况

１英国小说研究部分
我国对英国文学及理论的译介大大地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学界

对英国小说的研究。以南京译林出版社为例，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共翻译出版了
５４部重要的英国小说。同时，少量英国小说理论经典著作的中译本相继面世
（再译或新译），如 《小说面面观》和 《伟大的传统》等，这对我国英国小

说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

《剑桥文学指南》丛书 （英文版）中包含了一系列对英国作家作品的研究，

如 《１８世纪英国小说》、《现代主义研究》、 《哈代》、 《约瑟夫·康拉德》、
《乔伊斯》、《王尔德》和 《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该丛书撰稿人借鉴各种

批评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国

外同类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组织了全国高校

４４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推出了 （或正在选编）系列英美文学研究丛书

（英文版），其中不乏论述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经典之作，如 《当代文学批评

理论导读》、《文学批评方法手册》、《文学术语汇编》等。研究中国学者的

选择视野和国外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应该成为我国社科规划的一

项课题。

“十五”期间，我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界以积极的姿态开展了与国内外同

行之间的交流和研讨。２００１年由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广州办
事处共同发起主办了 “当代英国文学文化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４年广州外语外
贸大学举办了 “文学与文化研究第二届国际会议”，继续就 “重读英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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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２０世纪英国小说”和 “发展非主流作品”等议题展开讨论。此外，

还举办了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 （湘潭师范学院，２００１）、第四届 （武汉

理工大学，２００３）年会，各种与英国文学有关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如 “当代

英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当代英国文学的现状与走向” （南京大学，２００３）、
“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江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４）以及 “剑桥

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三峡大学，２００４）等。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重小说、轻诗歌和戏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十

五”期间我国的英国小说研究，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共发
表了大约２２１篇研究英国小说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就断代研究而言，２０世纪的英国小说最受青睐，发表了多达 １４２篇
论文。

“十五”期间，我国对英国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特别是殷企平的专著 《英国小说批评史》（２００１）对众多英国小说家的小说
观做了中肯的分析和评价。英国主要小说家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仍是学界关注

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影响下，我国的

英国小说研究越来越重视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文学的构成和意义，关注

文学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文化政治内涵。越来越多的研究侧重于世界

（社会和文化）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其中对种族／民族和性别问题的关
注又是重中之重。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文章，如吕大年的 《理查逊和帕

梅拉的隐私》（２００３），立足于作品产生的社会语境，通过作者、作品与真实
的社会历史层面的有效互动，构建起比较令人信服的 “历史原貌”。还有一

些学者从影响的角度，试图发掘英国小说家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启示，以期在

中外作家的比照中更好地理解中外文学现象。

“十五”期间，中国对英国小说的研究成果还有一部分体现在众多学术

专著中。除殷企平外，对英国小说艺术做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研究的还有李维

屏的专著 《英国小说艺术史》和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还有一

些专著对英国小说进行了断代研究，如黄梅的 《“推敲”自我———小说在１８
世纪的英国》、张群的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研究》、刘文荣的 《十九世纪英

国小说史》、阮炜的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和张中载的 《二十世纪英国

文学：小说研究》等。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或者把英国小说当作一个整体进

行研究 （如高继海的 《英国小说史》和肖淑蕙的 《英国小说》），或者侧重

考察具体某位小说家的其人其作 （如罗经国的 《狄更斯的创作》）。汪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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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建华主编的 《英美小说研究论丛》系列，展示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尤

其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问题与建议：

第一，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生搬硬套。某些研究者为了赶时髦，在未

消化国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生吞活剥国外批评理论，文学批评呈现出模式

化、机械化的倾向。正如殷企平等针对康拉德的 《黑暗的心》解读中存在的

问题展开讨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下的批评实践中， “生搬”或 “硬套”

理论的情况确实存在着，而且并非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这种固定的批评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批评者的思维模式，使我们的批评出现了某种单一、

趋同的倾向。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对作品进行解剖的情况也大有人在。“在有

些研究中，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所谓的理论与所分析的文本完全脱节，牛头

对不上马嘴，这种情况被人形容为 ‘打着理论的灯笼戴着有色眼镜东张西望

拉郎配，让作品与理论强行撮合’”（张和龙语）。

第二，文学批评的 “失语症”，缺乏主体意识、本土意识。有相当一部

分研究者对国外不断涌来的花样繁多的批评思潮大多趋之若鹜，未经消化就

借题发挥。批评者缺乏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缺乏与国外学术声音对话的底

蕴与勇气。研究成果中创见较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转述现有的国外研究成

果。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缺乏必要的国学修养和扎实的文本阅读基础，

因而也就丧失了对话的根基。

第三，译介的数量不足和质量低劣。一些研究者、尤其是一些英语功底

较差的研究者的参考资料，仅局限于国内翻译的有限评论文章、传记或中译

本前言等资料。与数量众多的作品翻译相比，对国外重要研究成果的译介相

对不足。前面已经提到，“十五”期间，我国仅一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或再

版了６８部英国小说，而译介的学术专著却寥寥无几。
第四，研究范围和学术视野相对窄小，相对集中在若干主要作家的主要

作品上，但缺乏对作家的系统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近年来国内批评界兴

起了一股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浪潮。国外 （包括英国）对少数族裔作家的研

究方兴未艾。少数族裔作家对祖国文化的塑造，固然值得研究，但在很大程

度上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心态。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研究。

第五，文化研究中潜在的不规范问题。文化研究是目前文学研究的热门

话题。文化研究的视野相对比较宽，涉及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冲突、通俗

与高雅文化界限的抹杀、主流与非主流的并置，经典与去经典／泛经典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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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我国的文化研究显得缺乏章法，没有形成自身的学术规范。更令人

担忧的是，文化研究似乎正在脱离小说文本变为一种自足的与文学文本关联甚

微的东西。文化研究已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如何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机结

合起来，使两者互为补充，是摆在外国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上述问题，建议我国的英国小说研究今后应该在以下方面有所侧

重。一是要加强传记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特别是关注传记文学中的主体性问

题，注重传记事实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别与叠合问题。传记研究是我国外国

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二是要重视英国小说社会学和小说伦理学研究，尤其

是新历史小说中呈现的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的研究。三是要加强英国通俗小

说研究。有必要从文化与亚文化、制造与消费、传播与接受等多角度对通俗

小说的社会功能进行考察，并关注通俗小说对经典小说的影响，注重通俗小

说理论的研究。四是要加强 ２０世纪英国小说理论研究、现当代英美文学影
响研究。建议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就２０世纪英美小说 （文学）经典

理论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译介和整理，便于国内学者研究参考。建议对２０
世纪重要英美作家的书信及文论进行选择性的翻译，以展示其艺术观。加强

英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对我国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另

外，应该加强对英国 （国外）儿童文学的研究和科幻小说的研究，从审美、

意识形态、人格塑造的高度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对我国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影响。

（执笔人：王松林　王晓南　熊　卉）

２英国诗歌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的英国诗歌研究者发表了专著５部：苏文菁的 《华

兹华斯诗学》（２０００），李蓝玉的 《英国诗歌鉴赏》 （２０００），胡家峦的 《历

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 （２００１），张玲的
《哈代》（２００１），丁宏为的 《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 （２００２）；
论文为１８０余篇；论文集 １０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更多的研究者注
重将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运用到文本分析之中，出现了多元化、多视角的趋

势。他们的研究领域也由过去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研究逐渐向中世纪

诗歌、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玄学派诗歌、当代诗歌、诗论等领域拓展。

英国诗歌研究的热点是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和以华兹华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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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当代诗歌研究也呈上升趋势。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出现

了审美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相结合的趋势，代表性的论文有章燕的 《审

美与政治：济慈诗歌批语的思考》（２００４）、刘新民的 《济慈诗歌新论二题》

（２００２）等。从其他视角研究浪漫主义诗歌的，如张旭春的 《没有丁登寺的

〈丁登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范式》 （２００３），介绍了
新历史主义范式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应用。严志忠的 《黑暗通道中的探

索———论华兹华斯诗歌语言观的超前性》 （２０００），李增、王云的 《论华兹

华斯 〈塌毁的茅舍〉的主题与叙事技巧的统一》 （２００３），则从文学话语、
叙事学的角度，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分析。张旭春的 《时间的修辞———英国

浪漫主义的解构阅读》（２００３），评介了国外学者在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的解
构主义范式，指出了其过于形式化的缺陷。丁宏为在 《海边的阅读———关于

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构想》（２００１）中，检讨了近年来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研究中流行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某些缺失。

文化研究是一种目前比较流行的批评方法，不仅对文本进行细察，而且

注重挖掘文本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如肖明翰的 《〈坎特伯雷故事〉的朝圣旅

程与基督教传统》 （２００４）、刘立辉的 《弥尔顿两首早期诗歌的宗教解读》

（２００１）等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胡家峦的 《两棵对称的树———文艺复兴时

期英国诗歌园林意象点滴》 （２００２），着眼于英国诗歌中 “树木”的意象，

从古典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讨论它所涵盖的宗教思想、生命意识。

英国诗歌研究大多采用对主题、意象、音韵、语言、艺术特色的内在研

究范式，尤其是对艾略特的诗歌研究的文章居多，代表性的论文有曾艳兵的

《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去———论艾略特的 〈荒原〉》 （２００３）、罗益民的
《〈致他的羞涩的情人〉的艺术魅力》（２０００）、张箭飞的 《解读英国浪漫主

义：从一个结构性意象 “花园”谈起》 （２００３）、丁宏为的 《使命感、疲惫

感、落下：英国１９世纪诗歌中一个持续而变化的主题》（２００４）等。注重诗
人的诗学理念的研究，并与诗歌文本结合起来论述的成果有苏文菁的专著

《华兹华斯诗学》（２０００）。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分析、概括和总结
华氏的诗学思想的专著。还有余莉的论文 《再论艾略特的传统观与非个性化

理论》（２００３）、吴笛的论文 《西方自然哲学中的 “元素理论”及其诗学意

义》 （２００４）、杜维平的论文 《以诗论诗———英国经典浪漫诗歌解读》

（２００３）等。
“十五”期间，当代英国诗歌研究出现了升温趋势。其中关于当代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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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综述的文章有何宁的 《二十世纪英国诗歌的变迁》（２００２）和 《当代英

国黑人诗歌综述》（２００４）、张剑的 《２０世纪苏格兰诗歌漫谈》 （２００１）和
章燕的 《浅析英国诗歌的多元化倾向》 （２００２），其共同的特点是将当代英
国诗歌置于英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勾画出多元化、地域化、分散化与

大众化的发展走向与脉络。除了综述性文章外，当代英国诗歌研究大多为作

品分析，关注焦点相对集中于 １９９５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
斯·希尼和于１９９８年谢世的当代桂冠诗人塔特·休斯。代表性的论文有吴
德安的 《希尼的诗歌艺术》 （２０００）、李成坚的 《寻找爱尔兰文化和政治的

言说方式———论希尼的诗集 〈外出度冬〉》（２００３）等。
存在的问题：①在文本的阐释与文学理论的介入方面还存在 “简单地套

用某种理论去分析作品，有时会显得十分牵强，而且用多了也成了一种模

式”。在一些文章中，理论没有完全融于文本的阐释中，既没有完全掌握理

论，对文本又缺乏细致的分析。②英国诗歌研究缺乏 “问题意识”，缺乏

“本土”视角，缺乏有个性的洞见与观点。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文学批评与观

点的全盘接受、吸收与运用的多，对之产生质疑、批判的少。③在对诗歌作
品的研究中，同一水平的重复现象比较多，观点陈旧，缺乏新意。文章的参

考文献大致相同，内容大同小异。更有甚者，有的作者将同一内容的论文改

头换面在不同的地方刊物发表。④对英国各个时期诗歌的整体或专题研究较
少。目前除王佐良的 《英国诗史》之外，还没有诗歌史研究的新成果出现。

英国诗歌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建议：

（１）从多元文学批评的国内外英国诗歌研究的现状来看，将经典诗歌放
置于多元批评视角之下进行再审视，是未来诗歌研究的走向之一。应继续加

强多元批评视角之下的经典诗歌研究，既注重内在的、审美的微观探析，又

注重对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宏观把握。

（２）加强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十一五”期间国内对于当代英国诗歌的
研究虽然有令人欣慰的上升势头，但该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课题过于零

散，有的还停留在译介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划性的、深入的研究态

势。建议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的当代英国诗歌，当

代英国诗人群体 （爱尔兰诗人、苏格兰诗人、女诗人、少数族裔等），当代

诗歌语言与大众文化，当代英国诗歌的民族性。

（３）加强对诗人的诗学理念的研究。“十五”期间，虽然在这方面取得
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依然薄弱，仍须加强。应该对各个时期的诗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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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念进行梳理，研究其内涵与建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４）加强英国诗歌史的研究。研究从中世纪到 ２０世纪的诗歌发展、变
迁的历史。研究英国诗歌的艺术史、甚至英国经典诗歌的批评史。

（５）加强英国诗歌的整体、专题研究。同国外英国诗歌研究相比，国内对
英国诗歌的整体或专题研究较少。在对艾略特的研究中，国外有学者结合诗人

传记，研究艾略特从哲学向诗歌转变的经历，并从中研究哲学对其诗学的

影响。

（执笔人：梁晓冬）

四　俄国文学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发展势头较好，出现了一些比较扎

实或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的成果。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俄苏现代文论研究

１关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十五”时期的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张冰的专著 《陌生化诗学———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２０００），系统地研究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并就该
流派与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与本国其他文学批评流派的

关系做了论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
室和 “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举办了 “‘俄罗斯形式学派学术研讨会’暨２０
世纪俄罗斯文论关键词写作讨论会”。不少文章或是就某个论题做了深层

的研究，或是对该流派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或是就如何在当前的 “文化

热”中正确评价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是从各种理

论层面关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如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视野及历史

评价》、《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论的美学基础》、《从陌生化理论透视俄

国形式主义》等。

形式主义文论的比较研究也有特色。如文章 《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

系探析》、《什克洛夫斯基与布莱希特 “陌生化”对读》、《巴赫金与俄国形

式主义的诗学对话》、 《胡适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文学史理论比较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与中国新诗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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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巴赫金文论
“十五”期间，国内学界继续对巴赫金文论表现出强烈兴趣，发表的论

文数远远超过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总和，并出现了多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如夏忠宪的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 （２０００）、张开焱的 《开放人格———

巴赫金》（２０００）、程正民的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２００１）、王建刚的 《狂

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 （２００１）、曾军的 《接受的复调———中国

巴赫金接受史研究》（２００４）等。
这一时期，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语言学思想、狂欢化理论、复调理论

等领域的研究继续进行，但研究角度有所改变。以复调理论为例，探讨巴赫

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局限性和现代发展维度的问题成为研究的重心，如 《论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兼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试析巴赫金

对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的两种评析———兼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

《“聚合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对话”还是 “对位”———

论复调类型的美学适用性及其发展的现代维度》等。

同时，巴赫金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加大，对话、复调、狂欢

等术语已渗入文艺学的话语建构中，开启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空间。

如严家炎参照复调理论解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特征 （《论鲁迅的复调小

说》），江晖将鲁迅笔下的民间世界与巴赫金的 “狂欢”世界做比较 （《死火

重温》）。

３关于历史诗学、普洛普和洛特曼理论等
这一时期，重要的俄苏现代文艺学派受到学界重视，张杰和汪介之的

《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２０００）对这些学派有较为全面的描述。
刘宁翻译及撰写长篇前言的维谢洛夫斯基的 《历史诗学》（２００３）一书

的问世，应该说是国内历史诗学研究的标志性收获。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多

的还是从比较文学角度切入的，如吴泽霖的 《日尔蒙斯基的历史比较文艺学

研究》、林精华的 《俄国文学到苏联文学的诗学转换》等。对俄苏历史诗学

本身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十五”期间，普洛普研究有明显改观。２０００年 《俄罗斯文艺》为纪念

普洛普逝世３０周年推出了贾放的专论 《普洛普：传说与真实》，以及她先后

发表的 《普洛普故事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的 “历史诗学”》和 《普洛普的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与故事的历史比较研究》等论文，这些论文颇具影

响。她的博士论文 《普洛普故事学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篇以普洛普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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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他学者的相关文章有 《话语、故事和情节———从系

统功能语言学看叙事学的相关基本范畴》、《神奇母题的历史根源》、《普洛

普的故事形态学及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和 《民间故事研究的方法论》

等。此外，刘守华的 《比较故事学论考》和许子东的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

忆》等著作，是用普洛普的观念与方法进行研究的尝试。

国内的洛特曼理论研究在 ２０００年以后可谓异军突起，虽然论文总数还
不多，但一股良好的研究势头已经出现。近年来的主要论文有 《洛特曼的结

构主义诗学观》、《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试论洛特曼对 〈叶

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 《西方现代美学的终结———塔尔图学派与洛特

曼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洛特曼与巴赫金》、《苏联６０至９０年代的结构
主义诗学研究———关于洛特曼 〈诗歌文本的分析〉一书》、 《走向体系研究

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理论探索》等。

（二）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

１关于文学思潮研究等领域
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俄罗斯文学界重点研究的对象，这

一时期持续受到关注，多次召开了有关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如２０００
年在黑龙江召开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１年在上海召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研讨会”、２００２年在北京召开 “２０世纪世界文化
背景中的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２年在北京召开 “俄国文学研究前沿

问题与学科建设”全国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２年在南京召开 “当代俄罗斯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３年在上海召开 “全球化语境下的俄罗斯语言、文学

和翻译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４年在黑龙江召开 “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古典文学
传统研讨会”、２００４年在成都召开 “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年会”等，其中多有

与此相关的主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取得诸多成果的文学思潮研究等领域继续取得新的重
要成果 （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为例）：① “白银时代”文学研究成果有

周启超的专著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汪介之的专著 《远逝的光

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曾思艺的专著 《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

歌研究》等。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有李毓榛和任光宣等的
《俄罗斯：解体后的求索》、张捷的论文集 《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等。

③苏联文学反思成果有谭得伶和吴泽霖的 《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何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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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回眸苏联文学》等。④文学史研究成果有李辉凡和张捷的专著 《２０世
纪俄罗斯文学史》、李毓榛主编的 《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等。

２关于重要作家研究
（１）曾受重视的 “主流”作家。

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苏联时期受重视的一些作家的研究总体呈下降趋

势，但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作家的研究仍在进行，尤其是肖洛霍夫。除论文

外，近年来的研究著作有何云波的 《肖洛霍夫》 （２０００）、刘亚丁的 《顿河

激流———解读肖洛霍夫》 （２００１）、冯玉芝的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

（２００１）和丁夏的 《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与他的小说》 （２００１）等。这些
著作尽量还肖洛霍夫以真实的面貌。冯玉芝的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在

国内肖洛霍夫研究上有创新，并着重剖析了肖洛霍夫小说的诗学特征与艺术

创新。

（２）曾受排斥的 “非主流”作家。

“十五”期间，学界对曾受排斥的苏俄 “非主流”作家有较多的关注，

研究所涉及的作家较多，如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左琴

科、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主要成果有专著：

唐逸红的 《布尔加科夫小说的艺术世界》、吕绍宗的 《我是用作试验的

狗———左琴科研究》、高莽的 《帕斯捷尔纳克》、辛守魁的 《阿赫玛托娃》、

刘文飞的 《布罗茨基》等。当然，更多的是研究论文。如以纳博科夫为例，

国内对纳博科夫研究从１９８８年开始，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间发表相关文章年均１～
２篇，２０００年以后的近５年里年均已达８～９篇。国内纳博科夫研究论文除
比较关注 《洛丽塔》这部作品外，主要侧重于对作家的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

的研究，如 《“玻璃彩球中的蝶线”———纳博科夫及其 〈洛丽塔〉解读》、

《论纳博科夫 〈梦锁危情〉的叙事艺术》、 《评纳博科夫的 〈洛丽塔〉》、

《〈洛丽塔〉的叙事奥秘》、《论纳博科夫和戏拟》、《时间与现代自传的叙事

策略》、 《果戈理的另一幅肖像———纳博科夫 〈尼古拉·果戈理〉述评》、

《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普希金传统》、《“寻觅”母题的无限延伸———对 〈塞巴

斯蒂安·奈特〉的一种解读》、 《火焰为何微暗？———纳博科夫小说 〈微暗

的火〉评析》等。从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中可以见到中国学者研究水准的提

高，如周启超的 《独特的文化身份与 “独特的彩色纹理”———双语作家纳

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一文，显示了中国学者学术视角的扩大，以

及对纳博科夫独特性的准确提炼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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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１９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等领域的研究

１关于１９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研究
这是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近５年来也有不少收获。但

成果较多的是普希金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仅以专著计，就出版了多

部具有较高研究水准的重要著作。普希金研究尤显突出，如张铁夫主编的

《普希金与中国》 （２０００）全面梳理了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查晓燕的 《普

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 （２００１）以独到的视角阐述了普希金成为
俄罗斯文化中强大的精神因素的缘由，刘文飞的 《阅读普希金》（２００２）别
具创意地将美学分析与学理研究相交融，张铁夫等的 《普希金新论———文化

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２００４）对与普希金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进行了颇
具新意的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有收获，出版了赵桂莲的 《漂泊的灵

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２００２）、王志耕的 《宗教文化

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２００３）和胡狄的 《探索心灵奥秘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２００１）等，前两部专著严谨、深刻，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

２关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

这一时期，关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仍在进行。陈顺馨的

专著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 （２０００），对于 “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２０世纪３０～８０年代在中国传播和研究做了评析，颇
具深度，值得重视。在发表的论文中出现了不同观点，如 《现实主义、浪漫

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理论持批判态度；《否定之后的思考———关于 “苏联模式”文艺学几个

范畴的探索》一文，则认为 “它并没有多大的过失”， “它的内涵是丰富

的”；《姓苏未必就姓马》一文引用近年来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强调这一理

论在俄罗斯已经 “声名狼藉”，因为它 “扼杀了苏联文学的勃勃生机”。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

３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汪介之和陈建华的 《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

中国文化》（２００２）、草婴的 《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２００３）、
陈建华的长篇访谈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与俄国著名学者李福清关于

中俄文化交流的对话》 （２００２）、王迎胜的 《苏联文学图书在中国的出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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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１９４９～１９９１》（２００４）等。王迎胜的这部书提供了我国各历史阶段出版
苏联文学图书的科学数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课题建议

１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①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有

待加强。如果说过去主流意识曾对学术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话，那么如今市

场经济大潮和不合理的评价方式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不可忽视，研究心态的浮

躁在本学科同样存在。②研究中盲点大量存在 （如许多重要作家连一部研究

专著都没有），而盲目追赶 “热点”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却屡见不鲜。③研
究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这表现在有些研究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学术思维

不够活跃，学术敏感度差，缺少争鸣。④需继续加强学术规范。如今研究中
常常可见到不规范的现象，如理论翻译中人名和关键词等译介混乱，理论移

植中多见误用现象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一部
分学者就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展开了热烈的争鸣，

在 《俄罗斯文艺》等多家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观点针锋相对的多篇论文。但应

看到，争鸣过程中还存在着基本事实不清、学术问题政治化、观点论据大量

重复等问题。

２拟加强研究的领域
（１）俄苏现代文论的系统翻译和研究。
（２）俄苏文学史研究。
（３）经典作家 （特别是研究不够充分的经典作家）研究。

（４）２１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研究。
（５）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研究。
３课题建议
（１）大型多卷本 《俄罗斯文学史》的编纂。

国内目前的俄罗斯文学史，如曹靖华主编的 《俄苏文学史》、叶水夫主

编的 《苏联文学史》等，已经不能代表研究领域在近年来取得的成果。这种

情况不利于俄罗斯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因此，有必要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编纂一部大型多卷本的 《俄罗斯文

学史》。

（２）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史和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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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比较文学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对于文学作品阅读史和研究史

的研究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３）外来关键词研究。
从具体关键词出发，考察俄罗斯文学思潮对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影响问

题。应该说，２０世纪中国受到俄罗斯影响最大，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对这种影响进行厘定，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影响规律，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

文学研究的发展道路，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国文学研究的前进方向。

（４）俄罗斯古代文学研究。
对于古代俄罗斯文学，即 １１～１７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国内目前只在一

些文学史内有简要介绍，还没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个缺

憾。建议资助该方向的研究工作。

（执笔人：陈建华）

五　法国文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法国文学研究状况

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我国法国文学研究总体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不完
全统计，５年中在各类报刊、学报上发表了６７０余篇论文，其中涉及法国文
学理论的论文约２２０篇，涉及一般作家作品的论文３１０余篇，涉及中法文学
比较的论文８０余篇，涉及法国与欧美文学比较的论文６０余篇。

同时，我国出版了研究专著约 ５０部，其中涉及文学流派研究、作家作
品研究，以及访谈录、法国文学随想等。

“十五”期间，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现当代法国

文学研究和传统的法国经典作家研究 “齐头并进”，中、法文学的比较研究

和法国—欧美文学关系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存在着介

绍多，评论弱，系统研究少的现象。

１文学理论研究
法国文学理论较优秀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和

社会批评方法，对现当代和部分经典作家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方面。史

忠义的专著 《２０世纪法国小说诗学》 （２０００）全面地梳理了结构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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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体论和对话论等 ２０世纪的各种小说理论，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许多范
畴和概念，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冯寿农的 《法国文学渊源批评：对

“前文本”的考古》，以及以此方法对文学中大量的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

如 《勒内·吉拉尔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勒内·

吉拉尔如何用模仿关系的理论重新解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俄狄浦斯王》，

吉拉尔一反过去最流行的解释，首先批评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不足之

处。在另一篇论文 《模仿欲望诠释，探源求真解读———勒内·吉拉尔对文学

的人类学批评》中认为，从人类学来解读是一种较好的方法，这是一种在虚

构后面求真探源的解读方法：首先借助历史语境的参照系，判断和解释文学

作品之虚构下面的真实；其次，借助读者的判断力，分清真实与虚构；最后

判别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在这类发生学批评方法中，罗国祥介绍的法国新马

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的 《美即超越———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

初探》一文也比较系统。

不足之处是，在诸多 “现代后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近５年来也有
不少成果，但对于这么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学、美学、哲学和文化现象，许多

研究都较着重于其反传统、即所谓 “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面。而对这种思

潮中对于传统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却论及不够，似乎所谓 “后现

代”就是干净彻底地与传统一刀两断，绝对不相干。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

的、不符合实际的。这就造成了法国文学研究界 （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中也存

在类似的问题）过于集中研究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作品及理论的现象。对于

在西方实际上仍然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的研究甚至介绍

甚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

（１）一些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绝大多数是所谓现代后现代作家或理论家
本人的一些著述。在西方的大部分 “创新”理论家的大部分理论宣言中，几

乎都以与传统 “彻底”决裂为其口号，然而深究起来，无论从理论基础还是

方法论上，都没有也不可能是全 “新”的。

（２）在介绍法国的这一部分文学理论时，除了相关作者流派的相关资料
外，所依据的其他论据也只是一些较为倾向于这些流派之观点的评论者的著

述，而较少或很少参考和这些观点不一致或相反的材料。

（３）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过程中，还没有有意识地、科学地
“为我所用”，较有目的性地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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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这样一种现代后或后现代 “热”面前，国内一些对现代后现代

文学及其理论不甚了解或不屑了解的读者或研究者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即低水平地重复一些传统作家作品的研究 （这其中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各种

学术评估 “考核”体制造成的），例如对于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

达、左拉的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８０％，除了少数有新意的研究外，绝
大多数成果是没有多少学术性或学术价值可言。此外，一些赶时髦的研究，

由于研究者的外语水平极其有限，多从二手资料，尤其是从一些业已 “误

读”过数次的第二次资料入手，研究成果就不大可能切合实际。

这些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其一，单一的介绍研究现代后现代文学作品和

理论，会给非专业文学工作者和绝大多数读者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西方当代

的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包罗万象、“毫无可读性的”大杂烩。其二，在理论研

究的 “学风”问题上，单一的介绍和研究一些时髦的内容而忽略其他，会误

导广大读者对于西方的了解，以及导致对西方文学甚至西方精神财富或全盘

肯定、或全盘否定。其三，对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的介绍虽然有助于学习西

方文学创作中一些新的手法、思维方式，并透过这些作品了解西方社会中的

精神现象，但是由于过于集中介绍这一部分作品和思想，以致在客观上造成

盲目模仿西方文坛一些不甚健康，格调低下的作品。

当然，其中也有较好的带有自身观点的研究，如刘成富的 《文学体裁变

奏曲》就是一例。此文认为，虽然对于现当代法国文学的 “现代性”有了

许多不失为 “经典”的阐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 “包罗万象”的

“现代性”只不过是各种文学流派、手法的一种 “合流”，至多是这种合流

现象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人类追求自由发展的过程，同

时也是法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该文还提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往往

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文学体裁 “合流”到了一定的极限，必然回

归 “分流”。

对于上述的 “分”或 “合”现象，罗国祥在 《话语霸权与跨文化交流》

一文中认为，在人类文化的迁徙活动中 （当然也包括文学体裁的相互 “杂

交”），必然会产生不同风格流派 （或话语霸权）之间的矛盾或互化现象。

尽管表面看来有此文化被彼文化同化甚至取代的现象，但究其实质，文化交

叉流动的过程一般不是吞并性或取代性的，而是此文化现象和彼文化现象或

多文化现象间的相互选择、相互整合的过程，在交叉过程中形成一种相互包

容的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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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学史研究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法国文学界出版了郑克鲁的 《现代法国小

说史》（１９９８）等一些研究专著和论文，表明对法国小说的研究在不断深入。
在法国小说几乎已经基本上译介到我国的情况下，吴岳添的 《法国小说发展

史》（２００４）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法国小说史，
从９世纪法国建立写到２１世纪初，采用 “史”与 “论”结合的方法，阐释

了法国小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评述了以往文学史中被忽略的作家、作品，

对于卢梭与伏尔泰的矛盾、萨特与加缪的恩怨等有争论的问题予以客观的分

析，以最新的资料介绍了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著名小说家及其作品。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对法国小说不再仅仅满足于翻

译和介绍，而是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予以评价，并且给法国小说家颁奖。人民

文学出版社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各语种学会联合成立的 “２１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标志。从 ２００１年以来，法国文学
研究会已经三次评选了年度法国最佳小说。其中以马尔克·杜甘的 《幸福得

如同上帝在法国》（２００２）影响最大，因为它以一个普通人眼光来看待第二
次世界大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荒诞和残酷，引起了读者的共

鸣。但是有些研究往往是在一种猎奇的心态下进行，比如对于米兰·昆德拉

的研究中，除了个别真正对之进行较为认真的阐释或研究外，许多文章都是

泛泛而谈，以所谓 “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为名，或者是发一发自己的感

慨，或者是重复一下别人的论述，谈不上是对于法国文学或某种法国文学理

论的研究，更谈不上有多少研究价值。所以在近年来米兰·昆德拉研究多达

４０余篇的研究文章中，大部分的学术价值不大。此外，我国对另一位法国作
家杜拉斯的研究也显得较 “热” （１０余篇），但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在认真
研究杜拉斯的小说艺术特色外，大部分除了讲一讲小说中实际上是小说作者

的女主人公与其 “中国情人”的故事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可言。此

外，一些赶时髦的研究由于研究者的外语水平极其有限，多从二手资料，尤

其是一些业已 “误读”过数次的第二、三手资料入手，研究出来的成果就不

大可能切合实际，学术风气也因此受到损害。

３中、法文学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
最近５年来，我国法国文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较好现象，中法文学的

比较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增加，在全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

中，特别是我国在法国学习的研究生中，其学位论文的选题大多与中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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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的比较相关，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和法国文学研究者已

开始注意到，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会在知识结构、研究方

法论和视角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高水平的、深入的中法文

学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吸收法国文学中的精华。

钱林森的 《二十世纪法国新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认为，中国现代

文学在其创始阶段就和法国 “新浪漫主义”文学 “结缘”。所谓新浪漫主

义，主要是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为首的一批
新理想主义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路翎、胡风等人均以其不同的方式接

近法国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思潮的影响，从不同的层面做出了合乎各自

个性的选择，对推进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张维嘉在 《中国的罗伯—格里耶研究》中提出，格里耶是一个很热爱中

国的作家，曾创作了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 《幽会的房子》，多次在巴黎接待

过中国文化界人士，并两次访问中国。这是一部法国文学在中国得到较好研

究的著作。

在这一部分研究中，有不少的成果较为注重法国文学中的精品对中国人

的影响，比如在莫泊桑、雨果研究中，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研究中，

都注意到了这些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且进行了较为有说服力的实证

性研究。例如江弱水的 《卞之琳与法国象征》就是一篇较为优秀的文章，该

文认为卞之琳的诗学思考与诗的艺术深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

不足之处是，中法文学的比较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特别是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而只是限于个别作家作品或部

分作家作品的研究或者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有些研究尚缺乏有说服力

的论据，更谈不上基于系统理论基础之上的研究。在这方面，主要的主要问

题有二。

（１）在国内的大部分比较研究的成果中，多数是由中文系教师所撰。他
们中有的具有较好的法文水平，同时对中国文学也有较深刻的认识；比较起

来，他们的作品既有说服力的论据，也有较为中肯的结论。但也有不少的研

究所依据的仅仅是中文的资料，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翻译过来的资料是很不全

面的。

（２）还有从相反方向进行这类研究的。一些在法国留学的研究生，他
们的论文选题往往和中法文学比较相关，因为无论是学生还是他们的法国

导师，往往都认为这是中国学生的优势，于是纷纷选择与中法文学比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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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课题做论文。这虽然是个好事，也有不少人写出好的论文，但同时也

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这部分学生在国内学习法文时，大多对中国文学知之

不多，甚至有些学生是到了法国以后为了拿学位而选择学习法国文学的，

所以往往在仓促间找一些现成的中国文学的法译本来进行研究，而没有对

原著进行深入的研读，而且法国导师懂中文者尚很少见。所以，在这样的

情况下写出的论文虽然在谋篇布局、主题立意、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是不

错的，但在至关重要的论据的准确选用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法国作

家笔下的中国 “黄土地”、土地庙，甚至轿子、滑竿这样的中国十分独特

的文化知识，一旦变成了法文，有的学生因为中国文学或文化的知识结构

不完善而出过不少错误，有的将轿子译成了 “担架”，将关帝译成 “战

神”，如此等等。这不仅需要在研究领域引起注意，还要在各级教育，包

括中、高等教育中进行必修和选修课教材的改革。宏观地说，这已经不仅

仅是一个文学研究的问题了。

４法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关系的研究
法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关系的研究，近几年来在我国有了一些新的发

展。有些研究者不仅注意到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且开始注意法

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与欧美文学的关系。研究法国文学，不仅要从

法国本身的语言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大背景下，从法国文学自身的发

展规律来进行研究，也还要从它与世界文学，包括东方文学 （古代的波

斯、印度文学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学、日本文学）、非洲文化等诸多影响

因素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法国文学。可喜的是，除了上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和
稍后对斯太尔夫人与德国文学、伏尔泰与英国思想文化、卢梭与瑞士新教

文化等研究外，我国学界也开始注意到司汤达与意大利文学、巴尔扎克与

俄国文学，以及现当代法国文学中的萨特与德国思想、巴特与日本、马尔

罗与中国，以及法国的诸多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与法兰克福学派，与

所谓 “毛派”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等。

这方面较好的文章有侯洪等的 《法国文学的辐射与吸纳———外国文学

关系的影响研究探源》。此文以法国文学为基点来看西方文学与拉美文学

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世界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价值，反映了近代以降至 ２０
世纪国际文学关系和发展的一个侧面。文章认为，关于法国文学同西方及

拉美文学的关系，国内较少有学者做专门的系统论述，且大多把目光集中

在启蒙运动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这两大历史阶段。此文则将重点放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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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外国”的文学关系上，特别是置于欧洲近代文学的开端和欧美及拉美

现当代文学两大超时空体系下来加以合观，从而考察这一关系中法国文学

的辐射与吸纳作用。

（二）关于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课题

１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现代派文论之关系研究
在法国文学研究界，几乎每位研究者都清楚一个事实，法国当今任何一

位文学理论大师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存在主

义者萨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者阿尔杜塞、发生学结构主义文评家戈德曼，

还是种种现代派或后现代派文学之理论家德里达、福柯、巴特尔，都是与马

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惜的是，除了两种情况 （即研究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附带述及在研究各位文学理论大师或流派时零星提及）

外，却没有人对这一个重要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一种带有深层次原因

的忽略。

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各种 “现代主义”文论中的影响，有助于正

确认识各种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从而使我们在对现代主义的研究中更进一

步；即在介绍和评析各种现代主义文论中，能够从中看到十分纷繁复杂的理

论体系和专门术语背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 “怀疑”的精髓，从而更加透析

地理解这些复杂的现代派文学理论。

２法国文学学研究
当今世界，文化的相互迥异又相互借鉴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学间的相互

选择和互动关系更有突出的表现。对于他者文学艺术之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借

鉴，无疑离不开对于他者文学艺术思想和艺术性的研究。

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因此，研究法国

文学，不仅要从法国本身的语言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大背景下，从法国

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也还要从它与世界文学、欧洲文学、美洲文

学，以及包括东方文学，非洲文化区域中的法国文学传播和研究的状况背景

下来研究法国文学。

３法国文学流派及欧美文学的形成发展研究
自中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文学流

派之间相互交替和不断更迭的过程。文学流派源远流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

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从古至今的文艺理论以及文艺争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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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典主义时代的 “古今之争”，浪漫主义推翻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否定现

实主义等，往往都围绕文学流派进行。

文学流派的形成涉及各国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以及哲学思潮、宗教影响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其演变过程非常复杂，在不同的国家里会产生不同

的形式。例如现实主义发展成为了意大利的真实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进入拉美后又演变成为魔幻现实主义。

２００４年，我们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法文化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
遇无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是有力的促进，相信法国文学研究和中法文化交流

的事业在新的世纪里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执笔人：罗国祥）

六　德语文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德语文学研究状况

这段时期内，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进展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作家作品

研究；二是当代德语文学研究 （批评）；三是文论研究；四是中德比较文学

研究；五是文学史流派与综合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德语文学的主流范式，而现代作家仍是关注的中心。

但专著仍很少，除余匡复的 《布莱希特论》 （２００２）外，主要形式仍是论
文；像对托马斯·曼的研究，著作除宁瑛的 《托马斯·曼》 （２００２）外，还
有论文 《房子盖好之后，死神就要来了———托马斯·曼的 〈布登勃洛克一

家〉》、《〈布登勃洛克一家〉：市民阶级的心灵史》、《试析托马斯·曼的 〈浮

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等；对瓦肯罗德的研究有 《试析 〈一个热爱艺术

的修士的内心倾诉〉艺术审美中的宗教虔敬经验》；对冯塔纳的研究有 《试

析冯塔纳小说中的 “疑难”思想结构》。但在经典作家研究领域内，关注很

不够，尤其是对歌德、席勒、海涅的研究，除 《何只 “自强不息”！———

“浮士德精神”的反思》、《从 “全能的神”到 “完整的人”———席勒的审美

现代性批判》等寥寥数篇之外，创获有限。

当代德语文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既与对当代现实的关注有

关，也与当代德语文学的发展繁荣与世界地位的获得有关。值得提及的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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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梅的 《德国转折文学研究》 （２００３），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对德文资料
的运用以及选择当代国外的重大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值得肯定的。耶利内

克获２００４年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国德语文学界的反映也还比较迅速 （与之

前相比），不但组织了专门研讨会，而且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其特点还

表现为对重点作家的广泛关注，如格拉斯研究就比较集中，有 《用童话构建

历史真实———君特·格拉斯 〈比目鱼〉与德国浪漫童话传统》、 《历史与虚

构的完美结合：再现历史，昭示后人》、《论格拉斯的 〈但泽三部曲〉》、《君

特·格拉斯 〈我的世纪〉的视角》等。其他的名作家也得到关注，如沃尔

夫、博托·施特劳斯等，发表了 《用身体继续未竟的认识之旅———评克里斯

塔·沃尔夫的 〈身历〉》、《精英、批判与回溯———博托·施特劳斯文学艺术

观试析》等论文。除了对成名作家的关注外，对新崛起的作家也给予较充分

的注意，如海尔曼，有印芝虹的 《日常与迷离的糅合———德语文学新星尤

蒂·海尔曼解读》。同时也出现了从文学史角度对当代德语小说的评论，如

李永平的 《德国短篇小说的复兴》（２００３）。
文学理论研究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总体来看，发表的论文相当有

限，如王建的 《从布莱希特的 〈潘提拉先生和他的仆人马提〉看叙事剧理

论》和 《论布莱希特对梅兰芳的误读》、李昌珂的 《弗·迪伦马特：“喜剧”

的美学、哲学、思辨和艺术》等。

取得比较大进展的是中德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卫茂平的研究

与组织工作值得关注。如果说 《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２００２）只能算是中德文学关系 （已兼及文化层面）的普及之作的话，那么

《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２００４），则进一步拓展了专业的
学术领域，对史实梳理贡献很大。而２００３年在上海召开的 “中德文学关系”

国际研讨会，对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益的。其他学者，如刘润芳对中德诗歌的

比较研究 《克罗卜史托克和他的自然诗———兼与孟浩然比较》和 《布洛克

斯和他的自然诗》，张黎的 《〈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此外，在范式

上也出现了一些可能的 “探索”尝试，值得关注的论文有马佳欣的博士论文

《德语文学２０世纪上半叶 （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在中国的接受》。吴晓樵发表的一
系列有关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的学术随笔，如 《歌德与辜鸿铭》、 《冯塔纳

与叶名琛》、《席勒与 〈好逑传〉》。叶隽对中德文学与思想关系的研究，如

《陈铨的民族文学观及其构建现代中国 “狂飙运动”的尝试》、 《救亡与沉

潜———西南联大时代冯至、陈铨对歌德的诠释》、 《冯至 “学院写作”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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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及其德国思想背景》等。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史层面进行总结并

思考的专题论文也开始出现，如莫光华的 《中德比较文学二十年》一文，对

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并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思考。总体来

说，这一领域是我们最有可能进行突破，做出第一流学术成果的领域，值得

进行学术思路与方法论上的探讨。

文学史流派与综合研究。就流派研究来说：关于表现主义研究，有张黎

的论文 《表现主义的社会批判倾向》；关于浪漫派研究，有任国强的 《德国

浪漫派与德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关于德国浪漫童话的研究，有冯亚琳的

《寻求另外一种真实———评德国浪漫艺术童话超现实的美学旨趣》。遗憾的

是，综合性的文学史研究在这段时间内亦付阙如。据了解，由范大灿主持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德国文学史》将于２００５年完稿，并将付梓。另外，
在奥地利文学中，除了传统上得到高度重视的作家如卡夫卡外，其他一些领

域也得到关注。如茨威格研究，有杨荣的专著 《茨威格小说研究》 （２００３），
但可惜的是，此书未能利用德文资料。关于穆齐尔研究，有徐畅的论文 《罗

伯特·穆齐尔的随笔主义》。关于汉特克研究，有 《彼得·汉特克戏剧论

略》。对瑞士德语文学研究，似乎重视不够，一些重要作家其实值得深入探

讨，如迪伦马特、弗里施等。

应该说，尽管专著的数量有限，但论文数量仍属可观。就学术本身的推

进来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很不少，有些甚至是关系到根本问题。一是低

水平的重复仍然存在；二是成果的被关注度仍然很低。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关

注，无论是在 “外国文学界”和 “德国研究界”，还是在 “中国学术界”和

“国际德语文学研究界”，我们似乎都未取得良好的成绩。从国内的发展趋势

来看，德国研究日渐走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

德语文学界理应处于其 “核心位置”，但无论是成果数量或质量，我们的表

现确实 “欠佳”。这既与我们的学术思路与视野有关，也受制于本学科的历

史和现状。我们认为，在研究思想和方法中似乎可以考虑加强或树立三个

意识。

一是在研究指导思想上宜树立 “学术史意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术史

研究，我们对本学科的来龙去脉和研究史不太清楚，在研究中也基本没有必

要的交代，显示不出一篇研究对学术共同体的明确推进功用。而就当今的中

国学界而言，对文史哲之类的大学科来说，这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国际

学界来说，这更是最为根本的学术规范。进行此类基本的学科规范和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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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建设，是本学科取得发展的基本条件。再上升一步，则应仔细推敲研究

前辈学者所留下的学术遗产，包括他们的学术思路、研究范式、成绩与缺失

等。而在这方面，由于本学科的特殊性，我们一直在不自觉地跟着 “德国学

者”走，尤其表现为对本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重视，这是应予以特别纠

偏的。

二是在研究范式方法上宜提倡 “问题意识”。总体来说，在德语文学学

科之内，作家作品研究仍是主要范式，应该说这既符合本学科的发展状况，

也符合学术研究 “以小见大”的基本思路。但就实践情况来看，落实到作品

与作家，可谓 “小则小矣”，但 “大却未必”。更多的研究仍落实在 “就文

本论文本”、“就作家论作家”的层面。之所以如此，可能与 “问题意识”

的不够有关。只有提倡带着明确的问题去进行文本与作家研究，更多的 “新

意”与 “创见”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应自觉加强同相关学科 （包括邻近学科与主流学科）的 “对话意

识”。这主要表现在关注的问题上，诸如当今学界所涉及的热点命题，如现

代性、市民社会、全球化等。像张芳的 《现代性的诗意话语：流动现代性语

境中的荷尔德林》就反映了目下学界的新思路，这样在研究中隐含主动积极

的学术交流意识，才有可能使自身的研究产生更大的意义。包括对学术思路

的探讨，也值得提倡。

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不妨在操作技巧上强调这样三个意识：一是加

强研究者自身学养和修养的 “文本意识”，即立足于每个文本的具体解读，

并以此为基础注意 “前后左右”的背景材料，尽可能做到打通的功能。因为

就研究现状看，我们的研究范式虽然以文本为主，但往往是就文本论文本，

其对问题的穿透力显然不足。从这个角度来说，仍要进一步加强真正的 “文

本意识”，不但能够细读，而且能沉潜其中，出入自如，深究其微言大义。

而事实上，作为专治德语文学／文化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可能凭
借我们的独特思想资源而将问题研深专透的。

二是加强对研究对象的 “尚友意识”。人文研究不但与自然科学研究不

同，也与社会科学研究有差异，即它不完全是一种冷冰冰的 “科学化”的研

究，可能更需要对研究对象以 “体贴”。陈寅恪先生强调 “同情之理解”，

后人说 “温情之敬意”，都是这样的意思。对于作家研究来说，更是如此，

只有更好地体贴与理解研究对象，才能更自如地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所以

不妨提倡一种 “尚友意识”，即以研究对象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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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当代德语文学宜提倡采取 “批评意识”。一般而言，成熟的文学

史家一般不愿将当代作者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为距离太近，很难产生客

观严谨的史学研究。但文学批评则不一样，可以凭借阅读者敏锐的艺术感觉

和丰厚的学术修养站在一个高平台上打量考问作家的写作与思想。当然我们

不反对有些积累比较好的学者去研究当代德语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但一般

来说，对大多数没有经过长期跟踪和持续积累与研究的作者来说，采取文学

批评的方式可能会更客观些。

（二）发展趋势与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就整个德语文学学科的发展而言，似乎有必要结合两大维度进行思考：

一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背景，二是外国文学的背景。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不但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也应注重在研究方向上进行调节与指导。对于

德语文学学科来说，应在注重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同时，重点考虑推动本

学科的学术规范的形成与学科建设意识，同时兼及每个子学科的分科发展。

而在 “十一五”期间，我们建议对以下领域与方向给予重点倾斜。

一是具有广泛学术史意义或本学科集大成意义的学科史、学术史综合研

究。目前已有学者开始涉猎本学科的学科史研究，但仍处于初级状态。上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形成热潮，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
要想进一步推进，就必须进入具体的学科史层面进行挖潜。而外国文学作为

特殊学科，对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德语文

学学科又由于特殊的德国学术史背景，有可能提供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

重要视角，应予以特别重视。

此外，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本学科迫切需要一套具有学术性价值的

大型丛书，可以著作为主导，带动编著、译著的发展思路，考虑设立 “中国

德语文学学科史建设丛书：学术文存、研究指南与专业导向”，如分１０册请
汉语学界最权威的学者分任主编。同时编译一套配套的外国学者的经典研究

论著，全面地了解外国 “德语文学学科”的研究前沿状况。具体内容是：

①写作详尽的长篇研究导论，阐述本研究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兼及西方在此领域的学术状况 （重点著作与学术观点应包括在内），总结范

式，提出前瞻，５万 ～１０万字。②选择并留存本领域百年来的经典著作，重
要论文附文，论著有扼要之提玄勾勒，使人一目了然。另可适当补附新译的

西方重要论文２５万 ～３０万字。③开列本领域百年来的研究目录，并附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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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此领域的重要研究目录，５万 ～１０万字。每册合计共 ４０万 ～５０万字。
全套书共计４００万 ～５００万字，为以后学界从事研究提供指南，既是本学科
的必读参考书，亦可为其他专业了解本学科研究发展状况提供权威的资料。

二是具有学术推进意义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虽然我们的学科研究史已

近百年，但大量属于经典性质的作家作品都未能译介，更极少出现具有典范

意义、得到大家公认的经典著作研究。所以对于像歌德、席勒、海涅之类的

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应给予重点支持，并注重其在学术史上的推进意义。

三是文学理论／批评的通史与专题研究。德国文学理论／批评非常发达，
在西方学术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这个方面我们无论是译介还是研

究，都极为薄弱，应予以重点支持，包括文学理论家研究、文学理论流派研

究乃至通史研究。譬如像 “德国文学批评史”这类的研究，就是国内学界迫

切需要的，可以要求研究者提供两个成果：一个是写作的 《德国文学批评

史》、一个是翻译的 《德国文学批评译文集》。

四是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专题史、断代史研究。现在除了寥寥几部文学

通史以外，没有各科的分题专史，如德国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

等，也基本没有断代史的研究。在这个方面应鼓励研究者缩小范围、发挥所

长，在进行基本的史实梳理与文本／作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较为宏观的
研究。

五是具有问题意识的中德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
哪个具体研究领域，对中德文学／思想／文化关系的关注越来越显得突出。中
德比较文学领域且不论，从作家作品到文学理论，对 “中国因素”的关注是

越来越显现出来。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是中国学者最有可能做出突破与世

界一流的学术研究来。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倡具有问题意识的实证性研究，

充分发掘第一手材料，进行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可以在国际上与外国学者一

争雄长。

六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从学术趋势来看，目
前文学研究已越来越走向外部研究，强调与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在

这方面，英美文学好像走得更快些，而德语文学仍主要停留于原来的文本／作
家研究范式。我们应鼓励那些具有创新意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尤其是

应关注德语文学在全球化／现代性背景中的重要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

（执笔人：叶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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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文学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语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黄金世

纪”和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语种或国别文学史写作告一段落。

１“黄金世纪”文学研究
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陈凯先的 《塞万提斯》（２００１）和 《西班牙、葡萄

牙经典作家丛书》（２００１）。前者是迄今我国对塞万提斯研究中字数最多、内
容最丰富的一部专著；后者虽为译丛，但每一种都有一篇比较扎实的序言，

关涉 《卢卡诺尔伯爵》、《洛佩·德·维加戏剧》、《卡尔德隆戏剧》、《真爱

之书》以及 《流浪汉小说》、《“黄金世纪”诗歌》等。此外，陈众议为丛书

所撰的总序凡两万余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西班牙、葡萄牙文学 “黄金世

纪”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的 “经典重读”栏目刊登了李德

恩有关 《堂吉诃德》、《小癞子》、《塞莱斯蒂娜》等西班牙古典名著的系列

评论。其他散篇有李静的 《从传说到神话：试论西班牙文学长廊中的 〈堂

璜〉》、滕威的 《〈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陈众议的 《永远的 〈堂吉诃

德〉》，等等。

２拉美当代文学研究
拉美当代文学研究仍是我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研究的重心所

在，５年间共出版有关专著近 １０部。其中有陈众议的 《博尔赫斯》

（２００１）和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２００３），赵德明的 《２０世纪拉丁美
洲小说》（２００３），朱景冬和孙成敖的 《拉丁美洲小说史》 （２００３），郑书
九的 《鲁尔福———执著地寻找天堂》 （２００３），赵振江的 《西班牙和西班

牙语美洲诗歌导论》（２００２），赵振江、滕威的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

的爱情·诗·革命》（２００４）等。这些著作或深刻，或系统，基本侧重于
对当代拉丁美洲作家作品研究，从而推动了我国拉丁美洲文学学科的

发展。

相关论文近百篇，发表于 《外国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和 《当代外

国文学》等重要学术刊物。其中最为集中的是博尔赫斯研究，约占论文总数

的近１／３。这多少反映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对这位阿根廷作家
的关注与重视。申洁玲的 《试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自我认识》、王钦峰的

《释博尔赫斯 “无穷的后退”》、唐蓉的 《博尔赫斯———从圆到圆》、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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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之梦》、沈健的 《博尔赫斯诗二首解读》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

博尔赫斯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并大都对其持肯定态度。陈众议的 《童心

剖诗———论博尔赫斯的老虎、镜子与迷宫》、 《博尔赫斯的矛盾与偏见》、

《遁入虚无———评博尔赫斯的选择》等，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博尔赫斯的形

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国内创作界如残雪、余华、

马原、苏童、格非等现身说法，对博尔赫斯进行了 “接受后”批评。残雪的

《博尔赫斯解读》 （２０００）与其说是一部专著，毋宁说是对博尔赫斯和卡夫
卡等现代作家的阅读札记；但其中的不少片段可谓情深意切，体现了中国先

锋作家对博尔赫斯的青睐和偏爱。此外，赵稀方的 《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

践》（２００３）设专章论述中国先锋写作与博尔赫斯的关系，谓博尔赫斯的进
入标志着中国 “后现代文学”的来临。类似评论还有张学军的 《博尔赫斯

与中国当代先锋写作》、季进的 《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及其对中国的影

响》，等等。

巴西作家科埃略仅次于博尔赫斯，是近几年我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的一

个 “热点”。其中孙成敖的 《启示人生的智慧之书：巴西畅销书作家保罗·

科埃略作品浅议》和陈众议的 《〈炼金术士〉序》是相关评论中较有分量的

两篇。前者系统梳理了科埃略的创作道路；后者则侧重于分析科埃略的叙事

策略。

其他比较重要的评论有段若川的 《阿根廷女作家雷蒂霞·比希尔》、仵

从巨的 《现代幻想的 “完美之作”： 〈莫雷尔的发表〉》、赵德明的 《阿尔

维·波塞及其小说创作》、史楠的 《女性化和民族化的触角：评墨西哥当代

女作家卡门·波略萨的小说》、王宏图的 《卡彭铁尔及其新巴罗克主义风

格》、于凤川的 《代沉默者疾呼的阿斯图里亚斯》、陈众议的 《全球化？本

土化？———２０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和 《普伊格的无主题小说》，

等等。

３存在问题和 “十一五”建议

“十五”期间，我国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研究基本保持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广度，而且在某些课题如 “黄金世纪”、博尔赫斯研究有所深化，

但研究队伍明显呈萎缩趋势。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院校普遍

呈现出重应用语言轻文学教学的倾向，不少西班牙语文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写论文也只是为了拿文凭，而后那些论文便被束之高阁、视为纪念了。１０年
前我们说的是 “青黄不接”，如今却是真正的后继乏人了。因此， “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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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应合理配置资源，利用现有人才，集中解决本学科的基础建设问题和

迫切问题：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史，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文学发生学和重要断代研究，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与东方和美

洲文化的关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经典作家如洛佩·德·维加、卡尔德

隆、贡戈拉、克维多、卡蒙斯、克罗兹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文学。

（执笔人：陈众议）

八　意大利和中东欧文学研究

意大利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中欧国家的文学

研究，在世界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过去的５
年里，由于科研人员日益减少，后继乏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一问题应

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１“十五”期间意大利文学研究状况
２００１年中国意大利文学学会召开了 “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与现实”

研讨会。大会的发言广泛涉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

化，并对薄伽丘、塔索、圭恰迪尼等的短篇小说、长诗、戏剧的特色和经验

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进行了具体探讨。发言将结集出版，这应是中国第一部

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专题论文集。

中国对于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研究向来集中在但丁的 《神曲》，过去５年
也是如此，如刘建军的论文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人学观与但丁创作》

（２００１）、姜岳斌的论文与 《西游》等。意大利的中世纪文学研究已扩展到

其他作家，如杨晓莲的论文 《论托马斯·阿奎那的艺术观》等。

近几年来，意大利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于皮兰德娄的戏剧、卡

尔维诺的小说、斯戈隆的乡土小说、玛拉依妮的女性小说、隐秘派诗人翁加雷

蒂。还有一些文章注重于对２０世纪文学的整体回顾或总结，如 《２０世纪意大
利诗歌》、 《２０世纪意大利儿童文学》、 《２０世纪意大利文学：传统与革
新》等。

意大利文艺理论研究主要关注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和克罗齐的美学思

想。如张怡的 《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 （２００１）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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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有关文化方面的一些论点。２００２年是克罗齐逝世５０周年，中国意大利
文学学会召开了有关克罗齐的专题研讨会，会上文史哲各方面的学者对他的

哲学、美学、史学、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还将他与同时代意大利作家

邓南遮、皮兰德娄进行了比较。

（执笔人：吴正仪）

２“十五”期间中东欧文学研究状况
这５年里，我国中东欧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发表的专著有杨燕杰

的 《保加利亚文学》（２０００），易丽君的 《波兰战后文学史》 （２００２）；蒋承
俊的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史》、冯植生的 《裴多菲》和张振辉的 《密茨凯维

奇》等著作已交稿，即将出版。

此外，还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林洪亮的 《显克维奇与鲁迅》 （２００４）、
冯植生的 《见证历史，昭示后世———２００２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尔蒂
斯·伊姆雷》（２００３）等。

（执笔人：冯植生）

九　比较文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比较文学研究状况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者是近年来我国最大的一支研究队伍 （包括中

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在过去的５年里，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不少，
仅出版的教科书就有１４部之多，如曹顺庆主编的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

（２００１）、方汉文的 《比较文学基本原理》 （２００２）、杨乃桥主编的 《比较文

学概论》（２００２）、乐黛云的 《比较文学简明教程》（２００３）等。专著、论文
集也有３０余部，如夏康达和王晓平主编的 《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

（２０００）、曹顺庆的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２０００）、徐志啸的 《近代中

外文学关系》（２０００）、孟华主编的 《比较文学形象学》 （２００１）、成良臣的
《外国文学与中外文学比较论》 （２００１）、金元浦的 《“间性”的突现》

（２００２）、叶舒宪的 《文学与人类学》（２００３）等。至于发表的论文，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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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加可观。与此同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也不少：①学科理论
建设较薄弱，《比较文学概论》教材低水平重复较多。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尚需进一步研究。③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研究的结合问题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④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性、
资料性工程十分薄弱。⑤世界性的重大的比较文学前沿问题研究仍显薄弱。
⑥厚重的原创性学术成果缺乏。

（二）“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趋势和研究重点

未来５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将日益凸显，
文化的交流、碰撞乃至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比较文学必将置身于文化交流

与文明冲突的核心位置。因而在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从跨

文明的角度来研究文明之间和平共处、交流、互识互补，从而达到以各种文

明和谐相待，相互理解，促进世界和平，将成为未来５年比较文学研究的重
大课题。

在这一背景下，可着重研究异质文明下的文学交往、文学接受与误读、

文学观念的对比、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相互理解和交融等问题。

（三）课题建议

１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研究
西方文论研究，长期着眼于介绍西方、照搬西方，这样的研究对中国文

学研究并不利，甚至造成了中国自身文化的失落，学术界称之为 “失语症”。

研究西方文论，仅有文艺学界的学者或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不够的，还必须动

员两方面的学者和加上比较文学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

中国化、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化及文论的结合、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结

合等问题。重点可以研究：①马列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②西方文论翻译与
异质文化误读；③西方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比较研究；④中西文
论交流关系研究；⑤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⑥汉语语境中的西方文
论研究；⑦比较诗学史研究。

２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是引进欧美学者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中

国比较文学兴起之初，对中国比较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有不符合中

国国情、不符合异质文明之处。我们应结合中国文学实践，大力开展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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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而不应当总

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笼罩下低水平的重复。重点可以研究如下课

题：①跨文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含创新性、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研究）；

②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研究；③文明交往与文学交流史研究 （含系统的文

学关系研究）；④比较文学学科史研究 （含大型资料、史资研究）；⑤比较
文学中国派研究；⑥异质文明交往与文学变异研究 （含形象学、译介学、

主题学等）。

（执笔人：曹顺庆）

十　加、澳、新文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加、澳、新文学研究状况

“十五”期间，我国对加、澳、新文学研究，与 “九五”期间相比，无

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１加拿大文学研究
加拿大文学研究的专著有孙桂荣的 《魁北克文学》 （２０００），它较全面

地介绍了魁北克文学 ４００多年来各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傅俊的 《玛格丽

特·阿特伍德研究》（２００３），从生平和作品两个方面对国际阿特伍德研究做
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是一部代表了国内阿特伍德研究最新进展的学术著

作。ＪＯＧｇａｒｄ、王宁编著的 《弗莱研究：现状与展望》 （２００１），是一部适
合于中国学者的导论性文集。

与专著相比，论文的数量较多。关于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有陈小慰的

《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评析》（２００３）、傅
俊等的 《互文与颠覆———阿特伍德小说 〈预言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２００４）、丁林棚的 《阿特伍德小说中 “潜入地下”主题的反复再现》

（２００２）等１０多篇。关于加拿大文论家弗莱的有两篇：王宁的 《弗莱：当代

文化批评的先驱者》（２００１）、刘吕忠的 《论 〈伟大的代码〉的文学批评特

色》（２０００）等。关于加拿大女性主义文学的有郭继德的 《女权主义运动和

加拿大戏剧》（２００４）、刘意青的 《存活斗争的胜利者》 （２００２）、王玲等的
《〈斯通日记〉的后现代 “后情节”特征》 （２００１）、陈榕的 《平凡者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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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简评加拿大女作家卡罗尔·希尔兹的小说创作》（２００３）。此外，还有
不少关于其他加拿大作家、加拿大华裔文学等方面的文章。

２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专著有王腊宝的 《多元时空的回响》 （英文版，

２０００），是一部上世纪 ８０年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断代史研究。韦比的
《澳大利亚文学》（英文版，２００３）以澳大利亚建国到 ２０００年为线索，扼
要介绍了该国的重要作家、文学运动、文学风格和体裁，涉及小说、诗

歌、戏剧、传记等。钱超英编的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

选》（２００２），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澳大利亚 “新华人文学”及其相关文化

问题的批评、研究资料集。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其他澳大利亚作家、女性

主义文学、华裔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如黄源深的 《追踪澳大利亚文学》

（２００２）等。
３新西兰文学研究
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学研究著述相比较，新西兰文学研究的著述较

少；论文有赵友斌的 《做一个新西兰人———新西兰民族文学之父弗·萨吉森

的小说艺术》 （２０００）、王晓凌的 《后现代派文学与新西兰作家珍妮特·弗

雷姆》（２０００）、张明的 《亦幻亦真，畸形人生读珍妮特·弗雷姆的 〈猫头

鹰在哀叫〉》（２００３）、赵友斌的 《在白云的故乡歌唱———当代新西兰毛利人

文学概述》（２００２）等。

（二）“十五”期间加、澳、新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

问题

１主要特点
（１）能更多地运用新的批评理论和观察视角 （尤其是女性主义、后现

代、后殖民等批评理论）研究文学现象、思潮、流派和具体的作家作品，体

现了多样化倾向。

（２）以处于边缘或弱势的女性、华裔、移民、土著等文学为研究对象。
２存在问题
（１）选题重复较多，研究对象分布不平衡；往往集中在几个方面 （如新

西兰毛利人文学概述）或几个作家身上 （如阿特伍德）；大多是个人项目，

相互交流不够，论文有时 “撞车”。

（２）研究性专著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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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五”课题建议

（１）加强对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加、澳、新的文学现象、思潮、理论
（特别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等）的研究；

（２）加强对加、澳、新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３）作为 “非主流国家”的加、澳、新文学史的撰写远远滞后于队伍

日益壮大的需求。仅以加拿大为例：黄仲文等编的 《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

（１９９１）仍是内容较为翔实的中文加拿大文学史，然而它只涵盖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前的作家作品。而自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正是一批当代作家的创作
高峰期，他们的高质量的创作成果 （包括文学理论和批评成果）赢得了很高

的国际声望，如弗莱、阿特伍德等。因此有必要写作一部较为翔实的包括英

语和法语文学、涵盖近 ２０～３０年来的发展的加拿大文学史。澳、新文学史
也有类似问题；

（４）继续加强对薄弱环节 （如新西兰文学、戏剧、诗歌，以及华裔、土

著、移民等弱势群体文学）的研究；

（５）对重要文论家 （如弗莱、哈琴等）进行专题研究。

（撰写人：傅　俊）

十一　综合性外国文学与理论研究

（一）“十五”期间综合性外国文学研究状况

这段时期内，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出版数量不少，如犹家仲的 《外国文

学史》（２００４）、蹇昌槐的 《外国文学新编》 （２０００）、朱维之等的 《外国文

学简编》 （２００４，修订版）等。此外，还有李赋宁总主编的 《欧洲文学史》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三卷本）。在编撰体例方面表现出一些新意的著作，如吴元迈
主编的１０卷本 《２０世纪外国文学史丛书》（１９９９～２０００），通过撰编各主要
国别的文学史，试图在宏观上把握 ２０世纪外国文学的进程。此套书是按国
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个语种的专家学者执笔；如王福和等主编的 １０
卷本 《外国文学史话》 （２００１），是一部叙述数千年来外国文学史事等，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通史。王向远、陈悼、刘象愚主编的 《比较世界

９３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文学史纲》（三卷，２００４年修订本），则试图进行一种所谓 “比较世界文学

史”的研究，强调宏观的、全球视野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强调 “比较”的

含义，描述世界各民族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对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民族特色加以比较研究。但总体而

言，由于此类著作大多为多人合作，基本上都停留在教材编写的层次上，即

使有些理论尝试的构想，但基本都未能落到实处。这是现在学术研究中较大

的问题：即出大项目、出成套著作。这种思路值得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２０世纪外国文学史丛书”由于是由研究者单独负责自己的专著，相对
要好些，因为这使研究者主体的学术思路相对更容易贯彻些，而非仅停留在

泛泛的 “编写”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地域性研究意味的专著值得关注。麦永雄的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２００２）从文化角度探讨作为整体的东方文学；蹇
昌槐的 《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２００３）尝试用后殖民文化理论去重新看待
世界文学，通过若干经典作品文本的解读，提示文化帝国的命题。虽然对西

方构成的复杂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照不够，但这种勇于探索的尝试是值得肯

定的。

（二）“十五”期间综合性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状况

国别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现状，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综合性的外国
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因为从总体来看，这类著作
还不太多。相关的著作有麦永雄的 《多维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学》（２００１）与
《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２００２）。

我国外国文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专著和论

文集方面有马驰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 （２００１）、王杰的 《马克

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２０００）等；主要论文有吴元迈的 《马克思恩格斯

论文化进程和世界文化》 （２００２）和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

考》（２００４）、吴晓都的 《列宁与２０世纪大众文化》（２００２）、陈世雄的 《本

雅明美学与布莱希特戏剧》 （２００２）、黄力之的 《艺术本质论———普列汉诺

夫与卢卡契研究》（２００２）等。

（三）“十一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课题建议

（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化与民族化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９３９外 国 文 学　　　　



论的研究，分清其中须坚持的基本原理、须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须

破除的外界对其教条式的理解或附加在其身上的错误观点，使新世纪马克思

主义文论的时代化和民族化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

（２）外国文学学科理论创新研究。本课题可以在系统梳理中国外国文学
百年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西方文学史观对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发展的

积极的与消极的影响，努力探索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

在务实与创新的层面上推进新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

（３）外国文学若干前沿问题研究。本课题可以以专题研究形式列项，如
世纪之交的外国人文思潮研究、当代外国重要文论和文论家研究、新世纪以

来受关注的外国当代作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专题研究、外国经典作品

的现代解读、外国影视文学研究、外国网络文学研究、信息时代的外国文学

研究、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等。

（４）外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研究。外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发生
过极为复杂的联系，本课题可以以文学为点、文化为面，以专题为点、宏观

思考为面，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本课题可

综合研究，也可按地区和国别进行。

（５）汉语语境中的西方文论研究。
（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７）中国外国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反思与重建。

（执笔人：叶　隽等）

十二　关于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学在西方是一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才逐渐兴起的新学科，其特点
是跨学科、交叉性、综合性，是在语言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在哲学、

美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３０多年来，他们对其学科性
质、学科建构等问题讨论得比较多，并在短时间里产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又

相互影响的流派，同时也反过来对上述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产生了不少影

响。从教学科研体制上来说，国外至少有 ２５０多个翻译学的教学研究机构，
有近１０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翻译学学术期刊，出版了至少几百部研究专著，
培养了大量的翻译学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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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然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就有董秋斯等人提出要建设翻译学，但由
于种种原因，直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才开始探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
题，直到进入新世纪，学科建设才真正起步。翻译学第一个学位点于 ２００４
年２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建立，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翻译学硕士生、
博士生。国内已有３０多所高校组建或正在筹建翻译研究中心／所，２０多个博
士点招收翻译方向博士生，近百所高校招收外国语言文学翻译方向硕士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基础研究项目，探

讨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相互影

响，以及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翻译教学、反映学科历史的翻译史研究。特

提出以下研究领域或方向。

（１）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
（２）外国文学经典在华翻译、传播史。
（３）中国２０世纪翻译文学史。
（４）外国文学翻译理论解读。

（执笔人：穆　雷　王东风）
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吴元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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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语言理论研究

一　“十五”期间研究现状与成绩

语言理论的研究既要与国际语言理论界的研究保持同步和对话，又要体

现中国理论研究的特色。应该说在这两方面近年来都有明显的进步。比如，

词汇扩散理论和语言联盟的观念，都是对国际上已有理论的继承或批判，都

是建立在我国丰富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之上的。又如，对

语言符号象似性的重新研究，也是由于注重汉语比较注重 “以物取象”的特

点，从而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韵律和语法的关系问题，研究者立足于

汉语中韵律对构词和句法的明显影响，把总结出的规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国际上过去由于主观臆测太多而被搁置，现在由于遗

传科学的进展和计算机的普及而重新获得动力。现将近年来语言理论研究的

主要情况分五点论述如下。

（一）“词汇扩散理论”和相关研究

王士元利用汉语方音以及中古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材料通过

计算机的统计分析提炼出历史音变的 “词汇扩散理论”，对历史语言学

中占支配地位的 “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提出挑战。 “青年语法学

派”的音变理论认为语音的演变是连续的、渐变的，而这种变化在词汇

中的实现却是离散的、突变的。 “词汇扩散理论”认为音变的方向正好

相反：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而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却是

渐变的、连续的。这种理论注重音变的不规则性，是否定 “语音规律无

例外”的方言地理学 “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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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扩散理论”提出后有不少以这种理论模式为依据的各种领域的研

究，包括语言习得、语言分类、语言史、词频研究等。这个理论在初期也存

在一些明显的弱点，如把词汇扩散看成音变的唯一方式，看不到音变的规

律，没有区别文白异读与离散式音变的不同性质等。这样一些弱点和不足在

后来的一些研究中得到弥补和改进。文白异读是方言之间互相影响互相竞争

的结果，体现语言的 “横”向扩散，徐通锵、王洪君据此提出了 “叠置式

音变理论”，较好地解决了 “不同的音变途径究竟是由哪些条件决定的”这

么一个问题。叠置式音变是一种可以与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相并列的新

的音变方式。

最近，王士元和连金发又提出 “双向扩散论”，解除音变和词汇类推的

对立，进一步支持 “词汇扩散论”的模式，其依据是音韵和语法／词汇有互
动关系。今后可以从更加广阔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

（二）“语言联盟”的概念和相关研究

语言的系属关系通常都用印欧语历史比较学的 “谱系树”理论来解释。

有人认为，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汉语和东亚一些语言 （特别是国内一些少数民

族语言）的相互关系有点捉襟见肘，难以确切把握语言关系的性质；特别是

侗台语的系属关系，它是国际汉藏语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陈保亚利

用关系词阶的分析方法，重新提出 “语言联盟”的概念。这个概念过去特鲁

别茨科依也曾说过，但没有成为一种语言理论模型。陈保亚根据汉、傣两种

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过程的具体考察，总结出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

换等一些新的、前人不曾涉及的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语言的接触

是一种互协的过程，呈现出无 “界”而有 “阶”的特点，即语言的任何结

构层不分 “界”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区别只是越是核心的词汇和结构受

到冲击的力度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 “阶”。根据这种语言接触机

制的规律，以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语音对应和同构这两条标准，既可以由

语言发生学产生，也可以是由语言的接触产生，因而不足以证明语言的系

属。为了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无界有阶”理论用 “阶”的曲

线来具体考察关系词在汉、傣两种语言中的反映，看其不同的走向确定语言

关系的性质，并最终认为侗台语和汉语是由语言接触而形成的一种语言

联盟。

汉藏语的语言系属关系究竟是否也能用 “谱系树”理论来解释，对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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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行之有效的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语是否也完全适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还是应该严格地遵照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藏语的

系属关系，但是要严格确定同源词，要注意各别语言的构词法和词义引申等

规律。

（三）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

韵律属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研究范围，它和构词法和句法之间的相互作

用过去也有一些研究，如吕叔湘先生就汉语单双音节对语法结构的影响有过

很好的描述。近年来冯胜利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很重要的进展。他发现汉语的

构词韵律是音步而非重音，并从词汇的音步属性着手，进而发现汉语的

“词”和 “语”具有不同的韵律属性，简而言之就是 “右向构词，左向成

语”。由最小音步 （或标准韵律词）组成的双音节形式，既可以是词，也可

以是语，不存在左向右向的区别，是 “无向音步”。根据词、词／语、语三者
在音步的 “大小”和 “组向”上的区别，可以对 “修理汽车厂”名称不成

立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构词音步的组向和动宾短语音步的组向相

矛盾。

如果说以上研究成果还只是冯胜利将国外已有的韵律构词学理论运用到

汉语构词法上来并有所发现，那么韵律句法学的提出则基本上是他在韵律构

词学的基础上结合汉语实际做出的创新。韵律句法学是研究韵律与句法之间

相互作用的一个分学科，研究韵律如何受句法的影响与控制，句法如何受韵

律的影响与控制。“韵律受句法的影响与控制”虽已为当代语言学界普遍接

受，成果很多，而 “句法受韵律的影响与控制”却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与接

受。韵律句法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出：在韵律与句法的相互作用中，不仅

句法对韵律有支配作用，韵律对句法也有制约性的反作用。韵律句法学的建

立有大量的汉语事实做基础，在理论上是对 “句法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系

统、不受 （广义的）语音的任何影响”的传统观点的挑战，有很重要的

意义。

（四）语言起源和建模仿真的研究

语言起源是研究语言和人类的一个中心问题，一说语言起源于 “约定俗

成”，为弄清 “约定俗成”的真正含义，王士元试图借助计算机用仿真实验

来加以说明。根据 “复杂理论”，非常复杂的现象可以从一组非常简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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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产生，只需要适当的起始条件以及一些偶然的因素和选择机制。语言是

一种复杂现象，它的起源，词汇的形成是一个重要门槛。这项研究假设在原

始人群里，一开始时不同的人可能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同一个事物，但后来

经过彼此长期的交流，互相模仿，最后在人群里形成一个统一的信号系统，

这就是 “约定俗成”，就是语言的开始。借助数学模型的仿真实验可以看出

原始语言发展的可能途径和交流者采取的模仿策略。语言起源的第二个门槛

是语法的形成，以上模型今后也可以用来模拟语法中的层次结构、循环体

系、不连续成分等特征的产生过程。

（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研究

自从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来，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一面一直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在 “认知语言学”的推动下，通过研究发现语言

符号的象似性程度要比人们原来想像的高得多。戴浩一首先对汉语的词序与

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之间的象似关系加以研究，发现这种象似关系在许多看

似无关的语法现象中都存在。张敏对汉语名词短语中 “的”字的隐现问题用

“距离象似”的原则作出深入的解释。刘丹青则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介词短

语位置的变化及后置介词 （方位词）的产生着眼，论证的 “中介项居中”

这条 “位置象似”的原则是如何起作用的。沈家煊在 《不对称和标记论》

中更全面地论证了各种象似原则，并且指出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象似

关系是一种部分的象似，即不完全的对应关系。他还进一步论证这种不完全

的形义对应关系是由语言演变过程中形式和意义演变的不同步造成的，具体

说就是形式的演变滞后于意义的演变，形式发生变化之后旧有的意义还会部

分的保留。由于语言处在不停顿的演变中，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不对应是绝对

的，对应是相对的，因此对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我们只能做到不完全

的预测。这种 “不完全的预测”也就是对倾向性的预测，与当今语言类型学

的研究取向相一致。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我国语言研究的理论意识还有待提高，理论研究与事实描写相脱节的现

象还没有根本扭转，这主要表现在，在分科或分工上，有人专搞理论研究，

有人专搞事实描写。其实理论意识应该贯穿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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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理论到理论或空谈理论的倾向也没有完全克服，这不利于语言理论

研究在我国语言研究中确立重要的地位。

三　“十一五”期间应重点研究的课题

今后结合我国的语言实际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的

力度。

（１）汉藏语同源词确定的原则。如何区分同源词和借词，在确定同源词
时如何考虑各种语言的构词法和词义引申方式。

（２）语言的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如何交互作用。包括语法化和词汇化的
历时方面和共时方面的关系，历史音韵演变和现代方言音韵变异的关系，历

史语法词汇演变和现代方言语法词汇变异的关系等。

（３）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在当代类型学的关照下来
考察汉语的特点，从汉语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如何上升到一般语言理论。

（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特别是象似性的范围和程度要
受到哪些限制，背后的理据是什么。“约定俗成”的过程和性质究竟是什么。

（５）语言内部几个组成模块之间的交互作用，特别是语音学、句法学、
语义学、语用学这几个部分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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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汉语研究

一　现代汉语研究

（一）语音

１“十五”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十五”期间，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１０篇左右。其角度，涉及四大方

面：①语音本体研究。包括声母、韵母、声调、音位、音变、韵律等内容。
②语音应用研究。包括语音教学、语音合成、语音切分与标记、特殊人群的
语音发生、语音与语法的联系等内容。③语音对比研究。包括现代汉语语音
与现代英语语音的横向比较、现代汉语语音与古代汉语语音的纵向比较。

④语音测试研究。主要针对怎样降低语音失真度来进行。
专著不太多，值得重视的有两部，是研究声调的。

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 “点”：①声调研究。运用声学实验
的方法，讨论声调和语调的关系等问题。②韵母研究。既有分析元音的，也
有观察韵尾辅音的。③重音研究。比较侧重运用实验的方法考察韵律短语中
的重音现象。④音变研究。既考察了音节内部构成成分的演变情况，也探讨
了音节之间的相互影响。

“十五”期间现代汉语语音研究工作在 “面”和 “点”两方面都有进

展。跟 “九五”期间的研究相比较， “面”越来越宽阔， “点”越来越

深化。

２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偏重于语音现象的具体分析，不太注重

语音理论的概括提炼。第二，偏重于声学、听觉特性的研究，对语音社会性

质的探讨不够深入。第三，偏重于音节内部的分析，对音节间的语音现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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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较少。第四，偏重于语音本体的研究，对语音与语法、语义之间的联系缺

乏较为系统的探讨。

“十一五”期间，研究的发展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音节内部构成

成分 （声母、韵母、声调）、音变 （共时音变、历时音变）、韵律 （重音、

语调、停顿）、语音教学、语音切分与合成、单点方音等的研究，将可能进

一步深化；另一方面，音节之间的联系、语音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方音系统

之间的比较等的研究，有可能得到强化。

３“十一五”期间建议重点研究的课题
（１）从生理方面考虑的：①基于肌电实验的汉语普通话语音特性研究；

②耳聋和弱听儿童汉语语音性质的声学研究。
（２）就语音本体考虑的：面向语音合成的韵律研究。
（３）“多学科合作的现代汉语语音研究”：语音学与其他一些学科有着

密切的联系。研究中，不能自我限制，而要采取开放式的研究思路。当今学

科分类越来越细，高层次的跨学科人才难以在短时期内大批地培养。进行语

音研究，跟相关的多学科 （如计算机科学、物理声学、心理学、社会学、文

化学、语法学、语义学等）开展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词汇

１“十五”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十五”期间质量较高的著作出版了 １０多部，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了

２００篇左右。研究的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①对词汇进行了多角
度多侧面的总体观测，试图建立起新的研究架构，丰富了词汇学理论。②今
古串联，多点切入，进一步对词语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还从语

位、语音、语义、语法等角度探讨造词问题，结论颇有启示性。③重视吸收
俄罗斯和欧美诸国词义研究成果，微观、宏观并进。有的学者还对词语形成

的动因进行了系统研究。④将熟语及他类特殊词汇与文化密切联系起来进行
研究，重视了 “成语文化”、“歇后文化”，注意了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

响。⑤将词汇学与词典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进一步开展信息处理用现
代汉语词汇研究。

“十五”期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与前些年相比

较，有以下特点：研究方法渐渐走出传统的套路，研究范围日益广泛，内容

不断更新，同时，开始注意与邻近学科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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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如何使词汇学与语法学、语义学、语用

学等学科更好地结合起来，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第二，如何打破时间

上的藩篱，使古今词汇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更清晰地了解现代词汇之

源。第三，如何更好地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成果、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

以丰赡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十一五”期间，研究的发展趋势有三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汉语词汇

研究将在与相邻学科的结合中加强求索；另一方面，在词汇化的过程研究方

面将得到深化；第三方面，在计量词汇学领域将获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３“十一五”期间重点研究的课题
（１）语用环境下词义变异研究。
（２）类义词的语言／方言类型研究。
（３）结合语法语用的词汇词义研究。
所谓词汇词义，是指词汇系统中一个一个语词的基本含义；所谓语法语

用，是指语词在特定语法组合中的实际运用。在特定的语法环境中，在语言

的动态应用中，词语的含义往往比词汇角度的解释要丰富得多。孤立的词汇

词义层面的分析，只能对相关现象获得最基本的了解；衔接上语法语用的分

析，才有可能获得深入而全面的认识。这种接轨研究，对于发展现代汉语词

汇学，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具有拓新性意义。

（三）语法

１“十五”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质量较高的著作出版了数十部，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了数百篇。研究工

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就广度而言，覆盖了以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方

面面，而且有所扩大。单句句式研究、复句句式研究、词类研究和篇章语法

研究，语法化研究、配价研究、认知研究和指称研究，都有值得重视的成

果；普通话语法与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汉语语法

研究者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者的合作研究，开始成为热门话题。就深度而

言，各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深入和细化。比如，单句句式方面 “被”字句、

“把”字句和存现句的研究，复句句式方面因果句和转折句的研究，词类方

面名词、副词和拟音词的研究，都有突破。又如，配价研究方面的成果虽然

不是很多，但有明显的进展。从动词、形容词、名词等的配价，发展到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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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价 （广义配价）和句式的配价，从逻辑配价或静态配价发展到动态的配

价，并开始注意到句法语义的动态性对配价的影响。另外，有些学者尝试进

行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配价研究、汉语方言的配价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配

价研究，对目前的配价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一些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十五”期间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综观全局，可以看到以下三

点：①研究中出现了不同倾向。主要倾向有三：一是 “形义语法”。重视形

式与语义的相互验证，注意考察语用对语法的影响，崇尚多角度、多侧面的

动态研究思路。二是 “认知功能语法”。借鉴认知语法和功能语法的理论，

重视从句法外因素来观察、分析汉语语法的现象，从认知和功能角度来揭示

或解释汉语语法的规律。三是 “形式语法”。借鉴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

研究汉语问题。从一些青年研究者的成果中可以看出，前两种倾向有融合的

趋势。②比较方法受到高度重视。主要包括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比较，
古、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汉语与非汉语的比较。运用比较方法研究

问题，落脚点是现代汉语语法，注意在广阔的语言或方言背景下考察汉语普

通话的问题，显得视野开阔，思路活泼，新的见解不断产生。尤其是关于汉

语类型和共性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③在研究的理论化和个性化上有
追求。学者们意识到创新之重要，力图通过研究汉语语法问题，探求自己的

理论和方法，争取能够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平等对话。

２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创新性理论不多，学术流派意识不浓，

没有真正形成 “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第二，现代汉语的许多事实并未描

写净尽，揭示汉语真正特点的工作还十分艰巨。第三，没有对 ２０世纪汉语
语法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整理，缺乏 “汉语语法百科全书”这样的

宏大巨著。

“十一五”期间，研究的发展趋势估计有三个方面：一方面，理论与方

法的探索将有所加强，流派意识的形成将有所显现；另一方面，语义与句法

格式的匹配和相互影响仍然是最主要的研究内容，语法化研究将保持强劲的

势头，类型和共性研究将出现新的热点；再一方面，本体研究者和应用研究

者的合作将出现新的局面。

３“十一五”期间建议重点研究的课题
（１）现代汉语通用语和方言的句法语义分析比较：这是汉语语言学中一

项重大的基础研究。这项研究，至今仍很薄弱，远远不能满足语言教育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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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信息处理的需求，而且代表着我国语言学界数量很多的一大片学者，不能

忽视。在国家语言文字法已经公布的今天，就 “立足当代”的意义而言，加

强这一课题的研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２）现代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虚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３）汉语特殊动词伦元结构及其变化形式的研究。
（４）韵律和句法语义关系研究。
（５）动宾短语的多角度研究：动宾短语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老大难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如宾语的语义类别问题，双宾语的性质和范围问题，宾

语语义类别的形式标准问题，管控动宾短语的外部因素问题，等等。逐步深

入地研究相关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

（６）叹词和象声词的声调语调研究：叹词和象声词是词类系统中较为特
殊的类别。对于它们的声调语调，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叹词

没有声调，但 《现代汉语词典》中却标出了某些叹词的声调。这个问题，涉

及语法学和语音学，很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７）现代汉语元语言研究：元语言指的是用于解释某种语言现象的语言
事实。元语言研究，起码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值得做：①词典；②对外汉语教
学教材；③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材。有针对性地研究 “元语言”，对于提

高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８）现代汉语句型句式的计算机自动认定专题研究：实现计算机对特定
句型句式的自动识别和认定，不但能够有效地向汉语研究者提供包含多种句

法信息的语言资源，解决汉语句法研究面临的难题，而且能将汉语研究的丰

富成果应用到语言信息化的领域，深化中文信息处理应用性基础研究。

（９）“汉语复句标记的类型学研究”：复句研究，下联小句，上联篇章。
尽管学界已有若干重要成果，但跟单句结构、词类问题的研究相比较，仍然

滞后，这不利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标记类型而言，如果把汉

语、英语、日语做个粗略的比较，不难发现汉语复句的配套标记远远多于英

语、日语。今后，在类型学背景下观察汉语的复句标记，对于汉语特点的发

掘，对于汉语语法学理论的发展，对于复句关系的计算机自动识别和对外汉

语教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１０）习得研究：以往多注意汉语语法习得方面的研究，今后也须注意
语音、词义方面的习得研究。如普通话儿童语音习得与外国人汉语语音习得

比较研究，汉语词汇词义习得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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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

（一）“十五”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汉语方言研究在最近 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在地区或地点方言描写和
研究、地区或地点方言描写和研究、语音研究、词汇研究 （含方言词典）、

语法研究、方言比较、方言地理、方言历史、方言学史、方言课本、方言学

教材和综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新的进展。分类举例略述如下。

１地区或地点方言描写和研究
除单篇论文外，专著有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 （顾黔著，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神木方言研究》 （邢向东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２）、李连进
《平话音韵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这 ３部专著都是博士学位论
文，分别研究江淮官话通泰方言，陕北晋语神木方言和广西平话。贺巍的

《官话方言研究》（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２）是作者多年官话研究心得的总结。
研究吴语的专著有 《南部吴语语音研究》 （曹志耘著，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北部吴语研究》（钱乃荣著，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天台方
言初探》（戴昭铭著，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２）、《浙南瓯语》（颜逸明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和 《吴语宣州片方言音韵研究》 （蒋冰冰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刘民纲 《上海话语音简史》 （学林出

版社，２００４）等。
２语音研究
以单篇论文为多，如魏钢强 《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 （《方言》

２０００年１期）、刘叔新 《介音 ｕ是广州话的语言事实》 （《方言》２０００年１
期）、马希宁 《徽州方言的知照系字》（《方言》２０００年２期）、覃远雄 《桂

南平话的主元音及韵母格局》（《方言》２０００年２期）、符其武和李如龙 《海

南闽语声调的演变》（《中国语文》２００４年４期）及蒋平和沈明 《晋语的儿

尾变调和儿化变调》（《方言》２０００年４期）等。专著有游汝杰和杨剑桥主
编 《吴语声调的实验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庄初生 《粤北土话

音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词汇研究 （含方言词典）

李荣主编的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综合本 （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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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综合本是在４２种分卷本的基础上加工修改编撰而成。分６册，６５５６
页，１３６０多万字。另有饶秉才的 《客家音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研究方言词汇的专著有张惠英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１）。
此作涉及多种方言，并涉及语法和近代汉语问题；涂良军 《云南方言词汇比

较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蒋宗福 《四川方言词考释》 （巴蜀书

社，２００２）；查中林 《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２）；张华文 《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李如龙主
编 《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 （厦门出版社，２００２）。单篇论文有王福堂 《方

言本字考说略》（《方言》２００３年４期）、冯爱珍 《福州话 “毒”的本字》

（《中国语文》２００３年３期）等。
４语法研究
研究方言语法的论著较多，其中专著有邓思颖的 《汉语方言语法的

参数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乔全生著 《晋方言语法研究》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伍云姬主编 《湖南方言的代词》 （湖南方言语法

系列之 ３，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林寒生的 《闽东方言的词汇语

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等。研究方言语法的单篇论文甚多，
如陈泽平 《福州方言的结构助词及其相关的句法结构》 （《语言研究》

２００１年 ２期）、丁邦新 《论汉语方言中 “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

问题》（《方言》２０００年 ３期）、李蓝 《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

型》（《方言》２００３年３期）、刘丹青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方言》

２００１年 ４期）、萧国政 《武汉方言 “着”字和 “着”字句》，（《方言》

２０００年１期）、张振兴 《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方言》２００３
年 ２期）等。

５方言比较
丁邦新、张双庆的 《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香港中文大

学，２００２）一书是第六届闽语研讨会的论文集，主要侧重吴闽关系，也涉及
闽语与客赣方言。张振兴的 《闽语及其周边方言》 （《方言》２０００年１期）
也是比较研究闽语与周边方言关系的。辛世彪 《汉语方言声调比较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通过南方各大方言的声调的比较研究，力图寻找
南方方言声调演变的规律。乔全生的 《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 （《方言》

２００３年２～３期）、《北京话与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中国语文》
２００４年５期）不仅比较研究晋语、福州话和官话的异同，而且也涉及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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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话的系属问题。比较研究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论文有戴庆厦和傅

爱兰 《藏缅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方言》２００１年４期）、李启
群 《湘西汉语与土家语、苗语的相互影响》（《方言》２００２年１期）。

６地理和方言分类
有以下单篇论文：詹伯慧 《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方言》２００２年４

期）、陈章太和詹伯慧及伍巍 《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 （《方言》２００２年３
期）、王福堂 《平话、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方言》２００１年２期）、伍
巍 《论桂南平话的粤语系属》（《方言》２００１年２期）、陈立中 《试论湖南

汝城话的归属》（《方言》２００２年３期）、李小凡和陈宝贤 《从 “港”的词

义演变和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北界》（《方言》２００２年３期）等。
７方言历史
专著有游汝杰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 （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２），此书考述鸦片战争后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方言学著作 （包括

《圣经》方言译本）；陈立中 《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 （岳麓书社，

２００３），此书全面描写和比较湖南境内客家方言的语音系统，讨论湖南境内
客家人和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钱乃荣 《上海语言发展史》 （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此书基本上以西洋传教士的上海话著作为材料研究各个历史
时期的上海话。单篇论文有王建设 《南音唱词中的古泉州话声韵系统》

（《方言》２００２年４期），此文根据南音老艺人的发音实录，归纳出古泉州话
声韵系统；王福堂 《原始闽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 “第九调”》（《中国语

文》２００４年２期）；张洪年 《早期粤语中的变调现象》 （《方言》２０００年４
期）；谢留文 《汉语南方方言几个常用词的来历》（《方言》２０００年４期）；
吴福祥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方言》２００１年４期和２００２
年１期）；张维佳 《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方言》２００２年
３期）、陈忠敏 《吴语及邻近方言鱼韵的读音层次———兼论 “金陵切韵”鱼

韵的音值》（北大 《语言学论丛》２７辑）等。
８方言课本和方言学教材
方言学教材有两种：李汝龙 《汉语方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内容不包括方言调查法。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教程》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此书是在复旦大学 《汉语方言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讲稿的基础

上写成的，内容包括方言调查法。有好几种上海话课本出版，如汤志祥 《实

用上海话》（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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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方言学史
只有单篇论文，如李宇明 《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方言》２００２

年３期）、谢自立 《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综述》（《方言》２００１年４期）、
詹伯慧 《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方言》２０００年４期）。

１０综合
侯精一主编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此书是

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中的现代汉语方言概况库的文字本，分类概述各大方言。

钱曾怡 《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从求实观、系
统观、地域观、动静观、更新观等五个方面讨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

陈泽平的 《闽语新探索》（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是作者
近２０年研究闽语成果的汇集。

因资料缺乏，上述内容暂未包括在港台澳和国外出版的方言学著作。

“十五”期间各地曾举办多种有关汉语方言学的学术会议，其中综合

性的学术会议有第七届双语双方言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１年，深
圳）、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年会 （２００１年，西安；２００３年，贵阳）、首届国
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２年，哈尔滨）、第 １１届中国东南部方
言语法研讨会 （２００４年，厦门）、首届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研讨会 （２００４
年，上海）、两岸青年汉语方言考察研讨会 （２００２年，北京）、汉语方言
语法研究高级研修班 （２００２年，北京）。地区方言学术会议有第二届官话
方言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０年，重庆）、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３
年，贵州）、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０年，广东韶关）、
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 （２００１年，广州）、第四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０年，重庆）、第五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暨首届赣方言研讨会 （２００２年，
南昌）、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１年，苏州）、第三届国际吴
方言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３年，上海）、第七届闽语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１年，厦
门）、晋语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２年，太原）、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
研讨会 （２００２年，长沙）。

（二）本学科目前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

最近５年汉语方言研究欣欣向荣，其标志是：学术论文多，研究渐趋深
入，某些领域或课题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的热点，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

空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也有所提高，方言学工作者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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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学科的热点有以下几个。

第一，方言分区问题。关于第一层次分区，全国汉语方言应分为几个大

区？晋语是否从官话独立出来自成一大方言？平话是否从粤语独立出来自成

一大方言？关于第二层次的分区，问题更多，例如在官话内部，楚语能否自

成一小区？玉林话应归属粤语或平话？吴语应分为六片或两片？

第二，方言的历史层次问题。如何定义 “历史层次”？研究历史层次的

方法如何？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有何特点？文白异读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如

何分析词汇和语法的历史层次？

第三，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

第三，湘南土话调查研究。

第四，粤北土话调查研究。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有三个：

其一，虽然方言学界渐渐重视理论研究，但是在许多领域，仍缺少理论

探讨，因此难以深入。例如方言的分区和分类问题，如不讨论分区的原则、

标准和方法，只能是各行其是，异见歧出，争论不休。

其二，描写和分析语法的论文越来越多，问题是大多与现代语法理论不

接轨，与普通话话语法研究不接轨，也不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接轨，因此其

成果难以与邻近学科沟通，而未能发挥对语言学的应有贡献。

其三，描写和研究地区和地点方言的论著不少，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不

同方言的论著太少。因为缺少比较研究、综合研究或类型学研究，地区和地

点方言研究也难以深入，甚至因为视野过于狭窄，自以为是而导致论断错

误，例如方言特征词研究、本字考证、词源考证方面的问题。

（三）本学科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要领域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预计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方言地理方面，可能完成和出版几种方言地图集，对方言的分区

和分类问题继续有所争论，进一步对方言岛展开调查研究。

第二，方言语法研究方兴未艾，可能与共同语语法和古汉语语法研究渐

渐接轨。

第三，方言历史研究形成小高潮，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层次、语音演变、

传教士和地方志所见的历史时期的方言。

第四，开展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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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较重要的领域是方言的语法研究和历史研究。

（四）“十一五”重点课题建议

（１）方言语法和古代汉语语法的关系。
（２）方言史研究。

三　历史语法词汇研究

（一）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１古汉语语法学科 “十五”期间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１）关于判断句问题：判断句问题一直是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
一。冯胜利 《古汉语判断句中的系词》（《古汉语研究》２００３年１期）一文
从语音节律这一新的角度研究判断句。文章提出，上古汉语判断句的构成，

其主谓之间必有一固定的语音停顿。根据这一分析，“是”的来源及其发展

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解释：在日益增多的新型判断句中，主语位置上 “是”

的指代功能不断弱化，这导致了主谓之间 “停顿”形式的逐渐消失，最后，

越来越多的副词先后出现在弱化了的 “是”之前， “停顿”终于让位给了

“是”，“是”由此而变成了系词。

（２）关于甲骨文、金文的语法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献资料对于上
古汉语语法研究，尤其是上古早期的语法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过去这

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低迷，现在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一批优秀的中青

年学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例如关于甲骨文的语言本质和语气问题，关于甲

骨文动词和介词的为动用法问题，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 “暨”的词性问题

等，都有很好的见解发表。其中代表人物有张玉金、喻遂生、沈培、杨逢彬

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有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又有丰富的现代语法学

知识，两者的结合，使他们的文章新见迭出，为古汉语语法研究和古文字研

究两个领域增添了宝贵的活力。

（３）关于对中国古人汉语语法意识的研究：孙良明多年来潜心于研究古
人对汉语语法的认识，孜孜不倦，成绩斐然。他的 《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在
不受西方既有语法观念影响的情况下，以朴素的眼光来认识汉语，是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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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

（４）关于古汉语语法框架：对古汉语语法框架做出新的思考的是李佐丰
《古汉语语法学》一书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该书把一般语法书对句子的
结构分类一律处理为短语的分类，而在句子层面只列句类和句型。这样的处

理是很新颖的，值得关注。

（５）关于 “被动句”的问题：“被动句”是和 “主动句”相对的一种基

本句子类型。关于先秦汉语的被动句，过去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似已成定

论。姚振武 《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中国语文》，１９９９年１期）一文
重新全面研究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认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先秦汉

语 “被动式”的观点，基本脱离先秦汉语实际。姚文认为，过去在这个问题

上，学者们往往是根据西方语言的某种形态 （在汉语中则表现为专表某种语

法关系的虚词）来比附汉语的某一部分事实，而忽视了这些事实自身所处系

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姚文的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６）关于理论方法的思考：蒋绍愚 《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在汉语语

法史中的体现》 （《古汉语研究》１９９９年 ４期），以上古汉语的语法事
实，对 “认知语言学”中 “临摹原则”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文章认

为，夸大 “临摹原则”在汉语中起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

汉语研究的。

“变换”分析被引进到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之中，影响很大。有的学者根

据 “夺·其·名”和 “夺·之·名”之间的变换关系，论证 “之”等于

“其”。这种观点和方法随即引起了不同意见，例如殷国光早在 １９８４年就有
《关于 “为·之·名”、“夺·之·名”的几点看法》（《语言学论丛》第１２
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但其后争论仍然不断。袁本良 《古汉语句法变换

中的语义问题》（《中国语文》２００３年３期）一文，认为用 “其”是定语来

论证 “之”也是定语是不恰当的。文章指出，句法变换研究中应该区分语义

的不同层面，这样才能准确认识诸如 “统一性原则”、“同义结构”、“歧义

结构”等问题。文章把争论的焦点引到语义分析的更深层次，具有积极的意

义。与袁文观点相近的还有张耕夫 《也谈古汉语 “夺之 Ｎ”的结构及变换分
析》（《语言学论丛》第２３辑）。

李佐丰 《试谈汉语历史词义的系统分析法》一文 （《语言学论丛》第２９
辑），认为 “词义系统存在于句法关系之中”，并由此提出了词义的系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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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这种方法论层次的思考是值得关注和提倡的。

２本学科目前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
高水平研究人才匮乏，甚至有断档的可能。高质量研究成果少。从现有

的成果看，选题窄而小、内容细而碎者居多。独立的宏观意识和理论意识极

为缺乏。

３本学科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要领域等

理论来源于实际。上古汉语记录着纪元前将近两千年的语言资料，这个

语言至今还部分的活在口语中，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我们根本的

优势所在。照理说，这应是一块产生理论的沃土。但是百余年来我们一直在

西方理论方法的指导下 “闻鸡起舞”，这固然带来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使

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当务之急并不在于提出新的研究领域，而是指导

思想的重新定位，方法的更新。要根植于汉语自身，用一种不囿于任何成见

的，朴素的，或者说原始的眼光来观察研究汉语，只忠实于语言事实本身的

提示，而不是任何理论的预先提示，在此基础上提出观点，并逐步构建出自

己的语法体系。如果说当前这种 “追踪”“接轨”型科研是华彩乐章，是美

声唱法，那么这后一条路就是野山歌，是自来腔。我们认为，这两条路不妨

并行不悖，但从长远看，后一条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条路。因为越是民族的

东西才越有世界性。

４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
题目：《汉语词类的同源研究》。

说明：西方语言是形态丰富的语言，就词类问题而言，这种语言有利于

做以分析为目的的异相研究。汉语是缺乏形态的语言，不同的词类往往长得

一个样，这一事实本身就提示这些词类可能是同源的。因此汉语有利于做以

综合为目的的词类同源研究。过去我们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一味跟着

在求异、求分这个方向上研究汉语词类问题，当然力不从心，烦恼不断。现

在换为求同求合的方向，可以发挥汉语的优势，应该是得心应手的。现在已

知的就有介词和动词的同源，某些连词与介词的同源，某些副词与形容词的

同源等等。其实从语言发生的角度看，动词和名词也是同源的。我们认为人

类语言词类的分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词类的同源并不是汉语的专利。

正如西方语言的形态所揭示的词类功能对于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意义一样，词

类的同源对于人类语言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只是用汉语来研究这个问题较为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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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古汉语研究

１本学科 “十五”期间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间，中古汉语研究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发表的关于中古汉语的单篇论文有百余篇之多。以
词汇为例，大体可以分为考释类、专论及通论类、书评类三大类。对 ２０世
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语法、语音研究做回顾和展望的文章也已出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中古汉语语法词汇的著作大致有专类语言词汇研究、专
书语言词汇研究、词典编纂、古籍校理和论文集等门类。

２本学科目前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
近年来的中古汉语研究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研究语料拓展、领域扩

大；在进行词语考释的同时，也开始尝试解释；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中古汉

语研究虽然成果喜人，但仍有如下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①对疑难词语的
考释用力颇勤，对常用词的研究已经起步，但还不够深入。②词语考释等微
观研究成绩显著，词汇系统等宏观研究比较薄弱。③理论探讨的意识应该
加强。

３本学科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要领域等

（１）加强相关领域的沟通和融合。出于研究的需要，人们把汉语史做了
分期。为了使今后的研究更加深入，就必须融合上古和中古，打通古代和近

代，贯通整个汉语史。此外，语音、词汇、语法等汉语史部门的融合和借鉴

也将成为必然，有些门类的研究应该细化。

（２）出现精加工的语料库、数据库，研究手段更加先进。利用先进的现
代化手段处理的精加工的语料库、数据库将会出现，使汉语史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变为可能。

（３）书面文献和现代方言相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汉语史
和现代汉语方言相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有着极为广阔的

天地。

（４）理论探讨逐步加强。在研究中加强理论思考，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
步做出解释，探索汉语发展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４“十一五”期间的重点课题
（１）中古文献语言与现代方言的结合研究。突破以往的藩篱，把书面文

献和现代汉语方言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是值得鼓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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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古时期的外来词研究。中古时期，是我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汉语
面貌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汉语外来词进行系统研究，显然具

有重要意义。

（３）中古语料的编纂与整理。由于中古时期的许多语料在作 （译）者、

年代方面都有问题，有待考证；传世的文献中也有许多错讹，因此，仿 《近

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的体例，按东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期精选中土文

献和佛典两大类进行解题、校勘和注释，编纂 《中古汉语语法词汇资料汇

编》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研究

１“十五”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出版了多种专书、专题语法研究的著作，发表了

大量的研究论文。

《敦煌变文》、《祖堂集》、《朱子语类》、《元典章》 （刑部）、《聊斋俚

曲》等重要近代汉语文献的专书语法研究著作已经或将要出版，通过这些研

究，使我们对近代汉语语法的基本面貌，有了比过去更全面系统的了解，为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助词、介词、副词、语气词等也有研究

著作出版，对这些词类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了比较清楚的描写和研究。发表

的论文，比较集中在结果补语、处置式、被动句、疑问句以及虚词研究方

面。论文的深度和广度与 “九五”期间相比，有了较大的进展，目前的研

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语言事实的简单介绍与描写，许多论文的作者都在考

察事实的基础上，努力追求探索语言变化的规律，对汉语语法演变的过程，

从机制、动因诸角度做理论上的归纳。所以，“十五”期间近代汉语语法研

究最主要的进展，是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是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重

新认识语言事实所反映的内涵。这些新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注重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语中某些语法现象。这方面过
去一直是薄弱环节，然而近几年大为改观。江蓝生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

式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４期）论证了现代汉语比拟式 “Ｘ
似的 ＋ＮＰ／ＶＰ”是语言接触和融合的产物：“这种渗透和融合经历了从照搬
蒙古语词序，到逐步调整、改造，使之融入汉语固有的语法体系的过程。”

文章进而在方法上强调，研究历史语法有时须跳出历史比较法的框框，从语

言渗透、语言融合的角度去把握；语言不一定是一种同质系统，共时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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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差异不一定都是其自身单线条历时层次的反映，而可能是由于语言相

互渗透、相互融合造成的。余志鸿、李崇兴、祖生利、李泰洙近年也都发表

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相关论文。

（２）注意方言语法的历史研究。方言语法一定程度上是平躺着的历史语
法，是过去的汉语语法史的组成部分。

（３）注重语法化理论和类型学、认知语法的吸收与采用。沈家煊发表了
系列论文，结合汉研究中重视不够，但近几年也开始引起关注。吴福祥 《南

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方言》２００１年第４期、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详细论证了南方方言中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和演化路径，认为它们源自

完成体标记 （完成体助词或动相补语）。杨永龙 《汉语方言先时助词 “着”

的来源》（《语言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通过方言资料和历史语料的考察分
析认为，汉语方言中相当于 “再说”的助词 “着”是由唐代以后表示祈使

的 “着”演化而来。冯春田、严修鸿、张双庆和庄初升、罗福腾、钱乃荣等

都有论文发表。邢向东 《论加强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 ５期）则专门就方言语法和近代汉语语法的比较研
究发出了倡议。

语实际对国外语法化和主观化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引介，如 《实词虚

化的机制——— 〈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语用法的语法化》（《福建外语》１９９８年第２期）、《语言的 “主观性”和

“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另有一些学者对语法化
和认知语法理论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如蒋绍愚 《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在

汉语语法史中的体现》（《古汉语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江蓝生 《时间词

“时”和 “后”的语法化》（《中国语文》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石毓智 《汉语语

法化的历程》、吴福祥 《汉语能性述补结构 “Ｖ得／不 Ｃ”的语法化》（《中
国语文》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２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近代汉语语

法毕竟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的整体

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些还没有得到充

分的重视，没有展开。即使研究比较充分的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在不

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薄

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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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近代汉语语法与汉语语法史的关系：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的一个断代，但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是不可割裂

的，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近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征，一些最基

本的语法现象，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已经出现了。断代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使

我们充分注意了这个时期的语法特征，但有的时候，断代研究也割断了历史

发展的过程。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放在汉语语法史的框架之内，特别是联系

东汉魏晋南北朝语法史来研究，是今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

在 “十五”期间结果补语、处置式、各种疑问句的研究，都已经这样做了，

以后的研究对这一点应该更强调，更自觉。

（２）国外历史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语法历史事实的关系：
“十五”期间吸收国外历史语言学理论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一些基本理

论现在已经广为研究者所熟悉，许多文章也广泛运用、摘引这些理论，应该

引起注意的是，一些理论的运用变成了模式化的重复，只是简单的印证这些

理论的正确，而没有充分挖掘汉语丰富的历史语言事实，在验证的同时，努

力丰富和发展这些理论，充实历史语言学理论体系。因此，结合汉语语法史

研究的成果对国外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在印证的同时着眼于创新，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语言接触与汉语语法历史发展的关系：
在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语言接触， “十五”后期的两年，

国内对此有了一定的关注，发表了一些文章，但研究仍是比较零散的，对几

次语言接触的事实，对每次语言接触之后汉语出现的变化、变化产生的结果

的性质，语言接触对汉语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都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从对事实的了解，到理论的归纳和探索，应该

有一个系统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力量。

（４）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关系：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从理论上说，方言语法是躺着的历史语法，从

方言语法来论证历史语法的发展过程也是近年来常用的方法。但是每个方

言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而它们的历史一定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方言和

历史的关系不能简单说成是 “躺着”和 “站着”的关系，要充分研究方言

语法在历史中的位置，了解历史与方言的互动关系，逐渐探索出一条方言

语法史和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在两方面都取得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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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十一五”期间建议重点研究的课题
（１）语言接触与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
研究不同时期汉语语法中语言接触造成的影响，了解汉语语法的发展史

中，语言接触产生的条件、影响语法发展的过程和机制，通过多层面历史现

象的研究，结合汉语语法史研究对语言接触作理论的探索。

（２）汉语语法历史发展与语法化理论。
总结近年来对汉语语法历史发展中语法化现象的研究，验证国外语法化

研究中已经提出的基本理论，并努力在汉语历史事实研究的基础上，总结、

完善语法化理论。

四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文字学是与语言学分立又有密切联系的学科，其中的古文字学与 《说

文》学都属于传统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属于中国传统语言学范畴，由于

近年对中国民族传统的重视，“十五”期间这三个门类都有较大的发展，它

的发展表现为以下特色：①克服过去仅仅偏重微观考据的文献式研究方法，
比较注重规律和理论的探讨；②注意在保持自身特点和传统的基础上，纳入
与现代语言学的学科结构，与现代语言学接轨；③三个门类发挥以往的特
色，呈综合发展的趋势，相互交叉；④注重应用，例如文字学在汉字规范上
的应用，训诂学在辞书编纂上的应用等。

（一）文字学研究

１“十五”期间的主要成果
（１）现代汉字与汉字应用研究：
简化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以下四个问题：①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对应转

换问题。②同音代替简化问题。③类推简化问题。④新简化字问题。研究者
已开始注意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汉字简化，讨论了正确处理简化汉字工作中

的种种关系，探讨了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对简化字字源的研究取得了新的

进展，出版了李乐毅 《简体字源》 （华语教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张书岩、王
铁昆等 《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７）。

字形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汉字笔形的分类整理、笔顺的规范、汉

字部件的切分、部件的规范及命名等方面。对印刷用新旧字形的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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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符理论在现代汉字构字法上的应用等方面，也都有不少收获。

在规范汉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包括编写出版了相当一批规范汉字的

字书；国家语委 “十五”重点科研项目 《规范汉字表》研制工作的启动并

取得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课题 《文字学名词术语审定》和规范化研究

的开展等。出版了吕冀平主编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一书

（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了 《第一

批异形词整理表》，整理了 ３３８组异形词，每组推荐一个标准词形，其余逐
渐淘汰。出版了李行健主编的 《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２）。
汉字信息处理方面：１９９７年发布的 《信息处理用 ＧＢ１３０００１字符集汉

字部件规范》 （ＧＦ３００１—１９９７）对汉字输入部件码的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０年７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数字键盘汉字输入

通用要求》（ＧＢ／Ｔ１８０３１—２０００），规定了信息技术产品中用数字键盘输入汉
字时的通用要求；２００１年２月国家语委发布语言文字规范 《汉语拼音方案的

通用键盘表示规范》（ＧＦ３００６—２００１）。
（２）汉字理论研究。
汉字起源的探索：部分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推断，远古中国域内的原

始文字很有可能不只是与甲骨、金文成一个体系的文字，而是有多种系统的

原始文字 （见李学勤 《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 《中国书法》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王宁对汉字起源做了文字学方面的阐释，提出了 “前文字

现象”问题 （见她主编的 《文字学概要》）。

汉字性质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给汉字以不同的定性，

如根据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汉字符号的形态等，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有的学者还主张先将汉字系统分成三个层面，即系统、汉字、字符。从不同

的层面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构形方式研究：关于形声字、会意字的研究，有黄德宽 《汉字形声结构

论》（黄山书社，１９９５），李国英 《小篆形声字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石定果 《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王
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提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
是形位。形位是由个体字符中依层次切分出来的最小的，具有独立的表现和

区别造字意图功能的构形单元。将汉字构形模式总结为 １１种，为汉字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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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她还指导研究生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

情况做了系统的查测研究工作，如李运富 《楚系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

（岳鹿书社，１９９７），王立军 《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刘延玲 《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发展演变研究：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面有赵平安 《隶变研究》 （河北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刘志基 《汉字体态学》 （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等
论著的出版。何琳仪的 《战国古文声系———战国古文字典》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黄德宽主持完成的 《古文字谱系疏证》 （国家社科基金 “九五”重

点项目）等，在建立汉字发展沿革谱系，分析汉字分化孳乳方面进行了较为

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刘又辛、方有国的 《汉字发展史纲要》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２０００）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汉字发展历史的著作。
（３）《说文》学与传统文字学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说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 《说

文解字》研究史上一个新的高潮。这主要表现为：对 《说文》的价值和贡

献乃至缺陷，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开拓了传统 《说文》研究的领域，

对 《说文》的词义系统、文化内涵、内在结构和文字学理论价值等进行了多

角度的发掘；吸收古文字研究成果，对 《说文》的各种字体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矫正了许多讹误字形；对 《说文》分析字形结构的错误和存疑字做了纠

正或给出新的解说；重视 《说文》的普及和应用，新编了一批介绍 《说文》

的导论性著作和适合更多读者需要的注释本。这些新的成就的取得，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与古文字研究的巨大成就和汉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密切相关。

近几年的成果有雷汉卿 《〈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０）、苏宝荣 《〈说文解字〉今注》（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臧克和与
王平 《〈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季旭癉 《说文新证 （上）》

（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２）等。
（４）古文字研究。
近几年古文字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繁荣，一方面，因新资料不断发现而

影响巨大，新出古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世纪之交

对百年来古文字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促使一批综合性的资料整理、研究和学

术史专题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同时，作为一门综合

性交叉学科，古文字研究向多学科拓展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

甲骨学研究：①新的甲骨资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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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坑，出土

甲骨１５８３片，其中有刻辞的 ６８９片。经刘一曼、曹定云整理研究，编撰出
版了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②对已发现资料
的整理研究。如胡厚宣主编的 《甲骨文合集释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甲骨文合集资料来源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甲骨文合集补编》 （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唐兰的
《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和宋镇豪、段志洪主编
的 《甲骨文献集成 （１～４０册）》（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等，饶宗颐主编
的 《甲骨文通检》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和蔡哲茂的 《甲骨缀合

集》（艺文印书馆，１９９９）等也是重要的整理工作。③百年甲骨学史研究。
主要著述有宋镇豪主编的 《百年甲骨学论著目》 （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
王宇信和杨升南主编的 《甲骨学一百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等。④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于省吾主编的 《甲骨文

字诂林》 （中华书局，１９９６）不仅集中反映了已有的甲骨文考释成果，而
且姚孝遂在按语中对许多文字的考释提出了新的意见。张世超 《殷墟甲骨

字迹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是对甲骨文及其断代研究的新
尝试。

金文研究：①围绕新发现的铜器及其铭文，发表不少高水平的论文，如
《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６期）、《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３期）集中发表了马
承源、李学勤、裘锡圭、王辉等２０多位学者的讨论文章。《中国历史文物》
（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公布了记载夏禹事迹的遂 （？）公，同时还发表了李学

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等一组研讨论文。②在金文资料整理方面有新的
成绩，收集新出金文的有刘雨等 《近出殷周金文集录》 （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陕西省文物局编辑的 《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 （北京出版

社，２００３）；在金文索引编撰和古文字信息化处理方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等出版了 《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广西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１）、《金文引得：春秋战国卷》 （广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张亚初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也由中华书局出版 （２００１）。③在金文释文、考释和
字编方面，陈直的 《读金日札》 （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刘昭瑞的 《宋

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 （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陈双新 《两周青

铜乐器铭辞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１～６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赵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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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２００３）则全面介绍了２０世纪金文
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

此外，李学勤等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了一系列金文相关专题的

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 （含秦汉部分）：①整理公布了一批珍贵的新出土资料。
先后问世的有荆门市博物馆编 《郭店楚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湖
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九店楚简》 （中华书局，２０００）、陈松长编 《香港

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２００１）、马承源主编 《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 （二）、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新蔡葛陵楚墓》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３）、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 《龙岗秦简》（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张家山汉墓
竹简二四七号墓整理小组编 《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以及
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编 《中国简牍集成 （１～１２）》 （敦煌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１）等。除战国秦汉简牍之外，还公布和整理了一批其他资料，如萧春源
《珍秦斋藏印秦印篇》和 《珍秦斋藏印战国篇》 （澳门市政局，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王人聪编 《香港中文大学藏印续集 （二）、（三）》（香港中文大学，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庄新兴 《战国玺印分域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周晓
陆和路东之编 《秦封泥集》 （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傅嘉仪编 《新出土秦代

封泥印集》（西泠印社，２００２）、王辉编 《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

司，２０００）等。②出版了一大批校读和研究新资料的论著。如刘信芳的 《郭

店楚简 〈老子〉解诂》（艺文印书馆，１９９９）、《简帛五行解诂》（艺文印书
馆，２０００）、《楚帛书解诂》（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２）、《包山楚简解诂》（艺文
印书馆，２００３）和李零的 《郭店楚简校读记 （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２）等；庞朴的
《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涂宗流和刘祖信
的 《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 （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１）、陈久金
的 《帛书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与研究》 （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廖
名春的 《郭店楚简老子校释》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刘钊的 《郭店楚

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也都是这种类型的著作。李天虹的 《郭

店简 〈性自命出〉研究》、陈伟的 《郭店竹书别释》、刘乐贤的 《简帛数术

文献探论》、廖名春的 《出土简帛丛考》等 （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侧重
于研究和解决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③新出版了一批战国文字研究著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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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有李学勤 《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缀古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林禨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黄锡全 《古文字论集》（艺文印书馆，１９９９）、《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李家浩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政?文史论集》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何琳仪 《战国古文字典》 （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和 《战国文字通论

（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王人聪 《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香港

中文大学，２０００）、黄锡全 《先秦货币通论》 （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１）和
《先秦货币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徐在国 《隶定 “古文”疏证》（安徽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王辉 《秦文字集证》 （艺文印书馆，１９９９）、陈昭容
《秦系文字研究》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０３）、骈宇骞和段书安
《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吴辛丑 《简帛

典籍异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等等。④一批反映战国秦汉文字
研究成果的文字编相继问世，如张光裕 《郭店楚简研究·文字篇》 （艺文印

书馆，１９９９）、张守中等 《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陈松长
《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骈宇骞 《银雀山汉简文字编》

（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以及李守奎 《楚文字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和汤余惠主编的 《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等，极便
学者运用。

俗字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俗字研究，由原来以敦煌俗字为主要研究对象扩
展到各方面的俗字，许多语言文字学者都在有意识地考证写本或传世经典中

的俗字，并且利用俗字研究成果来解决一些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问题，使长期

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字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俗字考释方法和理论建树

上学者们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已经初步建立起俗字研究的理论体系，使俗

文字学作为一门文字学的新的分支学科成为可能。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１９９５）是第一部研究汉语俗字理
论的专著，书中对俗字的定义、古今俗字材料和研究状况、俗字研究的意

义、俗字特点、类型、俗字考辨方法等内容均有精到论述，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汉语俗字理论体系。这部书与他的 《敦煌俗字研究》、 《汉语俗字丛考》

在俗字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具体考辨方面几乎做到了完美结合。陈五云 《从新

视觉看汉字：俗文字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是继 《汉语俗字研究》

以后的又一部研究汉语俗字理论的有见解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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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与重点课题
（１）现代汉字与汉字应用研究：当前关于简化字的政策原则和具体处理

繁简关系的技术问题；各种字形及其内部 （笔形、部件等）的规范和整理问

题；规范汉字的理论研究和规范字的确定和整理研究问题；异体字和异形词

的整理研究问题；海峡两岸现行汉字和国际汉字 （日本、韩国）的比较研究

和信息处理问题等。这些都是现代汉字方面需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总

体看来，目前现代汉字研究的深入性和系统性还有待加强，课题零散、视野

较窄、理论水平不高制约了现代汉字及其应用研究的发展。今后在进一步继

续结合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制定、汉字规范化工作和汉字应用及教学需要开展

研究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加强现代汉字的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组织一些高

水平的专题性或综合性研究课题。

（２）汉字理论研究：汉字理论研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汉字起源的讨论，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提供的新线索，另一方面不同

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

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分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讨论问题所依据的材料、

理论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等因素造成的，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

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和整合，做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

汉字结构的研究，许多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对汉字的结构分析，满足

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他们的关注重点并不在文字学理论问题；而研究语

言文字学的不少学者对古文字资料和研究成果又缺少深入的钻研和吸收。研

究汉字的学者如果能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对汉字结构

理论的研究必然会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

的揭示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全面描写汉字的

发展历史，并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是我们应该从事的重大课题。

此外还应继续开展汉字比较研究和汉字阐释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３）《说文》学与传统文字学研究：
根据古文字材料及古文献研究成果重新订正或注释 《说文》的高质量的

成果尚未出现，一些普及性读物重复编写，水平不高；对历代 《说文》学专

书的研究不平衡，对段注研究较多而对 《说文释例》、 《说文通训定声》以

及元明时期的著作研究不够；还没有一种全面综合新成果尤其是古文字研究

的新成果而编写的高水平的通论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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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古文字研究：
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方面，研究队伍和学者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甲骨

和金文疑难文字的考释工作进展不大，一些关系汉字发展演变和构形规律的

重要现象，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战国文字研究领域，由于多学科的介

入，一些学者在对出土文献文字结构分析和解释方面比较随意，导致不必要

的人为混乱；文字学研究者忙于对新出资料疑难单字的考辨，对战国时期各

种文字现象的理论研究和概括尚少有关注。

今后一个时期，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依然会在战国文字方面，对战国文字

资料的综合整理和汇集编纂，以适应多学科的需要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

作；将战国文字考订的新成果进行汇编整理，权衡折中，以定是非，并进而

研究战国文字构形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也是一个必须开展而又具有重大价

值的课题。

（５）俗字研究：
一是要加强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文本的俗字的整理和研究。目前，除了

敦煌俗字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外，其他历史阶段相关资料的俗字

辑录整理和研究工作则还没有充分展开，甚至有的还是一片处女地，如避讳

俗字、行业俗字 （秘密社会俗字、典当俗字、商用数码）、占卜、符、画

押等俗字都有待研究。随着地下出土文献的逐渐增多，古代各个时期的各种

不同的文本又为我们研究俗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新出秦汉以降简帛文

献、各地民间契约文书 （如徽州文书等）、新出碑刻墓志等都有许多俗字资

料，这些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任务繁重。二是进一步加强历代字书保留的

俗字整理研究。三是进一步加强俗字的理论研究。在俗字的界定、范围、俗

字类型研究等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应将俗字理论研究纳入文字学理论体系

的建设统筹考虑。同时还应将俗字置于汉字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来研究，不

仅研究俗字的学者要加强自己的文字学修养，而且文字学者也应重视俗字的

研究。

（二）音韵学研究

１“十五”期间的研究状况及主要成果
（１）上古音研究：①开展了古音学的第三次大辩论，讨论的话题是上古

音构拟的方法和原则问题、谐声问题、复辅音问题、同源字问题、如何看待

原始汉藏语音与上古音的关系问题以及学风问题等，辩论的双方发表了一系

９７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列论文。何九盈的 《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２００４）是这场
辩论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此文检讨了国内外争论已久的两大公案，即汉语亲

属语言分类问题和上古汉语构拟原则问题，首次提出两个 “基础”、两种

“相结合”的理论，即远程构拟应与层级构拟相结合，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

比较构拟应与内部构拟相结合，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主张坚持学术多元化

和求真务实的学术原则。②继续开展对复辅音声母、主要元音构拟问题和韵
尾、声调起源问题的讨论。③建立了新的完整的上古音体系，出版了两部上
古汉语音系的专著，如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 （２００３）。④清代古音学史的
研究取得新进展，如张民权的 《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２００２）等。

（２）中古音研究：①通过梵汉对音考察两晋、十六国音系取得新的进
展，如刘广和 《音韵比较研究》 （２００２）和施向东的论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等；② 《韵镜》和 《七音略》的整理和研究后出转精，如杨军的 《七音略

校注》（２００３）；③重纽的历史研究取得新进展，如张渭毅的 《魏晋至元代

重纽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２００３）等；④继续开展对于 《切韵》声

母和韵母构拟问题的讨论，如黄笑山的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 〈切韵〉元音

数量》（２００２）和尉迟治平的 《论中古的四等韵》 （２００３）等。⑤重新认识
《切韵》的性质，开展中古方音史和语音层次的研究，探索吴语、闽语、江

淮官话等历史源流，如梅祖麟的 《现代吴语和 “支脂鱼虞，共为不韵”》

（２００１）、陈忠敏的 《吴语及邻近方言鱼韵的读音层次———兼论 “金陵切韵”

鱼韵的音值》（２００３）和鲁国尧的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２００３）等；
⑥完成了 《广韵》和 《集韵》的电子检索统计系统 （深圳大学张卫东主

持），以及 《集韵》异读字音的电子检索统计系统 （北京大学张渭毅主持，

与张卫东、张林涛合作）。

（３）近代音研究：①近代韵书的整理和研究取得新进展，如宁忌浮的
《洪武正韵研究》 （２００３）等；②明清官话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如叶宝奎的
《明清官话音系》（２００１）和张卫东对威妥玛 《语言自迩集》的整理和研究

（２００２）等；③继续对宋代通语和方音的研究，如刘晓南 《宋代文士用韵与

宋代通语及方言》（２００１）；④开展对明清方音史的研究；⑤继续开展对北京
话语音溯源的研究。

２本学科目前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音韵学状况相比，目前音韵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新的

进展，但是现状 （包括音韵学研究的领域、方向、目的等）并没有根本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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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１）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专业分工过细的影响，音韵学和方言音韵的
研究分家，各说各话，没有整合。传统音韵学的研究重文献考证，往往忽略

活的方音的比较；而方言音韵的研究重共时描写，最近几年虽然开展了方音

层次的研究，但也往往忽略方言的历史联系和语音史的逻辑关系。

（２）汉藏语的研究成果用于上古音的研究，有待加强，尤其是对汉藏语
历史比较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缺乏突破性的成果。

（３）汉语语音史框架陈旧，基本上是沿袭旧的 “三点一线式”语音史

框架 （即以 《诗经》音系为代表的上古音系，以 《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

古音系和以 《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音系，三个音系具有直线发展关

系），或 “九点一线式”语音史框架 （先秦至现代可以分成九个有直线发展

关系的音系）。

（４）音韵学数据库建设薄弱，项目资金投入不够。
（５）跟词汇史和语法史学科相比，音韵学学科建设有待加强，目前不少

高等院校的音韵学教学处于萎缩状态。

３本学科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要领域

（１）尝试新的理论体系，建立新的汉语语音发展史；
（２）与方音层次研究相结合的音韵学研究；
（３）与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相结合的音韵学研究；
（４）音韵学资料的计算机处理和数据库建设，继续加强韵书、字书和音

义书的整理和研究，包括 《经典释文》、 《玉篇》、 《类篇》、 《蒙古字韵》、

《合并字学集韵》、《语言自迩集》等的整理和研究；

（５）音韵学各个方向的前瞻性研究，及时把握国内外音韵学研究的新动
向和新趋势，开展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音韵学各分支 （包括上古音、中古

音和近代音）专门史的研究。

４“十一五”期间的重点课题
（１）加强汉语语音史理论的研究力度，尝试采用新的框架——— “散点多

线式”（即各个时期存在的多个音系不一定存在直线的发展关系）框架，建

立新的汉语语音史。

（２）加强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思路，论证汉
藏语能否或怎样用于上古音的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汉藏语是否包含侗

台语？侗台语跟汉语究竟有无关系？加强侗台语与汉语上古音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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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音韵学资料的数据库建设，用计算机处理从上古到近代各个时
期的字音资料，包括韵书、字书、音义书和各种笔记、传注、对音等资料，

编写出各个时期详尽的字音手册，加强音韵学资料的数据库建设，用计算机

处理从上古到近代各个时期的字音资料，包括韵书、字书、音义书和各种笔

记、传注、对音等资料，编写出各个时期详尽的字音手册，为编写历时音变

词典做好准备。

（三）训诂学研究

１“十五”期间的研究状况及主要成果
（１）训诂通论研究：可以明显看出训诂学的三个发展的趋势：第一是继

承训诂学的传统道路，对训诂材料进行阐释，以引导应用的应用训诂学，白

兆麟 《训诂学引论》和徐朝华 《训诂学通论》，在这方面都有新的进展；第

二是从解释学、传意学等角度来专题研究训诂学，周光庆 《中国古典解释学

导论》（中华书局，２００２）是这方面较重要的成果；第三是理论训诂学的研
究，继王宁 《训诂学原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７）之后，孙雍长
《训诂原理》出版，都是以研究理论训诂学为主的。叶斌 《形训研究》 （延

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后，附有 《关于训诂学的理论体系》长文，对理论训

诂学的思考很有深度。王宁提出 《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民俗

典籍文字研究》第二辑），对训诂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在专题通论方

面，除叶斌的形训研究外，已故马文熙 《古汉语形训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也有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三个趋势，尤其是理论训诂学的发
展，很值得注意。

（２）训诂学应用研究：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上，黄金贵等文化词语研究，
有较丰富的进展；训诂学应用于辞书编纂，有王宁 《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

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 （《中国语文》２００２年４期）；训诂学应用于文献整
理，有王彦坤的 《古籍异文研究》 （台北三民书店，１９９７）；训诂学与考古
学结合的，有藤志贤 《从出土古车马看训诂与考古的关系》 （收 《朴学之

路》，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等。这些论著，扩大了训诂的应用面，也引
发了训诂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３）词源学研究：词源学是训诂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孟蓬生 《上古汉

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张博 《汉语同族

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以及从汉字角度旨在研究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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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同源词的 《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 （黄山书社，２００２）、黄易清等
《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都很有新意。王宁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

题》对词源研究的理论和方向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应引起

重视。

２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１）理论研究还不普遍；
（２）应用研究和实际应用都还不够充分；
（３）传统学科适应现代的能力正在逐步培养，还要进一步努力；
（４）由于学术积累的长期性和难度较大，还需努力培养青年学者。

五　计算语言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是汉语计算语言学的重要发展时期，是在国家 “七五”、

“八五”、“九五”迅速推进的基础之上，进入稳扎稳打、建牢根基、推进规

范、动态更新的阶段，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这些成果表现在：

１语料库的建设与发展
（１）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的发展：
自从１９９０年代国际计算语言学界发生向大规模真实文本的战略转移之

后，国内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建设亦迅速跟进，改变了过去只研究典范的白话

文著作的传统。“十五”期间有若干语料库迅速推进到亿级水平，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科院自动化所、教育部语用所、北京语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等都达到亿级、十亿级、十五亿级的水平。一些生语料库甚至声称有数十

亿、上百亿的语料。

（２）平衡语料库的发展：
国家语委 “国家级平衡语料库”、中国台湾 “中研院”平衡语料库、北

京语言大学 “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都是较大规模的平衡语料库。 “十五”

期间，国家语委的语料库将达到７０００万字分词和词性标注，１０００万字树库
建设，同时进行语义标注。语义级的标注，是继分词和词性标注长期停滞之

后，语料库向深加工进行突破的一次新尝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汉语语

料库正在向 “树库”（ＴｒｅｅＢａｎｋ）发展，有可能转化为汉语语法、语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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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语言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口语语料库和语音韵律标注

的研究中也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

（３）语料库的应用：
语料库已经从建设阶段走向应用。一些语料库直接服务于或立项于应用

研究项目：“口语翻译导向的高性能语音识别和理解的研究” （中科院自动

化所），“汉语自然口语对话的理论和实验平台研究”（中科院声学所），“面

向大规模真实文本的汉语计算理论、方法和工具”（清华大学），“智能信息

获取的理论、方法及其在网上的应用” （清华大学）， “文本挖掘与知识检

索”（中科院计算所）等项目都得到语料库的支持。

此外，在传统的语言研究和应用方面，如支持词典编纂 （新词新语词

典）、语言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和远程教学 （如中介语语料库及研究）、

网络社情监控 （如 ＨＮＣ的立场辨别）、流行语发布、字母词语测查等方面语
料库都已经走向应用。

（４）动态流通语料库与国家语言资源中心：
语料库的建设已经从共时语料库走向历时语料库，对于语言的统计分析

从静态走向动态，关注社会语言学、传媒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控制论

的引入。站在信息社会的高度，开始提出 “国家语言资源”的概念，启动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建设，起草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管理条

例》，为依法对于国家语言资源进行监测与研究清障，也为语料库的资源共

享、资源重组铺平道路。新的理念引入语料库的开发与应用。

２计算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学者在 “十五”期间，对句法自动剖析 （ｐａｒｓｉｎｇ）的主要算法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 《基于短语结构语法的自动句法分析方法》（《当代

语言学》２０００年２期），《线图分析法》（《当代语言学》２００２年４期），《花
园幽径句的自动分析》（《当代语言学》２００３年４期），《一种无回溯的自然
语言分析算法》（《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３年１期）等论文，详细地描述了计
算机剖析句子的过程和算法技巧。汉语文本的自动切分在确定切分单位时出

现严重的分歧，我国学者发表了 《确定切词单位的某些非语法因素》（《中

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１年４期），《确定切词单位的某些语法因素》 （《ＩＣＣＣ—
２００１论文集》，新加坡）等论文，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可靠的理论依
据。另外，我国学者对于在计算语言学中用得越来越多的统计方法也开始注

意起来，使用 “最大熵方法”来研究机器翻译，效果明显地优于传统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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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则的方法。

“十五”期间，我国还出版了一些计算语言学的专著，如 《计算语言学

基础》（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计算语言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计算语言学导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等。

３计算语言学使用系统的开发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华建集团，进一步优化了他们的机器翻译系统，他们

出口的机器翻译软件，创我国单项软件出口最高售价。在美国国防部 ＤＡＲ
ＰＡ组织的文本检索评测会议 （Ｔｅｘ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简称 ＴＲＥＣ）上，
我国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研制的中文文本检索软件在评测中都取得了

较高的名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语音合成软件 《听网》，汉语语音合

成的音质和自然度可以与人的说话相媲美。中国科学院 ＨＮＣ联合攻关组研
制的不良信息过滤软件，为过滤有关 “法轮功”的信息做出了贡献，他们的

成绩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我国的汉字识别系统和手机汉字输入法也达到

了实用的水平。此外，在 “十五”期间，我国还开始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

的信息提取和信息跟踪系统的研制。

４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
在计算词汇学研究方面，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计算语言学研究所联合研制

的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出版了第二版，进一步充实了内

容，成为汉语计算语言学研究的极为宝贵的资源，我国独立研制的 “知网”

（ＨｏｗＮｅｔ），详细地描述了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
评价，我国同时还进行了英语 “词网” （ＷｏｒｄＮｅｔ）的汉化工作。国家社科
基金 “十五”重大项目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是这一时期基于

语料库的语言研究动用人力最多、耗费资金最多、取得成果最多的项目。在

计算语义学方面，大家普遍认识到词汇语义学知识是语言信息处理最重要的

基础，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召开了关于词汇语义学的国际会

议。其他还有 “汉语名词短语自动划界的句法和语义研究”、 “普通话叙述

句基频 （Ｆ０）的构建与语调研究”、“中文词语信息结构关系的自动辨识”、
“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等。

５信息处理用语言文字标准与规范的推进
“十五”期间，信息处理用语言文字的标准和规范的制定、颁布受到充

分重视，语言文字应用 “十五”科研项目共立项 １０９项，其中资助项目 ９３
项，自筹资金项目１６项；重点项目 １８项，标准研制类项目 ２７项。对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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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汉语信息处理十分关键的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通用词表”、 “信息处理

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等，都在这一时期制定或推出。

６网络语言信息处理研究
随着网络信息的增加、教育技术与语言教学的结合，网络语言信息处理

的研究也相对受到重视。“智能信息获取的理论、方法及其在网上的应用”、

“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语料库技术与网络多媒体在外语教
学中的开发应用”、 “信息处理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句子语序模式”都是这一

类的课题。

７少数民族、外国语言、多语种信息处理研究
“十五”期间少数民族的语言信息处理受到重视，以蒙古语、藏语、维

吾尔语的立项较多，发展较快。“蒙古语术语规范化标准化问题研究”、“对

蒙古语语料库的短语标注”、“信息处理用藏语分词研究”、“面向信息处理

的蒙古语语义研究”等都在这一时期立项。

外国语言，主要是英语、俄语、日语的语言信息处理研究受到重视。包

括双语对照语料库的建设和多语种的语言信息处理研究。

除此之外，“十五”期间计算语言学的发展还有以下几点进展。

（１）一批中青年计算语言学家成长起来。这些中青年的学者，大多是博
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他们具有交叉知识结构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

经验，正蓄势待发。

（２）计算语言学的科研项目出现整合。例如国家社科基金 “十五”重

大项目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项子课题 《信息处理用现代

汉 语 词 类 标 记 规 范》 就 纳 入 了 《智 能 化 中 文 信 息 处 理 平 台

（２００１ＡＡ１１４０４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８６３计划］）课题的子课题
“语料库规范标准研究”之中，加大了该规范制定的力度。这种打破部门、

学科、文理界限，联合立项，合力攻关的事例，是科技攻关项目的新气象，

值得总结和发扬光大。

（３）汉语计算语言学的评测研究出现回归的趋势。“十五”期间，复旦
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有中文项目在美国的评测活动中开始夺魁或取得较好成

绩。由８６３立项、中科院计算所牵头的中文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的评测项目
“十五”期间已经进行了多次，使得中文信息处理的评测开始出现回归中国

的趋势，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成立，为这种回归增加了潜在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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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学科目前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我国计算语言学紧跟国际计算语言学发展趋势，以应用开

发带动基础研究在基本逾越了汉语、汉字特有的困难 （如汉字输入、汉语自

动分词、词性自动标注）之后，汉语信息处理开始走上与国际计算语言学界

接轨的道路，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应用项目，基本上与国际前沿研究开发相

继启动。如基于大规模真实文本的、网络的、语音的应用开发面临与国际相

同的术语、句法、语义、语用、篇章、词汇语义动态更新等深层次问题。一

些项目开始参加国际的评测，并且名列前茅。但是，汉语本身特有的一些底

层词汇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突破，如词汇兼类问题、多义词的语用环境

问题、汉语虚词问题、汉语固定短语问题、字母词语问题、数字词语问题、

基本术语问题、基本词汇问题、新词新义问题、方言词汇问题、文言词汇问

题等等。

此外，一些基础研究缺乏经费支持，一些优秀人才和成果流失到国外或

外企，在国家投入之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商品化开发与应用方面还缺乏强有

力的成果保护、人才保护、奖惩条例等实际措施和监管等方面都影响本学科

的发展。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资源不能共享，研究工作大规模低水平重复立

项和重复劳动；一些科研项目的立项缺乏统一考虑，缺乏有效整合与强化。

基础研究仍是薄弱环节，很多人的研究愿意提出模型、算法，但是缺少实用

的词典、语义系统、语法规则和完备的语言知识体系。因此，句法分析和篇

章理解难以深入，导致需要基于理解的应用 （如机器翻译、搜索引擎、信息

提取、知识挖掘等）项目难得提高。语义体系需要进一步深入，如在术语语

义体系、隐喻义、新词新义、固定短语义等方面的研究还要加强。

（三）学科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要领域

当前国外计算语言学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计算语言学中越来

越多地使用机器自动学习的方法来获取语言知识；第二，计算语言学中越来

越多地使用统计数学方法来分析语言数据；第三，国内的大多数语料库基本

上还停留在词性标注阶段，而国外的语料库研究早已进入句法标注阶段，并

且向语义、语篇深入了。因此，我们一定要瞄准国际计算语言学发展的方

向，结合我国国情，确定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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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的发展，汉语信息处理的发展，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手机

短信和手机上网力度加大、汉语信息处理特殊性问题的不断突破，与国际的

接轨会越来越紧密，汉语信息处理的水平和信息处理量与国际水平越来越接

近，汉语信息处理的商业利润会跨越式提高。

由于应用领域的机器翻译、网络检索、信息提取、信息过滤、知识挖

掘、远程教育、网络出版等推动，术语、新词新语新义、兼类词、字母词、

数字词、多义词、基本词汇、固定短语、指代、隐喻等词汇级问题和语法级

问题将成为下一批研究热点。

由于商业利益凸显，中国的大型国企将增加投入，海龟 （归）企业也将

涉足，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计算语言学成果的争夺、人才的争夺将进一步

加剧。

由发展趋势决定，网络语言信息处理、有声语言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

学的现代教育技术等，将成为 “十一五”期间计算语言学或语言信息处理研

究的重要领域。

（四）“十一五”期间的重点课题

１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建设 （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

（１）相关法律法规研究。
目前语言资源不能共享，语料库的建设和语料库的著作权、版权不能得

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是根本问题。语料库中的文本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现在

迫切需要推出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管理条例》，以便依法对国家语言资源

实行监测，此法的推出与颁布涉及多个国家主管部门和已经颁布的相关法律

法规，有相当难度，但是不逾越此障碍，语言信息处理就难以资源共享。

（２）语言信息处理评测研究。
语言信息处理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都需要语言信息处理评测的拉动，

这已经为国际计算语言学的发展所证实。中国已经参加美国举行的中文评测

并取得较好成绩。而汉语信息处理评测的研究则需要国家语言资源中心的权

威语料的支持。这是与美国、中国台湾争夺汉语信息处理的话语权的关键

竞争。

（３）新词、新语、新义研究。
新词、新语、新义研究，是信息处理的需要，尤其是网络语言信息处理

的需要，某些领域的新术语日新月异，如信息、生命科学、农业、医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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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等领域。信息提取、知识挖掘、文本分类、机器翻译、话题识别与跟踪等

等应用系统，都越来越需要解决新词、新语、新义问题。

（４）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语言研究。
动态流通语料库是比传统的静态、平衡语料库大得多的语言工程，“十

五”末期才得到启动性投入，但是这是关系到语言监测和新词、新语、新义

动态更新的底层工程，关系到语料库的资源共享、动态生成的根本性建设。

２建立一个精加工、高质量、小规模的汉语树库 （１００万字）
首先需要确定 “树库”的语法体系、规范 “树库”的语法标记。这种

高质量、小规模的 “树库”，可以作为计算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的语言资源，

是我国计算语言学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３语音识别与合成的研究与应用 （包括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大语种

外语）

（１）动态有声媒体国家语言资源中心建设；
（２）为语音机器翻译服务的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
（３）语音识别与合成的研究在语音教学中的应用；
（４）语音识别与合成的研究在手机通信、网络通信中的应用。

六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重要研究成果及学科建设之进展

对外汉语教学至 “十五”期间，已走过了 ５０个春秋。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一样，以一个独立学科被世人所认识，它还

在发展之中，日趋成熟。这期间在学科建设上有如下进展。

１学科理论建设研究
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不同的流派。各流派有自己的理论基

础、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大多数人依然认可对外汉语

教学应作为二级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比如新出版的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赵金铭，２００４）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对外汉语教学界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认为 “作为一

门学科，对外汉语教学既不属于汉语言文字学，也不属于应用语言学，而只

能属于语言教育学中的对外汉语教学”。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 《对外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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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引论》（刘繤，２０００）。
这两种观点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模式，虽皆研究对外汉语教

学，但因归属上位学科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汉语

成为第二语言教学成为一门学科，大家依然有共识。我们希望参照世界上把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研

究，完善学科体系，积极推进学科建设的开展。

２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更趋深入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汉语教学，对汉语本体的研究，不但十分重要，

且有自己的特点。

汉语本体研究中，尤以语法研究为突出。“十五”期间召开了两次国际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讨会，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理论问题，对教学语

法的特点形成共识。即主要侧重对汉语现象的描写与对规律和用法的说明。

教学语法应有其规范性，便于教学。对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也展开了讨

论，对语法条目的确立、编排及教学顺序都有新的认识。这期间汉语其他诸

要素，如语音、词汇、汉字也都突出了面向对外汉语教学与学习的研究

特色。

３教学研究与学习研究呈现多元化特点
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走过了引进基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言教学法

阶段，经消化、融合，充分结合汉语与汉字的特点，经多年的教学实践，逐

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时至今日，人们已不再追求最

佳教学法的研究，而转向教学模式的探索，使教学法更具有针对性。教学法

的研究更趋具体、细密，更追求实效。

值得提及的是，此期间探索的重点已由 “教”转向 “学”。主要研究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和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在学

习中的影响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学习研究经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已在世界第二语

言教学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据统计，在 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 《世界汉语教

学》引文中，被引文作者被引用频次排在前 １０位的国外作者的排位可显示
出，外国语言学家，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家，诸如 Ｌａｂｏｖ、Ｅｌｌｉｓ、Ｋｒａｓｈｅｎ、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等，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成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可看
出我们的研究与国际语言学界和应用语言学界的学术交往。

语言学习是个极复杂的过程，其中有诸多的自变量和和因变量。学习研

９８５语　言　学　　　　



究的突出变化是通过实验法和测量法相结合求得可靠数据后，据此进行深入

分析，得出可靠结论。事实上，对外汉语教学界早已认识到，对学习者学习

心理情况的了解和掌握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所设计与研制的教学方法也

越有针对性，对学习效率的提高自不待言。

４对外汉语教学基础建设扎扎实实地开展
１０多年前指定的汉语频率词典及汉字和词汇大纲等基础建设项目，在教

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教学与学习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所以 《汉语水平等级

标准和汉语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的修订，便成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进一

步健康地、大踏步地发展的根本问题。

目前，大纲的修订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扎实进行，理论准备相当充分，统

计工作稳妥、细致。为我们教什么，怎么教，哪些要反复教，哪些只须一带

而过，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充分参酌、吸收国内外已有

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科学统计、分析，符合对外汉语教学规律的各类大

纲必将面世。

５完成一批重大研究项目
鉴于对外汉语教学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国家于 ２０００年

建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

究中心。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服务于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乃至向全世界把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同行开放的中心。不仅要为国内的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还要置身于世界第二语言教学与

研究之中，达到一流的水平，处于前沿。

从２００１年起，对外汉语教学界共承担 ６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些课
题研究，涉猎面宽，覆盖对外汉语教学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汉语习得

研究与教学研究，教学语料库的创建等。选题既有理论建设意义，又有应用

价值，代表着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较高水平。

（二）目前研究状况、存在问题与薄弱环节

“十五”期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进一步确立了研究框架，拓宽了研究

领域，更加重视学科建设。在以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为主体研究的

基础上，注重学习研究、教学研究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

建设整合研究。研究范围涉猎更加广泛，角度新，层次多，显示了本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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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程度。

１汉语本体研究依然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主体
汉语本体教学内容一般认为要包括五个方面：语音、汉字、词汇、语法

以及与语言形式相关的文化因素。语音、汉字和词汇的研究应侧重汉语语音

系统、汉语词汇语义系统以及汉字本身的科学系统，破声调教学困难之壁，

着重解决汉语多义词不同义项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差异，并从汉字的

形、音、义系统出发，为汉字分析教学和整体教学提供理论依据。语法研究

还应继续体现通过对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则的具体描写，来指导外国人正确使

用汉语。要突出那些对母语者不必讲，而却是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时难于理

解和掌握的语言现象。至于与语言形式相关的文化因素，则自始至终，一以

贯之。

总之，汉语本体研究应注意语际之间的对比，从学生学习的难点出发，

除了显示一般规律之外，注重用法研究。在广泛搜罗学生学习偏误基础上，

发掘研究课题，为汉语教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促进了汉语本体的研究。

２学习研究、教学研究凸现新的思路，融进了新的研究手段
这期间教学法的研究已把重心放在结合汉语和汉字特点，吸收基于印欧

语系诸种语言教学法的长处，扬弃其不足，改造其不适合汉语和汉字特点之

处，创新我们自己的对外汉语教学法。这之中特别注重教学实验，以及教学

调研等实证性研究。真正做到从汉语实际出发，结合汉字特点，创建具有汉

语特点、世界眼光的对外汉语教学法。

至于外国人习得汉语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可采用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

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的方法，另一种是教育统计学的量化的方法。取得相关数

据，在此基础上缜密分析，得出结论。此期间汉语认知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研究相挂钩，心理学界与对外汉语教学界相携手，两种研究融会贯通，为学

习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３语音教学滑坡，词汇教学研究薄弱
近年来，语音教学研究有所忽视，在华外国留学生整体的语音水平，似

乎还赶不上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汉语拼音方案》已成为世界汉语教学中不可
或缺的拼音工具，我们应充分利用 《方案》的规范性和优越性，推进语音教

学。教师要充分了解 《方案》制定的音理依据，了解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

系、字母与音位及音位变体的关系。遵循并充分运用汉语语音系统，在语音

教学中灵活变通，创造出具有汉语语音特点的语音教学法。减少学习者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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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调和不标准的状况，切实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音水平。

词汇教学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重语法，轻词汇，一直带

有倾向性。以往词汇教学较注重词义，特别是与外语词词义异同对比及义项

交叉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是，汉语中相当数量的词是多义词，不同的义

项，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于是，也就产生不同的搭配，具有不同的用法，

使用环境也不一样。学习汉语，重要的是掌握具体词语的具体用法。

４教学模式不够丰富，口语与书面语有脱节现象
对外汉语教学界从 １９５０年代初，即进行教学模式的探索，主要围绕着

如何处理 “语”和 “文”的关系上。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实施的主要教

学模式不外乎几种，略显单调，不够丰富多样。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界多年来

深受听说法的影响，过于强调 “听、说领先”，注重开口率。虽也强调

“读、写跟上”，但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听、说能力与读、写能力往往不够协

调，甚至有脱节现象。

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们

是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所获得的不同的语言技能。我们应据此编写不同形式

的教材，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既具有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也能阅读

理解，并能进行书面语表达。

（三） “十一五”期间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研究

领域

“十一五”期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对外

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将会取得显著的进展。

１以教学模式研究为突破，求得教材的创新
教学模式的改革，意味着寻求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出发，摆脱以往从国

外引进的基于印欧系语言所创建的各种语言教学法，结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理论提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准化的教学范式。比如，根据普遍语法的推

测，第二语言学习者大致遵循着操目的语的本族人学习／习得该语言的过程。
那么，外国人学汉语也有理由跟汉族人一样，先学听说 （语文分开），再学

认汉字 （集中识字），再写汉字 （读写分开）（崔永华，１９９９）。再比如，将
目前的综合技能课，重新设计，分为 “口语”和 “笔语”两门课，并配以

“听力课”。进入第二学期以后，“笔语”课发展为 “精读”，再加上 “泛读”

课 （鲁健骥，２００３）。这两种教学模式还只是设想，如付实施，必得有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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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教材。一个有特色的全新的教学模式，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教材，换言

之，一部经科学设计的特定的教材，必定体现了某种教学思想，代表某种教

学模式。教学模式的创新，必定带来教材的更新。

２以汉字研究为突破，加强书面语教学的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是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之一。汉

字教学是汉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教学与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的最大区别之
一。我们应该把汉字当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研究。什么时候教汉字最合

适？先教哪些汉字？初级阶段教多少汉字？“识字”与 “写字”的关系如

何处理？对汉字是 “分解”教学还是 “综合”教学等等都值得研究。总

之，要通过教学实验，寻求汉字教学的突破口，使书面语教学质量得以大

幅度提高。

３汉语水平考试 （ＨＳＫ）研究将获更大发展
汉语水平考试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为了进一步推广汉语教

学，发展 ＨＳＫ，国家汉办正在开发 ＨＳＫ的四项专项考试。即 ＨＳＫ （旅
游）、ＨＳＫ（商务）、ＨＳＫ（文秘）、ＨＳＫ（少儿）。这些考试的性质，都是
评估第一语言非汉语者在使用汉语的专业环境中，运用汉语完成工作的语

言能力 （即交际汉语能力）。这些考试将与国际语言测试相同步，比如

“将任务用于测试” （ＰｕｔｔｉｎｇＴａｓｋｓｔｏｔｈｅＴｅｓｔ）已成为汉语测试的一种新
模式。

这些考试，都将在如下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与研究：考试研究工作的技术

路线；需求分析；考试设计；分数体系设计；评估体系 （包括考生对试卷的

评估）；预测实施；预测定量分析等等。可以预见， “十一五”期间，汉语

水平考试的研究更趋细致与深入，以保证 ＨＳＫ的质量代表国家接近并达到
国家公认的标准，成为一流的标准考试。

４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方法及教学模式研究将继续深入发展
随着信息化、国际化的推进，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方法的研

究，将涉及教学模式的设计、教材编写、教学课件的开发、平台与资源建

设、师资培训以及学习模式的构建等一系列问题。今后，围绕数字化方向，

会在如下几方面深入研究：

（１）以语料库语言学为指导，建立现代汉语语料库、汉外语言对比语料
库、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以及汉语教学多媒体素材库和资源库。

（２）多媒体教材与教学课件研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９８９语　言　学　　　　



（３）网络 （远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教材开发，以及现代教育技术

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出现课堂上的网络与网络

上的课堂的新局面。

（四）“十一五”期间拟重点研究的课题

（１）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研究，教学实践与学习状况研究 （侧

重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突破汉字教学的瓶颈，大力改善汉语书

面语教学；汉语和汉字习得与认知过程、规律研究）。

（２）面向信息处理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辖各类教学与学习语料库的设

计与研制，多媒体教材与多媒体教学设计、网上教材与网上教学的研究与开

发）。

（３）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习需求与教学资源调查研究，了解世界范围内
各类学习人员情况、学习目的、学习要求，对教材和教学法的改进意见，以

及师资状况、存在问题与改进意见。

七　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时期。这５年
期间，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在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国际交流的途径，更

全面地了解了本学科的发展状况，进一步明确了研究重点，最终实现了组织

上的整合和学科的振兴，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时期。

反思和总结是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标志。沈家煊 （《近年来语言学研究

综述》，１９９９）、陈章太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１９９８）、高一虹
（《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１９９６）等对我国社会语言学 “十五”

以前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十五”期间发表的一些关于国内、外

社会语言学发展状况的综合性介绍，包括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

１９９９）、周庆生 （《西方社会语言学面面观》，１９９９）、杨永林 （《社会语言学

四十年》，２００１）等，也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显著特点。著名社会语言学

家、变异学派领袖，威廉·拉波夫２００１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的系列讲座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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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了序幕。２００２年互动社会语言学创始人约翰·甘柏兹应邀来北京为首届
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做主题发言，之后又依次访问了南京大学和香港

大学。在新世纪开端的时候，社会语言学中两个主流学派的学派领袖，同属

世界上第一代社会语言学家的学者，递次访问中国，传薪播火，因此大大推

动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社会语言学的新热潮开始了。２００２年前后，《中国语文》、《语言教
学与研究》、《语文研究》、 《民族语文》等杂志都增设或者扩充了 “社

会语言学”栏目。２００３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宣告成立。学会联合了包
括国内外学者的几代社会语言学家，宣告其宗旨为， “组织开展关于海

内外华人、中国各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中国社会语言学》

２００３年 １期）。
“十五”期间出版了 《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陈建民，１９９９）等１０余

部社会语言学专著；《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杂

志发表了３０余篇社会语言学的文章。国际上几份主要的社会语言学杂志刊
登的研究中国社会语言问题的文章也有近 １０篇，撰稿人包括海内外学者。
先后召开的两届 “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以 “双语学”、

“双语、双方言”、 “语言接触”、 “濒危语言”、 “语言规划”、 “语言与法

律”、“城市语言调查”、“女书”等为主题或专题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

多次研讨会也标志着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发展。

“十五”期间的大部分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仍然集中在双语和语言接触的

研究 （包括濒危语言研究）。与此同时，２００２年前后起始的社会语言学新热
潮的特点是，开始重视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开始重视理论的研究，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 “言语社区研究”的新方向。２００３年出版的 《中国社会语言

学》创刊号收入了１６篇文章，分成 “语言接触”、 “语言变异”、 “言语社

区”等三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语言学当时的主要研究

范围和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的一个良好趋势是许多方言学家转向社会语言学。社会语

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方言的研究上来；另外一些基本上是

方言学的研究也增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语言学的内容。国际语言学界出现的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融合的趋势显然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欢迎，游汝杰指

出，“社会语言学将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曹志耘提出了在中国开展地理

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主持的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将其主张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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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包括社会变异内容的方言分布调查。国际社会语言

学界的一个新发展就是对方言区域分布的动态研究，曹志耘的研究填补了国

内的有关空白。

“十五”的最后一年，我们看到了社会语言学的大收获，这一年当

中，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宣

告成立，《中国社会语言学》这本面向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学术期刊创

刊出版。

（二）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

与国外同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比较， “十五”期间我国社会语言学

的研究，一方面在文化语言学的带动下，拓宽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另一

方面也忽略了一些国际社会语言学界已经进入的研究领域，如对语言的

社区特性的研究，对聋哑人群体及手语的研究，对于语言演变的实时研

究，对于语言规划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某些宏观社会现象的联

系的研究等等。

主要问题和不足是：各研究领域发展不平衡，对语言变异的研究尤其薄

弱，社会语言的实际调查也不够深入，理论研究相当不够。正如陈章太１９９８
年所指出：语言接触、语言与民族、语言规划、双语双方言方面研究成绩较

大，语言变异、行业语、语言与文化，以及应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则很不

够；同时他还指出，对语言变异研究得不够是对社会语言学的 “核心问题研

究不够”。应该说，诸如 “理论的薄弱”，“方法的简单”，“内容的偏颇”等

不足，在 “十五”期间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仍

然是与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交流不够，对于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了解不够，消

化不够，创新的起点没有建立在全面综合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因此难

以取得较大的进步。

（三）“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及重要研究领域

“十五”期间出现的各种有利形势在 “十一五”期间将会进一步发展。

双语及语言接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将继续繁荣发展，语言变异的研究会进一

步加强，对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研究将展现成果，“会话研究”等对语言使

用的不同流派的研究以及应用性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将进一步开展。言语社区

理论和城市语言调查有望成为重要研究领域。国际性交流活动将会更多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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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际领域的成果发表必然大大增加。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在第三届中

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促进下，将重点发展起来，有望成为国际范

围的领先成果。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和

经济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城市化过程中的语言变化的研究将有特殊贡

献。同时必然伴随产生许多有利于社会交际、人口管理、市场经济等方面的

实用性成果。

此外，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必然进一步加强，方言分

区的研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言语社区理论的成果。农村方言的研究与

城市语言调查成果的整合将为层级言语社区模式的研究奠定基础。中华大言

语社区的研究框架将可能在进一步结合历史语言学以及民族语言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被提出来。

（四）重点研究课题

１言语社区研究
言语社区研究作为一个针对讲话人的组织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最广

泛的研究对象。其由来、发展、内部的分化和协调机制及其发展前景和方向

等都是语言学界内外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语史方面、地域方

言调查方面以及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丰富的研究成果都可以成为针对汉语、

中国社会，以及国际华人社会的言语社区方面的研究基础。以社会语言学关

于双语社会、语言接触、语言变异与变化、言语互动、语言认同等方面的理

论为轴心，有可能将上述几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从解释中国的多层

级、多形态的言语社区的具体目的出发，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一步一步将言

语社区的理论发展完善起来。

２城市语言调查
采用社会调查方法集中研究城市语言特征及城市语言交际中的问题，是

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应用性社会语言学研究。其社会现实意义为，提

供城市语言状况信息、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语言问题进行分析和确认，成

为制定有关政策、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科学依据。

上述两项课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走向世界、走向前沿的两个可能的突破

点。其特点为，紧扣普通语言学的语言本质的基本命题，吸收国际社会语言

学界最新成果，面对社会语言学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两个课题面向中国

实际，针对社会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

９９３语　言　学　　　　



八　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研究

（一）“十五”期间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是我国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稳步发展时期，来自语言

学、心理学、医学、认知科学等各个领域对脑和语言的关系感兴趣研究者

们，紧跟国际神经认知科学发展的潮流，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１字词认知研究
在字认知研究方面，研究者发现在字形加工中存在着部件数效应，部件

越多越容易识别，并发现通透性主导着汉字字形加工，这方面的文章有周新

林、曾捷英 《汉字早期字形加工中的部件数效应》（《心理学报》２００３年４
期）等。与字认知相关的还有亚字水平的加工研究，张积家等 《笔画复杂性

和重复性对笔画和汉字认知的影响》（《心理学报》２００２年５期）试图证明
笔画是汉字加工的基本单元。在词汇认知方面，主要论文有陈宝国、彭聃龄

《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 （Ⅰ）（Ⅱ）》（《心理学报》２００１
年１期，２００３年５期）。词汇认知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同音词、多义词、歧
义词的语义通达 （ａｃｃｅｓｓ）问题，周治金等 《汉语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的过

程及其抑制机制》（《心理学报》２００３年１期）分别采用词语境和句子语境
两个实验探讨汉语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的过程。

２语音认知研究
语音认知研究主要集中在韵律特征方面。仲晓波等 《普通话韵律词重音

知觉》（《心理学报》２００１年６期）和仲晓波、杨玉芳 《汉语普通话句子重

音在时长方面的声学表现》（《心理学报》２００３年２期）研究了句子重音和
词重音在知觉上的关系。王韫佳等 《汉语语句重音的分类和分布》（《心理

学报》２００３年６期）提出将语句重音分为语义重音和节奏重音的假设。梁
洁 《病理语音实验分析结果》（《当代语言学》２００２年２期）对平叙句进行
对比分析。仲晓波、孟士楠的 《句子重音对汉语同音异义词的解歧作用》

（《心理学报》２００３年３期）等则涉及韵律特征的解歧作用。
３语义认知研究
词的语义加工研究有周榕、黄希庭 《时间隐喻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研

究》（《心理科学》２００１年２期），高立群、彭聃龄 《学习因素对语义信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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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影响》（《心理科学》２００１年１期）也从不同角度对语义加工提出解释。
句子水平的语义加工研究有李俏等 《句子语境中语义联系启动作用的研究》

（《心理学探新》２００３年１期）。双语者语义表征是近年来新的关注对象，郭
桃梅、彭聃龄 《非熟练中—英双语者的第二语言的语义通达机制》（《心理

学报》２００３年１期）对此做了探讨。
４语法认知研究
关于词类加工研究，杨亦鸣等 《名动分类：语法的还是语义的———汉语

名动分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语言科学》２００２年１期）运用ＥＲＰ和ｆＭＲＩ
两种手段的考察，初步发现了名动分离的神经机制，杨亦鸣等 《汉语量词及

其分类的神经机制与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中国语言学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期）
分析了有关量词的神经生理机制问题。关于句法加工研究，有杨亦鸣等 《汉

语皮质下失语症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的比较研究》 （《语言的神经机制

与语言理论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张亚旭等的 《话语参照语境条件下

汉语歧义短语的加工》（《心理学报》２００２年２期）则对 “ＶＰ＋Ｎ１＋的 ＋
Ｎ２”句式加工做了研究。

５篇章语用认知研究
关于人称代词指示研究有周冶金、陈永明等 《指代者对其先行词提取性

的影响》（《心理学报》２００１年３期）和孙燕、舒华等 《动词隐含因果性对

代词加工的影响》（《心理科学》２００１年１期），前者讨论先述参与者、后述
参与者与其指代者提取性的关系，后者通过自定步速阅读和眼动跟踪实验讨

论汉语动词隐含因果性对代词指代影响的问题。关于名词回指研究有白学

军、张兴利 《语篇理解时类别指称对象提取的心理机制研究》（《心理科学》

２００３年６期）。关于篇章阅读研究有王穗苹、莫雷 《篇章阅读理解中背景信

息的通达》（《心理学报》２００１年４期）等。
６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关于语音的发展，有舒华等 《儿童汉字读音声旁一致性意识的发展》

（《心理学报》２０００年２期）和李嵬等 《说普通话儿童的语音习得》（《心理

学报》２０００年２期）；关于正字法的发展，有李娟等 《学龄儿童汉语正字法

意识发展的研究》（《心理学报》２０００年２期）等文；关于词汇发展，有周
榕、黄希庭 《儿童时间隐喻表征能力的发展研究》（《心理科学》２００１年５
期）等；关于语法的发展，有田学红等 《４～６岁幼儿对有关方位介词的认
知发展研究》（《心理科学》，２００１年１期）等。这些文章对揭示儿童掌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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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规律有初步的探索。关于发展性阅读障碍研

究，有孟祥芝、周晓林等 《动态视觉加工与儿童汉字阅读》 （《心理学报》

２００２年１期）。
７失语症研究
失语症研究新的研究亮点是关于失语症量表的制定与检测。李胜利等

《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法的编制与常模》（《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０年４
期）参考国外失语症检查法，编制了新的汉语失语症检查法。赵丽丽、李承

晏等 《汉语语法量表的制定和标准化》 （《卒中与神经疾病》２００２年５期）
和丘卫红等 《粤语失语症的评价与语言治疗初探》 （《中华康复医学杂志》

２０００年５期）等也有新意。关于语言康复，有汪洁 《感觉性失语症听理解

障碍的语言治疗》（《现代康复》２００１年７期）等。

（二）目前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

１出现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并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以研究人脑和语言行为关系为目的，因而成了

心理学、医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和语言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出现

了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同时这些研究也得到了各个领域的专业期刊的支持。

据统计，心理学期刊中仅 《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两种刊物，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就发表了相关论文３００篇，语言学期刊如 《中国语文》、 《当代语言

学》、《语言科学》等也发表该领域的学术论文，同样神经科和医科的杂志

也刊登了相关的论文，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学科融合的大趋势。与此同

时，一些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在国外相关的专业期刊上，越来越多的国外学

者也参与到汉语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的研究中来，这种国际化研究对学科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２新方法、新技术的出现，开拓了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新
领域

以往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只能依赖对失语症病人的神经心理

学实验，或对正常人的行为心理学实验，实验过程难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干

扰。随着信息技术在生物学中的运用，产生了可用于研究人类脑功能的无损

伤性研究技术和设备，如事件相关电位 （ＥＲＰ）、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ｆＭ
ＲＩ）等。ＥＲＰ通过即时记录脑对事件处理的电位变化研究脑功能，具有毫秒
级的高时间分辨率。目前国内已有中科院心理所、徐州师范大学语言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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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等拥有 ＥＲＰ工作站，并用于语言研究。而 ｆＭＲＩ虽然时
间分辨率稍低，却有着毫米级的高空间分辨率，它通过测定磁共振信号来反

映血氧饱和度和血流量，进而反映脑的能量的消耗，达到功能成像的目的。

由于条件的改善，直接研究脑与语言的关系，已成为目前心理活动脑机制研

究的一个前沿方向和新的领域。

３学科建构亟待加强，自主研究尚显不足，缺乏原创的标志性成果
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目前都面临着学科建设的问题。在人才队伍建

设上，目前的研究虽然初步做到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互相了解、学习、借鉴，

但学科要向纵深发展，这样的合作仍然不够，学科的发展呼唤复合型专门人

才的出现。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上，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学科的性质、目

的、任务是什么，学科体系应当包含哪些组成部分，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如何

界定等，对此还缺乏必要的思考。正因为如此，目前的研究借鉴和跟踪西方

的痕迹十分明显，其实验手段、实验范式和实验指标都来自国外，而汉语的

语音、语法以及书写符号等与西方有许多不同，需要实验研究重新验证。也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自主研究尚显不足，难以产生原创的标志性成果，这是

我们目前亟待克服的薄弱环节。

（三）“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的重要领域

１坚持汉语特色，完善学科体系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将会加大力度探索具

有汉语特色的学科建设之路，并初步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框架、研究方法

和知识体系，以指导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上，如ＥＲＰ和
ｆＭＲＩ等新技术的实验指标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外对印欧语研究基础上的，“十
一五”期间将会加大对以汉语为语料的实验指标的研究开发。此外，编制出

适合中国人文化习惯的汉语失语检查量表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２围绕语言本质，探讨生物基础
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都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们首先应当在

语言学的背景和框架下研究 “语言”，符合语言学理论的目标追求，但它们

与理论语言学又有分工，着重探讨语言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由于技术的

改进，这一探讨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因此 “十一五”期间，心理语言学

和神经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利用高技术手段，围绕语言的生成、

理解和运用，多角度地直接地探讨语言的脑机制和生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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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整合研究方向，开拓新的领域
“十一五”期间，原有的研究领域如字词、语音、语义、语法等的认知

研究，脑功能成像技术的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失语症的研究等仍将

是研究重点，但研究方向会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凝练出新的研究领域。如按

照理论语言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语言运转的基础是词库和演算系统两大部

分，因此可以将字词、语音、语义等的认知研究纳入大脑词库的研究，另外

开辟演算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 “十五”期间已有部分成果，但还比较粗

糙，“十一五”期间将从视觉通道与听觉通道两个方面，综合运用神经心理

学、ＥＲＰ和 ｆＭＲＩ等实验技术手段，使这方面的研究跨上新的台阶。进一步
的工作是结合信息技术实现这些研究成果的计算机可视化模拟和数据模拟，

为全面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打下基础，并为信息处理、认知自动化工程提供

大脑神经网络的生物学模型，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十一五”期间的重点课题

１中文大脑词库存储提取模型及其仿真与模拟技术研究
该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全面探讨操汉语者大脑词库的语音、语义、语法、

语用和正字法特征，揭示操汉语者大脑词库的听觉和视觉通道的神经机制工

作模型，并实现计算机可视化模拟和数据模拟。

２操汉语者脑损伤失语症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该课题研究大脑损伤造成的语言缺损，建立不同语言障碍与脑区功能的

对应关系，进而探讨语言与大脑的联系，这项研究包括建立不同类型的汉语

失语症患者的语料库和研制适合中国人的汉语失语检查量表。

九　语言政策研究

语言政策是国家为健康社会语言生活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主要体现在对

语言地位、语言功能、语言权利乃至对语言本身所进行的各种规划，以及为

保证规划实施所采取的各种重要举措上。２０００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我国现行语言政策的基础。

（一）“十五”期间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十五”期间，语言政策研究开始引起较多关注。①出版了 《国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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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
政策国别研究》 （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３）等著作和 《信息时代的中国语言问

题》（《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等论文。②国家语委设立了 “国家

语言文字政策贯彻实施研究报告”、“语言规划理论研究”、“中国语言规划

历史研究”等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 “语言冲突研究”等项目。

③召开了以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权利为主要话题的国际语言与法律学术讨论
会、以 “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

会等会议。④一些大学开始设立 “语言规划”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撰写了多

篇语言规划史研究的博士论文。

（二）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

关于语言政策的宣讲成果不少，但是学术研究却一直是语言学中的薄弱

环节。首先，语言政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有机的学科体系，缺乏稳定的研究

机构和研究人员，缺少学术刊物和研究经费。其次，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相

比较而言，对语言沟通研究较多，对语言保护研究较少；对汉语的国内推广

研究较多，对汉语的国际传播研究较少；对汉语的一般规范研究较多，对教

育、新闻、出版、法律、外交等领域的语言生活研究较少；对传统领域研究

较多，对信息化等新领域的语言生活和前瞻性的课题研究较少；对语言政策

作用于语言的状况研究较多，对语言政策作用于经济、文化、科技、教育、

政治、社会的状况研究较少；对语言义务研究较多，对语言权利研究较少；

对中国研究较多，对海外华人社区和外国的语言政策研究较少。第三，研究

手段还比较落后，学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还不自觉，研究成果向政策层面的

转化渠道不大顺畅。

（三）“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要领域

新中国语言政策，大致经历了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和 ８０年代中期两次
里程碑式的新中国语言政策，大致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和８０年代中
期两次里程碑式的变革。现行语言政策基本上是１９８６年以来语言政策的延
续。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我国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教育和媒体逐渐普及，
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发展对语言生活提出了新要求，国家的迅速发展使汉语的

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内各种语言 （和方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外语在中

国的地位、功能等，都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再规划，都需要根据新形势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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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语言政策进行确认或修正，或许需要制定新的语言政策。语言政策的制

定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对语言政策的研究将成为语言学研究的

一个充满学术魅力的重要领域。

“十一五”期间语言政策的研究会有较大发展。发展趋势是：第一，政

府和学术界将会比较重视语言政策的研究，计算机和数据库等现代化的研究

手段将得到较多应用，对现实语言生活的调查将更加深入，海外国外的语言

生活、语言政策及其相关研究将得到更多的关注。第二，一些领域可能形成

研究的重点：①汉语的国内普及和国际传播问题；②法律、教育、新闻出版
等领域的语言政策问题；③信息领域的语言发展战略问题；④濒危语言或方
言的保护抢救问题；⑤语言统一、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权利等问题；⑥语言政
策的历史研究和海内外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等。

（四）“十一五”期间两项重点课题

１新世纪我国的语言战略研究
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华民族 “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科学发展观和

“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如何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与教训，合理开发和利

用我国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促使我国成为语言强国、文化强国、信息强国

和经济强国，是摆在新世纪语言政策制定者和语言发展战略家面前一项十分

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本课题主要包括：①系统梳理我国现有的语言政策，深入考察我国当前
的语言生活，特别关注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中与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的问

题。②考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新加坡、加拿大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研究其经验与教训。③研究语
言在国家富强中的作用，构建我国语言发展的宏观战略，为国家经济与社会

的协调发展服务。

２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研究
据预测，将来能在国际上通行的主要语言有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阿

拉伯语等。汉语国际传播问题成为我国语言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国际

生活的一件大事。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６种工作
语言之一，但在国际上的流通情况并不理想。要使汉语在国际上广泛传播，

必须制定宏观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具体有效的举措。本课题主要包括：①政
策层面的研究。通过研究世界各国语言传播政策的目标、方法、作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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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传播的基本规律。②仔细调查国际上 （包括海外华人社区）汉语使用情

况及人们对汉语、对汉语国际传播的看法，为国家制定汉语国际传播战略提

供重要参考。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汉语的情况；掌握汉语的情况；使用

汉语的情况；学习汉语的目的、动机、期望；其他语言态度。③确定汉语国
际传播的目标、步骤、策略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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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一　“十五”期间的主要成果

“十五”期间，少数民族语言 （以下简称民族语言）研究随着我国人文

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以及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阔步进展，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新成就。与前几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民族语言研究无论在广度上或深

度上应该说都是最好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研究中反映出一个 “新”字，即公布了一大批新语料，揭示了一些

新规律，更加重视现代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这些年的民族语言

研究，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有机结合比过去有所加强，类型学、语法

化、转换生成、语料库建设、现代语音实验等都已引入民族语言研究，并有

逐渐加强的趋势。民族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接轨、与国外语言学接轨，有了

明显的进展。

二是民族语言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扩大，不再停留在只从单一语言研究一

种语言、只从单一现象研究一种现象，更加重视语言之间的比较、不同现象

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亲属语言的比较、同一范

畴不同语言的比较等。

三是为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语言应用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如民族

语言功能 （活力）研究、双语研究以及濒危语言研究、语言接触研究等，都

被提高到重要地位，并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下面具体介绍 “十五”期间学

科研究的新进展。

（一）调查、公布了大批新语种、新语料

我国的民族语言语种多，特点复杂。半个世纪以来，民族语言工作者虽

然不断发现、调查了新的语种和新的语料，但直到今天大家仍然感到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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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现状认识得还很不够，还有一些新语种和大量的新语料未被记录、描

写，有的虽然做了记录、描写，但还不深入。普遍认为，语言描写是民族语

言研究的基础，必须在这上面长期不断地下工夫；语言描写有了坚实的基

础，语言历史、语言理论等研究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因而这一时期，民族语

言研究者仍花很大气力做民族语言的分析描写，刊布了大量的新语料和新的

研究成果，成为民族语言研究中的一项重头产品。这部分成果对我国语言研

究具有长远的、重要的价值，已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

这一时期出版的新发现语言专著有２０余部，如 《拉基语研究》、《莫语

研究》、《柔若语研究》、《桑孔语研究》、《格曼语研究》、《标话研究》、《炯

奈语研究》、《克木语研究》、《苏龙语研究》、《布兴语研究》、《倒话研究》、

《毕苏语研究》、《图瓦语研究》等。而且还在 《民族语文》等杂志上陆续公

布了３０多种新的语言概况，如 《阿侬语概况》、《赛德语概况》、《业隆话概

况》、《茶洞话概况》、《巴那语概况》、《克木语概况》、《莽语概况》、、《扎

话概况》、《他留话概况》、《堂郎话概况》、《布兴话概况》、《康家语概况》、

《蔡家话概况》、《户语概况》、《苦聪话概况》、《克蔑语概况》等。这些新发

现语言中有大量过去没有发现过的特点，对语言学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如意

西微色·阿错描述的倒话，类似混合语，词汇主要来自汉语，而语法结构层

面与藏语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对语言接触研究很有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众多，有的语言的方言分歧很大，方言成为深

入研究民族语言的重要资源。这期间出版了一大批方言描写著作，如 《普米

语方言研究》、《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傣语方言研究》、《中国柯尔克孜

语南部方言研究》、《藏语方言概论》、《壮语方言研究》等。还出版了一些

比较深入的单一语言描写的著作，如 《西部裕固语研究》等。

（二）语言结构的描写比过去深入

这一时期，民族语言的结构描写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一是语法研究的

论著大量增加，质量有明显提高。如词类研究中的动词研究，近年来一直是

个热点，特别是对动词语法范畴的揭示有了新的进展。如徐世璇的 《缅彝语

言的体范畴研究》，通过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提出缅彝语的体存在着动貌

和情貌两种不同的类别。胡素华的 《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分析了彝语体、

貌范畴的不同类别，及不同类别词表现手段和虚化特征。许伊娜的 《阿尔泰

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通过阿尔泰３种语言副动词范畴的语义功能和

１００３语　言　学　　　　



句法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这几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黄成龙的 《羌语的

存在动词》，分析了羌语的存在动词有人称、数、时、体、态、式等范畴。

此外，还有对动词的 “时”、“式”、“使动”等语法范畴的研究。

二是更加重视使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语言。如力提甫·托乎提的 《轻

动词理论与维吾尔语动词语态》，根据深层句法的轻动词理论，分析了维吾

尔语动词的语态变化，并用树状图说明各语态变化所引起的相应论元的增减

问题。戴庆厦、傅爱兰的 《藏缅语的形修名语序》用类型学跨语言比较的方

法，对１０种藏缅语的形修名语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复合词与短语形名结
构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形容词定语前置和后置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的差异，形

容词定语和指示词定语、数量词定语共同修饰名词时可能出现的语序及其等

级序列。孔江平的 《论语言发声》一书，以我国民族语言为对象，从语音

学、言语声学和嗓音生理的角度，全面介绍了语音嗓音发音类型的特点。黄

行的 《语素的计量分析与识别方法》一文，以苗语语素识别为例进行语素计

量分析与识别，求出语素在构词过程中会出现词义扩散现象。李兵的 《元音

和谐的类型学问题》，从音系分析的角度归纳出各种类型的元音和谐。２００２
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 “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讨会”，

会议的宗旨是加强现代语言学理论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结合，提高对语言

个性与共性的认识，从语言形态的多样化进一步探索自然语言机制的内部规

律。２００３年出版了 《现代语言学理论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论集。这次会

议标志着民族语言学界越来越重视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的结合。

（三）汉藏语系属问题的研究在深入

汉藏语系属问题，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棘

手、长期困惑人们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汉语和壮侗语 （即汉台

语）是否同源。半个世纪以来，两种对立的意见相持不下，未能取得共识。

但通过争论，双方在对汉藏语关系的认识上都有所深化。

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篇论文值得重视。一是丁邦新的 《汉藏系语言研

究法的检讨》一文。作者坚持汉台语同源论，对前一期提出的几种汉藏系

语言研究法 （邢公畹的 “深层对应法”、陈保亚的 “语言联盟论”、戴庆

厦的 “语言质变论”）提出质疑。文章认为，语音的对当的数量很重要，

语音的对当要和基本词汇结合，构词法比语音、语法、词汇更为保守。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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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是梁敏、张均如的 《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作者认为壮

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又

列举了人类认识自然环境的一些最基本、最常用的词，汉台语言之间几乎

没有同源关系；还从早期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推断侗台语和汉语没有发

生学关系。

汉台语关系未能解决，主要是未能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线。所以这些

年来，语言学家们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线上下了很大工夫。为了注重区

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线，大家认识到必须区分汉台语之间关系词的历史层

次，要把汉台语之间纷杂的关系词区分为不同的类别，从而认清借词和同源

词的界线。曾晓渝的 《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

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一文，认为汉语侗台语之间的历史关系应理解为

同源—分化—接触。其思路是：以汉语上古、中古、近代构拟音系及现代有

关方言为参照，分析出汉语借词的若干历史层次，总结各层次借词与原词的

语音对应规律。并认为那些不能纳入各借词层次的古老的音义对应 “关系

词”，可以认为是同源词。蓝庆元的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一书，运用历

史层次分析法对汉壮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同源词和借词的甄别应局限在上

古层的有限范围之内，并进而认为侗台语和汉语不仅有接触关系，还有同源

关系。其他论文还有 《白土壮语中的汉语摄对应词的历史层次》、 《壮语中

的前中古层次汉语借词》、《汉泰上古关系词》、《汉台内核关系词相对有阶

分析》等。

汉语和藏缅语的同源关系虽然不存在分歧，但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做汉语和藏缅语同源关系论证，发表了一些成果。如杨

光荣的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书以非线形观探讨词源，试图建立同源词

语义、语音的二维度构造体系。《藏文前加字ｈ±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置辅
音》（薛德才，２００１年）一文，论证藏文前加字ｈ±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
置辅音对应。除了汉台关系、汉藏缅关系外，还对一些语言的归属问题做了

研究。如李云兵的 《拉基语研究》一书，认为拉基语与仡—央语群中的仡佬

语等关系较为密切，不属于壮侗语圈。对莫语的系属，语言学界一般认为跟

绵语或吴家语是不同的语言，而杨通银认为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属侗水

语支等。

这一时期，出版了多种汉藏语系属研究的著作，在理论、方法以及语料

上都有不少新意。如吴安其的 《汉藏语同源研究》，试图从新的角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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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汉藏语的系属和分类，构拟了汉藏语１００个同源词。他运用人类学、考
古学成果论述汉藏语言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为语言的源流关系提供

文化历史背景，对一些语音的演变和历史来源进行了解释。丁邦新、孙宏开

主编的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为题集结

了汉藏语研究历史沿革、参考文献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汉藏语研究论文。江

荻的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

以汉藏语为对象全面讨论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特别强调语言演

变的过程，认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事物的状态和存在，还提出研究语言演

化多重视角问题。瞿霭堂、劲松的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认为汉语

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其他论著还有

邢凯的 《汉语和侗台语研究》，施向东的 《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

究》等。有的认为，由于汉藏语同源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语言学家对其研究

的有限性，任何一种新见解 （包括对理论、方法的认识）都有待实践的反复

检验才能最后定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这时期，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有了新进展。为了证实汉藏语原始共

同语的存在，有些学者在做不同层次、不同问题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论文

有 《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

《共同缅彝语韵类刍论》、《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黎语古音构

拟》等。

（四）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取得了新成果

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关系

极为密切，长期以来相互影响、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要

深入认识汉语或认识少数民族语言，不能不认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

系。这不仅是语言研究的需要，而且对帮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都有其重要的

实用价值。这一时期，不少民族语言工作者致力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

较研究，取得了一些过去未有过的新成果。如成燕燕等的 《哈萨克族的汉语

补语习得研究》一书，系统地对比了汉语补语与哈萨克语的异同，较细致地

分析了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的偏误以及产生偏误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补

语偏误的对策，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应用的结合。这方面的论文还有 《汉维

语时间表达之异同》、《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汉语和哈

萨克语反义词对比研究》、 《侗语和汉语的短语及句子语序试析》等。这期

１００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间，《方言》杂志、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先后举行了 “汉语与少数

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方法问题”的研讨会。

（五）濒危语言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国际语言学界重视濒危语言研究，而且不断
升温。在我国，２００１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 《民族语文》杂志社联合召开

了 “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此后，濒危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这

期间，出版了两部濒危语言研究的重要著作。一是徐世璇的 《濒危语言研

究》。该书对语言消亡的历史和当前情况、语言消亡的具体现象进行描述，

对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和发生的过程进行分析，提出本族语的保存有利于保

护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另一是戴庆厦主编的 《中国濒

危语言个案研究》。该书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等

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其濒危现象、濒危趋势及造成语言濒危的

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该文的 “论濒危语言”一节从理论上分析了以下几个

问题：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如何界定濒危语言；造成语言濒危的因

素是什么；怎样从理论结构特点上认识濒危语言的特点；从共时差异看濒危

语言的特征；怎样对待濒危语言。此外，研究濒危语言的论文还有 《语言的

生态环境》、《从全球的濒危语言现象看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

问题》、《关于濒危语言问题》、 《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

考》等。

（六）语言接触研究正在全面展开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局面，使得各民族语言之间不断

有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所以要了解我国语言的发展必须研究语言接触问

题。语言接触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方面。２０００年在香港举
行了语言接触国际研究会议，来自中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

２１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汉语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接触问
题。这一时期我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加深，对民族语言

接触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都有了深入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论著，如

邹嘉彦、游汝杰主编的 《语言接触论集》、袁焱的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等。涉及的问题有语言接触的性质、类型、内容，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的关

系，语言接触的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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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语言应用研究大大加强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的需要，民族语言研究领域加

强了语言应用研究，其成果在双语学研究和民族语文信息处理两方面表现得

较为突出。

这一时期，我国连续召开了多次双语学会议，有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双语教学研讨会、第七届双语双方言国

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第三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中国

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等。出版的著作有 《双语学

研究》论文集 （一）、《双语学研究》论文集 （二）、《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双语现象与双语教

育》、《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

述》等。这一时期的双语研究涉及的内容有：新时期双语教育的意义，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双语教育的模式，双语教育的情况总结和经验探讨，双语教

学法等。

如何科学地认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族语言功能的升降关系到语言规划

与语言政策的制定，这一时期，一些语言学家努力探讨新时期民族语言功能

的变化，出版了不少带有新意的论著。黄行的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

究》，应用语言活力理论和抽样统计的方法对我国 ５５个少数民族 ６０多种少
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方面的研究，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接

触、兼用和转用的情况。王远新的 《论我国民族杂居区的》，分析了我国民

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特点具有普遍性、不对等性、层次性、功能互补性的特

点，对如何保留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提出了意见。

（八）民族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２１世纪民族文字和古文献研究出现的一个新特点是：重视使用计算机对
民族文字和古文献进行研究，极大地推进了研究的进程。这方面的论文如

《电脑的多种支持技术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字问题》、《关于我国满文信息

处理现代化技术方面的进展》、《面向信息的蒙古语词语分类体系》。古文献

的考释工作也有较大的进展，涉及契丹小字、回鹘文、八思巴字、东巴文、

彝文、蒙古文等文献。

展望 “十一五”，我国民族语言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得到发展：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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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新方法继续发现、描写、研究我国民族语言新的语言事实，新语料将

得到不断扩充。②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③语
言现状调查研究、濒危语言研究、语言信息化研究等应用研究将会深入

发展。

二　“十五”期间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点

（一）有深度的论著比例偏低

这期间虽出现了大量新语言描写研究的著作、论文，研究对象和内容上

重视了 “新”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许多论著在深度上尚嫌不足，甚

至有的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或初步的描写研究上。与汉语领域的研究相比，能

够明显感觉到深度上的差距。比如语法方面的研究，除了少数几种语言有一

定深度、比较系统的描写性专著外，大多数语言都还没有，这给共时和历时

的语法比较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语言

研究的基础薄弱 （包括历史短、人数少等），加上战线太长，人力分散。除

少数的大语种有较多的人研究外，大多数语种只有少数人在做研究，甚至有

的语种只有一两人研究。而且多数研究人员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偏广、偏大。

往往是一个人既做语音研究，又做语法、词汇研究；既做共时研究，又做历

时研究。再从研究人员的结构上看，研究民族语言的汉族学者和外国学者，

由于所研究的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缺乏天然语感，如果不下大工夫和经历

较长的过程，要达到有深度的研究是有困难的。而掌握本族母语的学者，目

前数量不足，有不少在研究能力上还不完全适应。

（二）民族语言的研究目前还跟不上民族地区的应用需要

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民族团结密切相

关，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比如，应当怎样看待民族语言的作

用，怎样认识民族语言功能在新时期的变化和特点，怎样通过民族语言发展

民族教育和提高全民的素质，怎样科学地处理好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等

等。这当中存在的问题十分复杂，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际问题，既有长远

利益，又有现时条件，要求民族语言研究者去做扎实的、艰苦的科学研究。

而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还远远赶不上需要，能为党和国家提供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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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咨询意见还不多。原因在于，对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还认识

不到位，还未形成一支在理论上过得硬而又熟悉民族语文实际的队伍。

三　“十一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的说明

（一）“十一五”期间民族语言研究仍应大力加强语言共时描

写研究

这是民族语言得以全面、深入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历史语言研

究也好，语言应用研究也好，都不能顺利进行，也不能取得比较完满的成

果。这期间，应当对若干种语言做较深入的共时描写研究，出现几种有分量

的共时描写研究成果。这对其他语种的描写研究，会起到示范、带动的作

用。在共时描写研究上，应强调微观的、有新意的研究；鼓励新理论、新方

法的运用。既要借鉴汉语的研究成果，又要注意不受汉语体系的束缚。总

之，要建立适合各种语言自己特点的研究体系，各有自己独立的面孔，不能

是千篇一律。

（二）历史比较研究应在过去的基础上深入、扩大。鼓励多做

“由下至上”的比较研究

汉台语同源关系研究，过去一直受到重视，成为汉藏语历史比较的热门

话题，有待 “十一五”继续深入。但考虑到这一课题的难度，并非短时间所

能解决，所以不必有过多的人去做。应加强语支之间、语族之间的历史比

较，在人数上要比过去有所扩大。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应予以

更多的关注

相比之下，这一领域的研究比别的领域薄弱，应当加强。“十一五”期

间，对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状况，要重点做几个有深度、理论联

系实际的个案研究，这对认识我国语言的使用状况是十分必要的。濒危语言

研究在 “十五”期间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理论上和资料收集上都有突破

进展，“十一五”期间还可适当安排项目继续攻关。

双语教育问题在我国已提到重要地位，所以双语研究必须跟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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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语的定性定位问题、双语体制问题、教学法问题等都还未有成熟的认

识，双语对比还做得很少，有分量的双语对比成果还不多，应当得到更多的

重视。

（四）使用现代化手段研究民族语言已提上日程， “十一五”

期间必须重视，应当安排一些项目从事这方面研究

展望 “十一五”，我国民族语言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得到发展：一是运

用新理论、新方法继续发现、描写、研究我国民族语言新的语言事实，新语

料将得到不断扩充。二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

展。三是语言现状调查研究、濒危语言研究、语言信息化研究等应用研究将

会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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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外国语言与外语教学研究

一　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

“十五”是迈进新世纪的第一个５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年后进入持
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外国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研究领域同各个学术领域一

样，在 “十五”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从研究概貌、重要成果和突出

的进展几个方面可以略见一斑。

（一）概貌

目前我国外国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类学术期刊有２６种，若加上刊
登这方面论文的各种学报，共约有 １００种。据不完全统计，自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外语研究与外语教学论文约１３３００多篇，
即年均发表论文近３０００篇。若按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外语教学）和

翻译研究三大类划分，则大致比例是普通语言学研究论文占４１％，外语教学
类论文占３９％，翻译研究占 ２０％。这与前 ５～１０年的研究总况相仿 （我们

曾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本领域研究做过调研，发现１９９０年代前半期发表论文约
１２０００篇，年均２４００篇，三类研究比例分别是 ４０％、４１％和 １９％；１９９０年
代后半期发表论文近 １４０００篇，年均 ２８００篇，三类研究比例分别是 ３９％、
３９％和２２％），论文总量上持续缓慢增长，三类研究比例上是普通语言学研
究略有增加。

（二）重要成果

近５年国内外语界除了引进和介绍之外，出现了更多的独立研究。如功
能语言学 （包括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外语教学）、翻译学

及其他方面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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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及其他功能语言学 （如语用

学）的论著。

就总体研究看，有胡壮麟的 《功能主义纵横谈》 （２０００，３３万字），是
一部内容广博的文集，包括作者在过去数年间引介和创作的 ３０篇著述，主
要内容涉及①系统功能语法，②美国的功能主义，③语篇分析，④汉英对比
研究，⑤符号学和认知研究。

又如朱永生和严世清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２００１，２１万字）。
该书从理论上对经典系统功能语言学进行了全面反思和修正。彭宣维的 《英

汉语篇综合对比》（２０００，３１万字）试图通过英汉语的对比，为全面描写汉
语做准备；作者采用专题的方式加以论述，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同一

作者在 《语言过程与维度》 （２００２，４４万字）中，从文化语境到情景语境、
语篇语境、语义、语法和语音，以语言的认知属性为出发点，对经典系统功

能语言学提出值得注意的修正。罗选民的 《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

（２００１，３２万字）则从话语分析的方方面面对英汉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此外
还有两部介绍性成果。一是刘辰诞的 《教学篇章语言学》（１９９９，２４万字），
二是钱敏汝的 《篇章语用学概论》（２００１，２７万字）。

就具体研究看，本阶段较早出现的成果是黄国文的 《英语语言问题研

究》（１９９９，２４万字）。该作者的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

究》（２００１，３４万字）是应用性语篇研究成果；其另一著作 《英语语法结构

的功能分析》 （２００３，３６万字）是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此外，辛斌的
《语篇互文性的批评性分析》（２０００，２０万字）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语
言学的方法探讨互文性以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朱永生和郑

立信、苗兴伟所著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２００１，２１万字），从照
应、替代、省略、连接、重复、同义、反义、上下义关系和搭配等角度，对

英汉语的相关现象进行了系统比较。同一类型著作还有张德禄和刘汝山的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２００３，２８万字），它与早期胡壮麟的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１９９４）以及以上朱、郑、苗３人的著作一起，对经典
系统功能语言学衔接和连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李战子的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２００２，３７万字）主要从传记话语的
角度探讨语言的人际功能，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式。苗兴伟的 《语用预设

的语篇功能》（２０００，２０万字）则是以语用学中的 “预设”为着眼点探讨语

篇功能，是语用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相融合的有益尝试。钱军的 《句法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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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关系与视点》（２００１，４４万字）以功能为总体原则，研究句法结构中
成分之间，以及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试图说明英语的

结构不是任意的，而是和意义的表达密切相关。

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不少，主要有黄国文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 ４０
年发展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１期）、王嘉龄 《优选论与功能主

义》（《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１期）、卓勇光 《等式主谓与信息对应的功

能分析》 （《现代外语》２００４年３期）、姜望琪 《也谈新格赖斯照应理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 １期）、何伟 《系统功能语法时态系统概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６期）等。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外语界的语用学研究持续不衰，这是因为语

用研究同外语教学密切相关。语用学论文主要有理论方面的研究和面向外语

教学的应用研究。前者如徐盛桓 《理论语用学研究中的假说：研海一楫之

四》（《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２年６期）、蒋严 《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形

式语用学初探》（《外国语》２００２年３期）；高军、戴炜华 《语码转换和社会

语用学因素》（《外国语》２０００年６期）；辛斌 《体裁互文性与主体位置的语

用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５期）、彭建武 《语言转述现象的认知

语用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５期）、王欣 《九十年代语用学研究

的新视野：历史语用学、历时语用学和文学语用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２年５期）、胡壮麟 《语境研究的多元化》（《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３
期）；熊学亮、刘国辉 《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的默契内涵》（《外语与翻译》

２００１年１期）、何自然、申智奇 《刻意曲解的语用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

究》２００４年３期）。后者如匡方涛、文旭 《隐喻的认知语用研究》（《外语学

刊》２００２年４期）；涂靖 《幽默的关联理论阐释》（《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２００３年５期）、张新红、何自然 《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现代外语》２００１年３期）；莫爱屏 《关联理论与口译》（《外语与翻译》

２００２年１期）等。
“十五”期间认知语言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研究有赵艳芳著

《认知语言学概论》（２００１，２０万字），是一本系统介绍国外认知语言学理论
的入门著述。高原的 《照应词的认知分析》 （２００３，２３万字），是同时以英
语和汉语照应词为对象的专论。作者将语篇中的照应词的使用过程作为一种

认知现象，从句子内部、语篇结构、语篇特征等角度考察照应词的使用情

况，以及代词的使用与礼貌原则等。蓝纯的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和英语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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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隐喻》（２００３，２２万字），以汉语的 “上”、“下”和英语的 ｕｐ和 ｄｏｗｎ为
研究对象，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指出上述４个概念均与状态、数量、时
间和社会等级４个抽象的目标认知域有关。最近又有吴一安在荷兰 Ｊｏｈｎ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ｓ出版社出版了具有很高学术含量的英文著作 《英汉空间指示语研究》，

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剑桥大学教授 ＧｉｌｌｉａｎＢｒｏｗｎ的肯定。
另有程琪龙编著的 《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

（２００１），主要介绍美国语言学家兰姆的神经认知语言学观点。陈忠华、刘心
全和杨春苑所著 《知识与语篇理解：话语分析认知科学方法论》 （２００４，２０
万字），是一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书；作者把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

知识类型、知识表征以及知识构型的解析，进而探讨语篇意义的建构以及对

语篇宏观结构的理解。

在刊物上发表的认知语言学论文也很丰富，有理论研究的和应用研究

的。前者如沈家煊 《认知语法的概括性》（《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１期）
和 《人工智能中的联接主义和语法理论》（《外国语》２００４年３期）；程琪龙
《认知功能语言观及其理论》（《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０年４期）和 《双宾

结构及其相关概念网络》（《外国语》２００４年３期）；周榕 《隐喻认知基础的

心理现实性》（《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２期）；刘润清、刘正光 《Ｖｉ＋
ＮＰ的非范畴化解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４期）；朱永生 《功能语

言学对文体分析的贡献》（《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１年５期）；王寅 《认知语

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２期）；文旭 《认

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２期）；束
定芳 《语言的认知研究》（《外国语言文学》２００３年３期）；陈勇 《认知语

义学视野下的俄语词汇语义研究》（《中国俄语教学》２００３年２期）；冉永平
《认知语用学探微》（《外语学刊》２００２年４期）；彭宣维 《以社会—认知为

基础的 ‘过程—维度’语言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年３期）等。
后者如沈黎 《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编学教材练习》 （《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００１年１０期）；许余龙 《语篇回指的认知语言学探讨》（《外国语》２００２年
１期）；梁晓波 《认知语言学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００２年２期）；熊学亮 《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国外外语教学》２００２
年４期）；李战子 《学术话语中认知型情态的多重人际意义》（《外语教学与

研究》２００１年５期）；赵学凯 《认知学习理论与外语电化教学实践》（《外语

电化教学》２００１年１期）；邹智勇 《语义范畴的认知语言学诠释》（《外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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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２０００年３期）；谢应光 《认知语义学与英语成语的意义研究》（《四川外

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２期）；周利娟 《从认知角度看交际中的误解》（《外

语学刊》２００３年３期）；吴红云、刘润清 《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的因子

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年３期）等。
在应用语言学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研究丛书”是一套有介绍、

有新方法和新成果的导论性丛书。除了语言学方面的著述，如胡壮麟的 《理

论文体学》、顾曰国 《会话分析》、丁尔苏 《语言的符号性》、程琪龙的 《认

知语言学导论》、高一虹的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之外，应用语言

学方面的有刘润清的 《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韩宝成的 《外语教学科研

中的统计方法》、蒋祖康的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刘润清和吴一安的 《中

国英语教育研究》等，在外语界有很好的反响。近年又有刘润清、戴曼纯编

著 《中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策略研究》（２００３，３２万字）和束定芳的
《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２００４，２６万字），都是在大范围外语教学调
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广泛的理论探讨和细致的问题分析，不仅对我国当前的外

语教育现状作了全面的描述，而且对教育主管部门了解实情、进行科学决策

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外语教育蓬勃发展的形势和解决面临的许多新问

题，应用语言学 （外语教学）研究非常火热，许多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积极投

身于这一研究之中，产出了大批不仅有理论意识还注重实验数据的实证型论

文，尤其是在以下几方面。

（１）教学实验与调研。如王初明等 《以写促学———一项英语写作教学改

革的试验》（《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３期）、蔡金亭 《中国学生英语过渡

语中的作格动词———一项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文
秋芳 《英语学习者动机、观念、策略的变化规律与特点》（《外语教学与研

究》２００１年２期）、刘振前等 《句法分析在阅读中的作用———一项实验研

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３期）、王立非 《大学生口语课交际策略教

学的实验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６期）、高一虹等 《英语学习与

自我认同变化———对大学本科生的定量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２
期）、许余龙 《学习策略与英汉阅读能力的发展———一项基于中国学习者英

语语料库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３期）、朱叶秋 《大学生英语

冠词掌握情况调查》（《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３期）、何安平等 《中国大

学生英语口语中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ｄｓ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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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语言习得。如戴曼纯 《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外语教

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２期）、王文斌 《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反身代词的

习得》（《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吴潜龙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

的认知心理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杨小璐 《中国学生英

语习得中的触发性素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１期）、黄远振 《词的

形态理据与词汇习得的相关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６期）、李红
《中国英语学习者反身代词习得中的迁移作用》（《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
２期）、陈万霞 《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看英语被动语态习得》（《外语教

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３期）、张淑静 《从反应类型看词汇习得》（《外语教学与

研究》２００３年４期）、盖淑华 《英语专业学生词汇附带习得实证研究》（《外

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４期）。
（３）测试与评估。如韩宝成 《语言测试：理论、实践与发展》（《外语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１期）、杜金榜和桂诗春 《电脑化阅读诊断测试的实验

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５期）、吴一安 《题型与听力测试的有效

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 ２期）、亓鲁霞 《ＮＭＥＴ的反拨作用》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年５期）等。

（４）外语教育技术应用。如蒋林 《第三代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在课堂教

学中的应用》（《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０２年２期）、刘慧秋 《英国文学多媒体教

程制作实践》（《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０２年２期）、王湘玲和宁春岩 《基于构建

主义理论的网络英语教学研究》（《外语电话教学》２００２年３期）、刘戈和崔
卫 《互联网与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 ５
期）、谢元花 《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与外语教学》（《广东外语》２００２年２
期）、柯飞 《语料、网路与口笔译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３期）
等。

翻译学历来是很受我国外语界重视的领域。近年来从多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来探讨各种复杂的翻译问题、对其进行多视角阐释是翻译研究方面的一个

特色。如所涉学科有心理学 （吕航：《心理学：翻译活动的深层基础》，《外

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０年 ５期）、逻辑学 （温洪瑞 《论英汉翻译中的逻辑推

理》，《山东外语教学》２００３年５期）、符号学 （尹城：《符号学与翻译学》，

《中国俄语教学》２００２年１期）、社会符号学 （朱伊革、卢敏：《翻译的社会

符号学视角探析》，《国外外语教学》２０００年３期；衡孝军 《从社会符号学

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中国翻译》２００３年４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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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语言学 （俞佳乐：《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中国翻译》２０００年 ６期）、
语用学 （叶苗：《从语用学角度看翻译等值论》，《国外外语教学》２０００年３
期；吕俊 《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一种交往理论的翻译观》， 《外语与外语

教学》２００３年７期）、功能语言学 （孙会军、郑庆珠：《系统功能理论与翻

译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０年１０期）、认知语言学 （耿智：《从认知

—功能视角对功能翻译理论的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２年２期；谭
业升 《从语义认知角度看翻译技巧》，《上海科技翻译》２００１年２期）、篇章
语言学 （张美芳、黄国文：《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中国翻译》２００２年
３期；张美芳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对等》，《现代外语》２００１年１
期）、语料库语言学 （王克非：《双语语料库：翻译研究新途径》，《外语与

外语教学》２００２年９期；《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考察》，《外语教学与
研究》２００３年６期）、美学 （毛荣贵： 《翻译与美学》， 《上海科技翻译》

２００３年３期）、阐释学 （朱建平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

运行的轨迹》，《上海科技翻译》２００２年１期）、文体学 （申丹：《论文学文

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中国翻译》２００２年１期）、音位学 （潘

炳信 《从音位学角度看音译》，《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０年３期）等等。
翻译研究的活跃态势还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国外翻译理论的译介，涉及 ２０余位翻译家的思想，除奈达、
纽马克、泰特勒、卡特福德、乔治·穆南、科米萨罗夫等著名翻译理论家

外，还介绍了霍姆斯 （张美芳：《翻译学的目标与结构：霍姆斯的译学构想

介评》，《中国翻译》２０００年２期）、韦努蒂 （郭建忠：《韦努蒂及其解构主

义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２０００年１期）、罗杰·贝尔 （张美芳、柯飞：

《罗杰·贝尔的语言学翻译研究视角》，《外语与翻译》２００１年３期）、图瑞
（苗菊：《翻译准则：图瑞翻译理论的核心》，《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１年１１
期）、哈贝马斯 （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外语学刊》２００２年１期）、皮姆 （柯飞：《译史

研究，以人为本：谈皮姆 〈翻译史研究方法〉》， 《中国翻译》２００２年 ２
期）、赫曼斯 （李德超： 《翻译研究的系统理论：赫曼斯 〈系统中的翻译〉

述评》，《外语与翻译》２００３年３期）、斯坦纳与勒代雷 （金敬红、李思国：

《斯坦纳和勒代雷的阐释翻译理论译介》， 《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３年 ３
期）等。

二是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再度成为关注的热点，相关论文多达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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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持续不衰，如从语言单位探讨翻译单位的，

从信息转换、篇章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等角度论述翻译的，不一一列举了。

另外，在外国语言研究的其他分支学科也都产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研究

成果。如方立的 《逻辑语义学》 （２０００，３１万字），李绍山的 《语言研究中

的统计学》 （２００１，２１５万字），张绍杰的 《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

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２００４，２０万字），都有一定价值。方立所著对逻辑
语义学的发展历史有清楚的描述。词典学方面出现几部较有价值的著作：雍

和明的 《交际词典学》（２００３，２２８万字）、赵彦春所著 《认知词典学探索》

（２００３，３１万字）、章宜华的 《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 （２００４，３８万字），
其中赵彦春的著述是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词典研究。此外，钱冠连所著 《语言

全息论》（２００２，２４万字）以及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

的哲学和语用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即出）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语言哲学专

论。朱文俊著 《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２０００，３５８万字）为以汉语为出发
点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清华语言论丛”中的朱雪龙著 《应用信息论基

础》、钱冠连的 《汉语文化语用学》（修订版）、杨永林的 《中国学生英语色

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和 《中国学生汉语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封宗信

的 《文学语篇的语用文体学研究》等，也都是相关领域里较出色的研究

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形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汉语界和外语界打破

所谓 “两张皮”隔阂做得比较成功的方面。过去外语界在形式语言学上的研

究多止于介绍或转述加点评论，近几年已出现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

结合汉语语言现象加以讨论的论著。如程工的 《语言共性论》（１９９９，２６万
字）阐述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之后，又从心理学、生理学、学习理论、跨

语言比较研究以及汉语研究等角度，提供证据，并且①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汉
语中主语对语类的选择，②对比汉语 “自己”与英语反身代词的差异，③讨
论把字句和动词复制句，对学界许多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

看法。石毓智的 《语法的形式和理据》（２００１，近２０万字）则从多个角度逐
一探讨了现代汉语句子信息组织的原则、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主语与话题关系、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标记之间的关系、限定与非限定动

词和语序的关系以及语法、语音和词汇的关系、陈述语气和虚拟语气的句法

差异、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等。其另一著作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

与不对称》（２００１，２９万字）所用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方法以及连续性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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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性视角，结合英语对汉语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进行了多方面的考

察。近年又有戴曼纯著 《最简方案框架下的广义左向合并理论研究》

（２００３）、王立弟 《论元结构新论》（２００３）相继出版，都提出不少有创见的
观点。

这方面论文也不少，重要的有潘海华、胡建华 《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与英

语反身代词比较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４期）、李梅 《话题之功

能短语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４期）、韩景泉 《英语中间结构的

生成》（《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３期）、温宾利 《自然语言中的关系结

构》（《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４期）、刘爱英和韩景泉 《提升结构的句法

研究》（《外国语》２００４年５期）、宋文辉 《再论现代汉语动结式的句法核

心》（《现代外语》２００４年２期）、何晓炜 《核心功能语类与汉英两种语言的

结构差异研究》（《外国语》２００４年５期）等。现在外语界不少博士和硕士
研究生在选题方面向汉外语对比以及直接从事汉语研究这一大方向靠拢。像

北外这样的传统上讲究用外语撰写学位论文的学校都已在鼓励研究生结合汉

语语言文学进行研究并用汉语撰写论文。

综观外语界的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方面成绩比较突出。

前者结合汉语，但总的倾向是英语研究，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后者则更多

的是以相关原则和方法探讨汉语，同时表现出多学科综合的趋势。

（三）突出进展

与前期相比，“十五”期间本领域比较突出的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认知语言学特别是关于隐喻的研究发展很快。隐喻是和认知联系在

一起的，但并非必然。例如严世清的 《隐喻论》（２０００，２０万字）重新审视
隐喻的性质、机制和功能，对主流学派的词汇隐喻理论和系统语言学的语法

隐喻理论之间的异同和互补性展开讨论。胡壮麟的 《认知隐喻学》 （２００３，
２３万字）则是一部从多角度研究隐喻问题的专著，具体涉及隐喻的实质、
理解、应用以及中国的隐喻研究等方面。束定芳的 《隐喻学研究》 （２０００，
２１万字）主要探讨隐喻的本质、隐喻的类型及句法和语义特征、隐喻的产
生机制、功能、工作机制、理解以及其普通语言学意义和哲学意义。此外，

束定芳还选编了国内近１０余年间发表的有关认知研究的论文集 《语言的认

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２００４，５０万字），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认
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和现况。隐喻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胡壮麟 《评语法隐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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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２期）、朱永生和严世清 《语法隐

喻理论的理据和贡献》（《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２期）、周榕 《隐喻表征

性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４期）、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

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年２期）和 《论隐喻与明喻的结构及认知特

点》（《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２期）、程琪龙 《语言认知与隐喻》（《外

国语》２００２年１期）、金娜娜和陈自力 《语法隐喻的认知效果》（《外语教学

与研究》２００４年１期）、常晨光 《语法隐喻与经验的重新建构》（《外语教学

与研究》２００４年１期）等。
二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也只是近二三十

年的事情。我国在１９９０年代开始介绍国外语料库的建设和相关研究，近些
年则不单单是介绍了，已开始进行实质性研究，特别是在双语平行语料库方

面已有迎头赶上的趋势。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外

语教育研究中心”研制的通用型汉英双语对应语料库和中日对译语料库规模

都在两千多万字／词以上，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的双语平行语料库也具有
相当大的规模 （目前国际上尚未见到同样规模的双语库研制报道），并在相

关软件的研制 （如汉外语句对齐、汉语分词）上取得领先水平。利用双语库

开展语言对比、翻译转换、翻译教学、双语词典编纂等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在

进行之中，如徐一平主编 《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论文集》

（２００２，３５万字）、王克非等著 《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２００４，２４
万字）等。近年由桂诗春、杨惠中主持编制的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

（光盘）收集了一百多万词的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语篇材料，是研究我国

学生英语中介语的重要材料，实际上已有数十篇利用该语料库开展的实证研

究成果发表在各种外语刊物中。新近出版的何安平著 《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

教学》（２００４，２０万字）和她主编的 《语料库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理论

与实践》（２００４，约４８万字），对语料库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和应
用前景作了详尽的探讨，其中包括基于语料库的教材研究、课堂话语研究和

中介语研究，很有价值。

三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这并非新研究领域，但在近几年里我国外语界

关于二语习得以及相关外语教学类研究有较快增长。从外语类学刊上发表的

论文看，９０年代这方面论文仅占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不足 １０％，近些年在外
语界重要学刊发表的二语习得论文已占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近２０％，像 《外语

教学与研究》还有几期以专栏形式集中发表二语习得论文。这些论文也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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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介绍或综述国外的研究，而是结合了中国外语学生的特点和外语教学的特

点进行的有理论分析、有实验数据的报告，应当是今后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

发展方向 （参看上节）。此外还产出了蒋祖康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２０００，
１５万字）、蔡金亭 《语言因素对英语过渡语中使用一般过去时的影响》等

专著。

（二）现状与问题分析

本领域研究近５年取得较大进步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国际学界的交往增加，如大批引进国外重要学术著作，外研社的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两批影印出版１１４种经过专家委员会
认真挑选的书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应用语言学系列和翻译学系列书

籍近１００种，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出版

１０余种当代语言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引进，不仅为我国相关研究者、教师和
研究生解决了不易购得原版书的困难，为师生们使用和查阅文献带来了方

便，而且绝大部分引进著作都有我国学者为之撰写 “导读”，这既是对国外

理论的内化，也便于读者把握和了解书中要旨。

国际学术交往的增加还表现在举办了更多的国际学术会议和邀请国际知

名学者来我国参加研讨和讲学，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几年举办三次中国英语

教学研讨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湖南大学形式语言学研

讨会和语言习得研讨会、清华大学和中国译协举办的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

等学术会议。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也逐渐转向国际会议或邀请外国学者参

加，如全国口译研讨会前三届都只是国内学者参会，２００２年起，由北外主办
的第四届和２００４年由上外主办的第五届都邀请了不少国际知名口译教学和
研究的专家前来研讨。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语界学者同国际学术的沟

通和接轨。

二是研究经费的大幅度增加。过去经常被提出的图书购置经费不足、科

研经费不足、学术成果出版困难等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科教兴

国战略的实施，都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不少研究成果都得到国家或省

部级科研项目的资助。图书资料的购置经费更是大有改观，如北外的中国外

语教育研究中心、广外的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湖南大学的语

言学系等单位都常年订购国外相关学术期刊 ６０种以上。与国际学术界交往
的扩大也得益于研究经费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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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研究方法和论文规范上较之从前进步。７年前，桂诗春、宁春岩撰
文论述研究方法时曾指出，外语界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论文５４％以上的研
究使用简单的思辨性方法，８０％以上的研究不依靠数据；这一状况在近年已
有所改观，从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等几家重要学

刊发表的论文看，约７０％以上的论文属于有理有据的研究。
本领域现存主要问题，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

（１）学科名称：外国语言学名称不太合适，因为语言学研究不按国别区
分。我们认为宜改为国外语言学，其含义是中国以外的语言学研究和各语言

（如英语、日语等）的语言学研究。

（２）学术分量：从每年发表的大量论文看，相当一部分论文或是转述、
或是重复、或是内容干枯，原创性研究不够。

（３）学科分布：从外语界看，从事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研究的人数和论
文数量远超出从事形式语言学和语言对比研究的；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过

多，尤其与国外相比时更显突出。

（４）学术规范：许多论文中英文摘要不全，或不得要领，论文章节不清
晰，条理性较差；参考文献也常有不够完备、不够规范的。

（三）“十一五”期间的研究重点与建议

“十五”期间，我国外语研究和外语教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呈现良好的发

展态势，为下一个５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生长规
律，研究者们有各自的学问兴趣，除了上述各主要领域的研究会继续发展

外，我们以为，今后的研究重点可以放在：①以汉语学生为本的外语教学模
式的研究 （包括听说能力的提高、教材的研编、课程的调整、测试的改进以

及师资的提升）；②基于认知语言学和双语平行语料库的语言对比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

（１）充分借鉴国外外语教育新理论、新模式，在开展较大规模的全国性
外语教育调研 （包括大学外语专业和非外语专业，以及中小学英语教学）的

基础上，进行适应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外语教学模式研究、习得特点研究，并

将研究结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中进行检验和修正，最终提出比较适合汉语环境

下的外语教育理论和模式。同时应注重远程的网络外语教育的新方法与新模

式研究。

（２）加强对语料库建设的投入和对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视，使这项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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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走到国际前沿。积累大量语言素材是观察、分析语言与翻译问题的必要条

件；创建大型双语语料库，储存大量的真实语料，对语料做各种带有研究目

的的标注，利用研制的检索工具对标注语料进行快捷的搜寻和分析，可以发

现已往因条件所限而未能注意的语言现象。这是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语言研究

和语言对比研究以及翻译、教学、词典研编等相关研究的好途径，也为进一

步开展从形式、功能和认知等方面探究语言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

（３）“十五”期间通过影印引进了许多原版国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方
面的学术著作，今后可以更多地翻译相关重要著作，或编译某些重点研究领

域的学术论文集，使更多的语言研究者接触到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我

国的学术发展。

（４）学术刊物建设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保证。许多年前，我们曾提出应调
整学刊朝专业化、专门化方向转型，减少雷同的综合性刊物，创办如认知语

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专门期刊，使学术向更精细更专深的方面发

展。同时也应积极努力创办英文的语言学期刊，将我国的语言研究更好地推

向国际，接受国际学界的评价，并促使我国的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更有

深度和更加规范。

语言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江蓝生

课题组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王克非　王福祥　方一新　方孝坤
冯志伟　邢福义　刘润清　沈家煊　李宇明
陆俭明　陈国华　沙宗元　张渭毅　张　普
杨亦鸣　周　荐　赵金铭　姚振明　郝士宏
徐大明　徐在国　黄德宽　黄　行　曹广顺
游汝杰　储泽祥　曾常年　戴庆夏　戴曼纯

１０２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书书书

新闻学与传播学　　　　

１０２５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部分　我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
状况和面临的任务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大众传播所处的传播环境和技术手段发生了很
大变化，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传媒业的发展，总量是稳中有进，实力不

断增强，管理力度提高，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同时，经过 “三项学习教

育”活动，新闻出版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方向更加坚定，自身素质和行为规范

程度有了较大提高。总的来看，我国传媒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人民群

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

求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总量上，经过调整和治理，“十五”期间我国传媒机构数量保持稳定，

但结构更加合理，精神产品产出量增幅很大。报纸方面，种数有所下降，

２００３年为２１１９种，但印数上升，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４％左右，２００３年总印
数达到了３８３１２亿份，平均每日发行总量已居世界第一。有１５家日报进入
了 “世界日报发行量前一百名”之列。我国报业发展势头同西方国家普遍萎

缩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图书、杂志出版方面，平均每年出版图书近 ２０
万种 （含再版、重印），出版量每年近７０亿册 （张），杂志８７００多种，每年
出版量约３０亿册，从而使得我国进入了世界出版大国的行列。广播影视方
面，目前有电台、电视台 １９００多座，上星频道 ５０多个，共开办广播节目
１８００多套、电视节目 ２２００多套；有近 ７０家电影制片单位，年生产故事片
１００余部；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近 ９００家，电视剧制作机构 ３００多
家，年生产电视剧１万多集。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已分别达到９３３４％
和９４６１％，其中有线电视网近４００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数平均每年增长
超过１０００万，总数超过了１亿；全国共有电影院６０００多家，已建成区域和
跨区域电影放映院线３５条。

这几年，大众传播技术发展的步伐很快，尤为突出的是电视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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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视业紧随世界潮流，正在向数字化方向快速发展，２００４年有线数字电
视全面推开后，２００５年底将发射直播卫星，２００８年将推广地面数字电视，
开展数字高清晰度电视业务，到 ２０１５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届时，
多频道的高清晰度互动电视将使观众得到全新的高质量的服务。我国内地网

络方面的发展速度，可以用 ２０００年 １２月和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的统计做一比较：
上网用户数由２２５０万人增长到９４００万，上网计算机由８９２万台增长到４１６０
万台，ＣＮ下注册域名数由１２２万增长到４３万，网络国际出口带宽由２８Ｇ
增长到７４４３Ｇ。４年里，网民数量增长率平均每年超过 ４０％ （其中宽带用

户数年均增长率为７０％左右），总数已居世界第二。
“十五”期间，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深化，跨上了一个新台

阶。在党管传媒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其特点，一是呈现出产业化发展的趋

势，二是传媒集团化整合速度加快，三是传媒经济实力不断提高。２００１年８
月，中办转发的 《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 〈关于深化新闻

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即业界通称的 “１７号文”），
是新闻出版业改革深化的标志，明确了传媒的集团化发展、可跨行业跨地区

经营、经营性资产可以上市等改革的方向。此后，传媒以集团化为主要手

段，做大做强，整合的步伐明显加快。２００１年，我国最大的新闻出版集团中
国广播影视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成立。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
新闻出版业改革步伐迈得更快了。中央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 “三贴近”

的要求，并提出了三个 “一切”，即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点都要解决，

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

要坚决革除。２００３年 ７月，国务院又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方案。２００４年 ４
月，中国出版集团更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由事业单位正式转制为企业，

成为第一家以企业身份出现的出版单位。出版业的改革已经推向全国，２００４
年５月新闻出版总署宣布，除省和省级以上的各人民出版社外，全国５８６家
出版社在今后几年内将全部转型为经营性企业体制。在广播影视行业，２００４
年２月，广电总局下发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今后

广播影视产业发展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坚持面向市场和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以及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

施。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广电总局又宣布，将重点实施加快广播影视立法步伐、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节目中外合作生产、扩大节目海外落地等加快广播

影视业发展的七项战略措施。同时，广电总局还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有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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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本如何介入节目制作的两项规定，使得社会资本可以成立独资的电影制

片公司和电影技术公司，外资在注册资本不超过４９％的前提下，也可以通过
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电影技术和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同年１２月，
书、报、刊批发市场也开始对外资开放。我国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步步深化，

预示着 “十一五”期间一个大的发展即将到来。

改革的深化为传媒产业经济实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传媒产业具

有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特点，在我国还处于 “朝阳产业”的发展阶段，至今

仍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新的增长点，其收益到 ２００４年已超过了烟草业，在各
行业中排名第四。我国新闻出版业的中坚力量是传媒集团，现在已有报业集

团４９家，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各１５家，其中多数是２００１年以来成立的。这
些传媒集团不仅是舆论导向的主力军，而且在转型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不

仅兼营其他相关产业，而且开始与资本市场结合，实力不断增长。中国广播

影视集团综合了广播、影视、出版、传输、开发等多项业务，固定资产超过

２００亿人民币，平均年收入在１００亿元以上。另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２００３
年，在总署备案的６９家新闻出版集团中，有６１家共实现销售收入６４２８亿
元，利润总额 ５４亿元，资产总额 ８３２４亿元，与上年度相比分别增长
６７％、５２％和８４％。现阶段我国传媒产业的利润，主要来源还是广告。
２００４年，全国传媒广告经营额接近１２００亿元，并且持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年
均增幅，超过了 ＧＤＰ的增长幅度。

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国家的管理力度也明显加强。从 ２０００
年起，广电总局对我国广播电视业体制和结构进行了改革，传输网络 “三统

一”，有线、无线、教育台 “三合一”，省、地、县级 “三贯通”。这是一个

重要的调整，整合的结果，是有效地克服了１９８０年代之后 “四级办台”所

带来的某些弊端。此后，广电总局先后颁布了 《电影管理条例》、 《互联网

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

《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

和文件，对广播影视行业各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化管理。在印刷媒介领域，新

闻出版总署制定或修订了 《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

物市场管理规定》、《关于加强小报小刊审读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

强对报社记者站管理的通知》等规章，并且继 ２０００年对小报小刊的治理整
顿之后，２００３年７月又集中对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现象进行
了调整和治理，全国停办报刊６７７种，管办分离报刊３１０种。２００４年停办内部

１０２９新闻学与传播学　　　　



资料性出版物１８８６种，责令整改４７１种，暂缓登记３１０种。“扫黄”、“打非”
以及对违规违纪报刊的处理也是严格而有序，仅２００４年，全国各地共出动执
法检查人员２１７万人次，破获各类非法出版案件３２８万余宗，收缴各类非法
出版物２２９亿余件，其中取缔非法报刊９０种，出版物市场正在逐步净化。

在互联网管理方面，自 ２０００年底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中办、国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文化部等部门，先后颁布了

《互联网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办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关于

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２０多项，多次开
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在２００４年一年里，就关闭了黑网吧８６００多家，淫秽色
情网站１１００家，赌博、诈骗网站近 ３００家，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网
络这一新兴传媒已被纳入了我国传统传媒管理渠道，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管理体系。对于新闻从业人员，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
署公布了 《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 （试行）》，是加强新闻职业

道德、规范采编人员行为的重要规定。与此同时，新闻出版行业自身管理的

规范化程度也在提高，２００３年８月和２００４年 ６月，新闻出版总署根据国家
《行政许可法年》要求，对新闻出版管理领域有关法规和行政许可事项分两

批进行了清理，共废止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１７３件，取消审批项目 ２８项。总
的来看，经过治理整顿，这５年里我国大众传播行业加强了管理力度，依法
行政，秩序和面貌有了较大改进。

事业的发展和行业秩序的改进有目共睹，但是，就传播环境而言，我国

大众传播业仍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首先，从信息入境角度看，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

进程，某些传媒产品、某些非采编终端环节，已有限对外开放，国外大型传

媒集团已经有条件地进入我国局部地区。这不仅使得竞争压力迫在眉睫，而

且，由于国外文化产品、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涌入，不同国家和地

区、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必然会给我国大众传播业

带来严峻挑战。其次，从信息出境角度看，既需要对外传播我国和平发展的

信息和先进的文化，也需要坚决回击各种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众传媒作为国

际传播的主渠道之一，依然任重而道远。第三，从国内信息流通角度看，大

众传播业同样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２００３年，按汇率法计算的我国人均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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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１０００美元，但是，从当年初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开始，此后连续

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事故，同时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

有抬头的趋势，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信息时代的技术发展，这种负面影响很容易扩大。现在，反封网技术已

发展到第三代，一些以往不大被新闻界重视的新的传播手段，如博客

（Ｂｌｏｇ）、维客 （Ｗｉｋｉ）技术以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网上聊天工具的群发
功能等，有的已突破了点对点传播的局限，可以快速传递大量信息。以手机

短信为例，到２００４年底，我国手机用户超过 ３３亿，当年短信业务量超过
２１７７亿条。这些技术手段与数字化的终端产品 （数码相机、可拍照手机等）

结合后，在突发事件出现时不难变成多媒体的大众传媒，超出了现有监管

范围。

尽管新的传播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然而我国传媒业的体制和发

展水平，已经为我们抵御各种不良信息、营造于我有利的环境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和条件。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２００４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又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大众传播业的健康发展，是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要手段

之一，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历史任务。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应当按照中

央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坚持正确方向，紧跟

时代发展，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上不断创新，促进学科建设不断发展，为

我国大众传媒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提供学术理论的支持。

一　新　闻　学

２００４年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工程建设的３号文件，将新闻学列为九
大学科之一，进一步促进了新闻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的

主力，一是院校，二是新闻工作者。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大学的扩招和新

闻院系的扩建，师资力量和具有研究能力的博士、硕士人数激增，新闻学、

传播学现有博士点１１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４个，硕士点７５个，还有一
些院校建立了重点学科基地和创新工程基地，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都在快速

增长。处于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根据实践经验也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分

析各类著述可以看出，无论理论还是应用研究，根据现实发展中提出的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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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研究方法上，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更加普遍，视野

更加开阔，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一）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十五”期间研究者做出了不少新的探索，

学术空气较为活跃。

总的来看，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坚持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对现实问题始

终保持着较高的敏感。这几年，新闻界开展了 “三贴近”和学习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等多项活动，

《新闻战线》、《中国记者》、《中华新闻报》、《新闻出版报》等专业报刊发表

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新闻工作者中反

响很大。新华社新闻所编辑出版的 《毛泽东论新闻宣传》（２０００）和 《邓小

平论新闻宣传》 （２００３），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一书 （２００２）部分章节，系统介绍了党的三代领导人有关新闻
宣传工作的论述，为新闻工作者坚持党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

基础。中宣部新闻局主编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一书 （２００４），汇集了２０多位领导和专家的意见，系统
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著作和讲话，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做了系统的概括和阐述。徐光春的

《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文 （２００４），把江泽民同志新闻思想核心
概括为喉舌论、生命论、导向论、创新论、根底论等，可以说把握住了最重

要的内涵。有关革命导师和党的领导人新闻思想的专题研究，也有不少新的

成果。郑保卫的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 （２００３），全书
８７万字，分五个阶段对马、恩新闻活动历程，各时期主要著述，新闻思想及
其背景等进行了分析，是一部较为全面、详细论述导师新闻思想和活动的著

述。陈力丹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一书 （２００３），把马、恩、列、
斯新闻思想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其他派别新闻思想做了比较，论述了我党主要

领导人的新闻思想。陈富清的 《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一书 （２００３），
从认识论、方法论、保障论三个方面对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

系统的研究。这样的专题研究成果还有很多。

对于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新世纪伊始，学界进行了全面的总

结和回顾。童兵 （２００１）回顾了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的关系，认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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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学研究的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与否紧密联系。陈建云 （２００１）则将
我国新闻学研究百年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即 １９０１～１９２７年的奠基时期、
１９２９～１９４９年的研究多元化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的理论整合时期和１９７７～
２０００年的繁荣和深化时期。程曼丽 （２００１）、丁柏铨 （２００１）等还探讨了中
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特色。也有人对新闻

理论发展的不足提出了看法，认为同当今我国新闻事业的飞速变革和发展相

比，学科建设仍相对滞后，应当重视新闻学关键词及话语的更新，促进学术

研究的深化和完善 （秦志希，２００１）。而新闻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多数还是
以往体例的延续，变化不大。也有少数创新色彩较浓的，如胡兴荣的 《新闻

哲学》一书 （２００４）。
关于新闻理论中的一些具体方面，比较集中的话题是新闻真实性问题，

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原因是近年来假新闻的多次出现，引起了学界

和新闻工作者的关注。专著有 《新闻事实论》 （杨保军，２００１）一部，单篇
文章甚多。有人认为当前假新闻的出现，原因是存在假新闻流通的市场，假

新闻制造者适应了受众的某些接受心理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欠缺等 （朽

木，２００１）。新闻真实究竟应属于哪一层面的问题，研究者仍继续争论不休。
有的坚持 “本质真实论”的观点，认为这是新闻真实性的题中应有之意，是

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 （朱军，２００２）。有的则认为从价值层面去考量新闻的
真实性，就会使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渗入事实性的真假判断，使得事实

是否真实这个原本最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秦志希等，２００１）。如何制
止假新闻的出现，多数文章是从新闻业务、管理、伦理道德等角度论述的，

也有人认为，从合同法和受众权益角度看，真实报道是受众购买传媒产品的

基本质量要求，即使自己并非假新闻的指涉对象，也有权以一般人格权受到

侵害而起诉假新闻制造者 （徐英荣，２００１；徐寿松，２００１）。
有关新闻价值的讨论文章不少，涉及新闻价值观念与新闻价值创造、新

闻价值属性、新闻价值二重性、“新闻价值”是否等于 “新闻的价值”等。

在舆论学方面，出版了几部专著，如王雄的 《新闻舆论研究》 （２００２）、
廖永亮的 《舆论调控学———引导舆论与舆论引导的艺术》 （２００３）等。此
外，李普曼写于１９２２年的舆论学开山之作 《公众舆论》一书，２００２年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 （此书１９８０年代的译名是 《舆论学》）。

对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除翻译了不少国外重要著作外，一些属于西方

新闻学理念的 “话语”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正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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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研究者的重视，如吴飞 （２００３）《对美国法院判例中有关 “明显而即刻的

危险”原则对言论自由保护作用的分析》，黄旦 （２００２）、谢静 （２００４）《对
新闻专业主义同西方新闻学研究和传媒批评关系的探讨》，石义彬等 （２０００）
《对西方新闻理论发展动向的梳理》，展江 （２００３）《对 “政治正确”与美国

传媒多起假新闻事件之间关系的考察》等。

除了以上对新闻学基本概念和对象的研究外，学术界还将目光转向了一

些以往注意不多的新领域。

在记者权利方面，讨论较多的是采访权和匿名权问题。采访权的提出，

源于近年来记者采访受阻甚至被打事件的上升。采访权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利

来源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难于解决，因为即便新闻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没

有在法规中专门列出记者有 “采访权”的规定。这也是业界和学界对采访权

究竟是 “权利”还是 “权力”认识分歧的原因之所在。有文章举例说，新

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是接受国家委托行使采访权的，具有强制性，是一种

委托执行公务，如果受到威胁、暴力阻碍，就构成妨碍公务，应按照刑法

２７７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顾立林，２００３）。有的研究者采用推论的方法，
从其他法规中寻找或解释采访权的权利来源，认为其法律依据是公民的言论

出版自由权，记者的工作服务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因而就拥有了采访

权。通过立法防止暴力阻碍采访，按妨碍公务追究违法者治安或刑事责任。

这种观点能否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还有待观察。另有研究者从知情权角

度看待采访权权利来源问题，认为其法律依据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权，这些权利的前提是公民的知情权。记者的采

访权可分为消极的采访权，即在公开或约定场合采访的权利；积极的采访

权，即对负有特定的信息公开义务的主体，记者有权索取信息 （魏永征，

２００２）。
至于匿名权 （即隐匿消息来源之权）问题，虽然在我国当前的新闻实践

活动中还不甚突出，但由于近几年国外记者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受到刑事

处罚的实例已连续出现多起，所以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西方新闻理论中，

为消息来源特别是调查性报道的消息来源保密，被认为是维护 “新闻自由”

的手段之一，是为了防止消息来源因恐惧而拒绝透露重要的负面消息。为消

息来源保密也是西方记者职业伦理规范之一，通常记者宁可坐牢也不愿透露

信息来源。但即使在国外，司法界和新闻界对此的认识也是截然相反的。我

国学者关注的不是记者拒绝作证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匿名消息，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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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匿名权看作记者绝对权利的说法，因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在法庭上作证是

公民的义务。隐匿消息来源，可能为假新闻的制造者提供保护伞，研究者一

般认为应当尽量避免。如果有来源明确但要求匿名的新闻源，应尊重其匿名

要求，但还要衡量消息的重要性，并应多方求证其可靠性 （沈爱国等，

２００２）。法学界的着眼则有所不同，认为匿名权的行使可能造成对他人基本
权利 （如隐私权、名誉权）的侵害，当匿名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服从

公共利益，因此隐匿权仅仅是记者的有限特权 （程宗璋，２００１；蓝鸿文，
２００１）。由匿名权问题扩展而来的，是对于传媒消息来源的研究。我国地方
传媒使用消息来源不规范的现象由来已久，地方传媒很少有外派记者，常依

据外地传媒大量编发外地消息，特别是社会新闻，却不注明消息来源，这种

现象较为普遍。这既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也有违职业道德。

在比较新闻学研究方面，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国外学者，我国是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的。１０多年前曾有过一些冠以 “比较新闻学”的著述，

但其中不少是各国新闻业状况的简单罗列对比， “比”而不 “较”，缺少深

入的交叉分析和理论的积累。近几年，比较新闻学研究有了较快发展。２００１
年，张威、黄顺铭、蔡尚伟等人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对这项研究的进展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比较新闻学是跨文化和跨国别的比较，包括历史、

理论、文化、个案等研究方法，其健康发展的条件是各国文化间的理解和宽

容，在冷战期间出现的研究 （如施拉姆的 《报刊的四种理论》等）多有偏

见，是畸形的和非科学的，会由误读引向误导。比较新闻学应在探讨不同规

律的同时，寻找共同的新闻学规律，促进多元文化的并存。这项研究中有童

兵的 《比较新闻传播学》 （２００２）和张威的 《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

（２００３）。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些实证性质的个案研究，这在过去非常罕见。这
类研究一般是抓住某一重大事件，例如中美撞机、“９·１１”事件 （中央电视

台与凤凰卫视的比较）、中美奥运报道差异、布什访华、伊拉克战争等进行

中外动态比较；也有的是静态对比，如对新华网和美联社网、对中美报纸言

论版、对中美暴力新闻报道的比较等。

对于新的领域的开拓，值得一提的还有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也有人使用

职业化、职业精神或职业意识之类的称谓）。从目前研究中使用的概念看，

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要宽于新闻伦理道德，涉及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

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三个方面。２００２年上海曾
对各类传媒记者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在职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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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少模糊的认识 （陆晔、俞卫东，２００３），一些传媒业界公认的准则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年传媒业发展迅速，从业人数激增，思想和专业素

质参差不齐，山西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事件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暴露无遗，

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在２００３年之后数量上升的直接动因。这一研究的
目的，是使职业理念和精神内化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觉意识，从而使得传媒

成为像司法、医疗那样职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在职业活动中自觉承担起社

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

应用方面，新闻业务依然是新闻学传统研究的主体，成果数量最多，出

版了不少以采访学、写作学、编辑学、评论学、新闻美学、新闻心理学、新

闻伦理学、新闻文化学、新闻语言学、新闻发现学、晚报学、精确新闻学、

都市新闻学、深度报道原理、报纸策划学、报纸副刊学等为名称的著作，另

外还有大批经验体会和作品集。这方面的研究紧密配合新闻宣传中心工作，

从指导思想到采、写、编、评等业务角度方面深入浅出地加以阐释，以推动

实际工作的开展。郭光华的 《新闻传播艺术论》 （２００２）一书，就从新闻要
素和信息传递角度论述新闻写作方法。也有一些探讨新问题的成果，如２００３
年以来多篇文章对民生新闻的讨论、对培养专栏作家队伍的呼吁 （刘宏，

２００２）、关于弱势群体报道的方法 （廖俊玉，２００４）等。有些新课题的研究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比如媒介素养教育，人大、复旦、上海交大等高校已成

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建立了研究组织，开办了专题网站，发表了相当一批成

果。有一些研究虽然不是新课题，成果却颇有新意。对报道低俗化的批评，

李希光的 《畸变的媒体》（２００３）一书就归纳出某些传媒报道失衡、商业利
益至上、传统新闻学退化、崇尚 “公司新闻学”等弊病。在典型报道方面，

过去通常认为西方传媒没有典型报道，而朱金平在研究典型报道规律的 《新

闻典型论》（２００４）一书中，则有一章专门对中西典型报道进行比较。广电
总局一项课题对６省市听众观众及 ２９省市广电系统和中央三台从业人员调
查发现，在 “需改进的方面”项下，典型宣传仅次于会议报道，随后课题组

梁建增等人在 《增加公信力是改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４）一文
中，提出了摆正真实性和倾向性关系、把握好声势和效果关系等对策性建

议。当代名记者研究则主要是关于穆青的，出版了传记两部 （《人民记者穆

青》，王惠芳等，２００２；《穆青传》，张严平，２００５）、文集两部 （《穆青论新

闻》、《穆青通讯》，２００３），以及穆青的其他作品集 （摄影、书法等）。中央

电视台为配合 “三项教育”活动，２００４年 “七一”期间还播出了 ３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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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穆青》。

总的来看，“十五”期间的新闻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成果数量增长很快，每年出书近两百种。其中许多重点院校出版社、一

些传媒所属出版社 （如新华出版社、南方日报社）以及社会上的出版社

（如华夏社、经济管理社、湖南人民社等）还组织出版了多套系列丛书，已

形成比较完整的教材体系。二是研究气氛活跃，能够对现实发展变化及时做

出反应。像我国加入ＷＴＯ、新闻发言人制度、公众外交与对外宣传、典型宣
传的公信力、传媒与危机管理、新闻娱乐化低俗化、媒介素养教育、内部新

闻自由、公众新闻、民生新闻乃至手机短信、ＤＶ拍摄、电子游戏等等，对
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新事物和新问题，都有所涉及。三是由于新闻业

这几年发展较快，宏观状况的综述和分析性成果随之增多。如 《中国传媒发

展研究报告》（罗以澄等）、《解析媒介变局》（喻国明）、《报业中国》（孙

燕君）、《媒体前沿报告》（周伟）等，对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纷纭变化的新

闻业发展状况和趋势，十分有益。四是对国外新闻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

增加，从体制、法律、管理到具体运作几乎都有著述。

当然，新闻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中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比如基础

理论研究中，特别是一些概论性质的著作和教材，创新仍有所不足。应用研

究中，经验谈性质的著述和作品集占了一定的比重，对现实问题做出迅速反

应的成果有的似有急就章之嫌，在研究深度上还应有所加强。

（二）传媒法制与管理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项研究在学界和实务界受到广泛关注，成果比过去

明显增多，学科框架已初步建立，科研和教学的专业队伍业已初步形成。

对传媒法制学的综合性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曹瑞林、魏永征、顾理
平出版了几部专著，近几年又有王军的 《新闻工作者与法律》 （２００１）、魏
永征的 《新闻传播法教程》（２００２）、黄瑚等的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２００３）、陈绚的 《新闻传播道德与法律规范教程》（２００５）等出版。其中黄
著把传媒法与新闻道德结合起来进行阐述，魏著较为全面，已成为高校新闻

传播专业法制学科的主要教学用书。这些著作总体上是把传媒法作为一个跨

越多个法律部门、涉及众多法律的法律群来看待，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

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为核心，分述公法、私法的各门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的各

种规定，按照我国法律体系的位阶等级进行组列的我国传媒法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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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众权利角度看，除了名誉权、隐私权等老话题外，还有研究者涉及

接近权问题 （刘荣忠，２００１；张毓麟，２００２），以及从信息消费者角度对受
众权益的研究 （宋小卫，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宋小卫的 《媒介消费的法律保

障———兼论媒体对受众的底限责任》一书 （２００４），讨论的是受众作为消费
者同传媒的法律关系，视角与他人不同。

在传媒法研究中，侵权和责任问题向来受到普遍关注。１９９４年我国出版
的第一批传媒法论著，就是研究传媒侵权的著作。最近几年，相关研究依然

兴盛，出版的专著有张西明、康长庆的 《新闻侵权：从传统媒介到网络》

（２０００）、顾理平的 《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 （２００１）、魏永征的 《媒介侵权

法律问题》（２００１）、侯健的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 （２００２）、徐迅
的 《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浪潮》 （２００２）、李连成的 《新闻官司的防

范与应对》（２００２）等，论文之多更是难以统计。有关采访活动中可能发生
的侵权问题，集中在暗访和偷拍偷录手段的合法性讨论上。对此有两种截然

不同的看法，一种以徐迅的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一书 （２００３）
为代表，着重揭示暗访活动中的消极现象甚至违法行为，对使用这种手段持

谨慎态度；另一派看法以顾理平的专著 《隐性采访论》 （２００４）为代表，强
调的是暗访对揭露阴暗面的积极效果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保护记者暗访

权利，甚至认为记者隐性采访是舆论监督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一种宪法性

权利。

除侵权和责任问题外，言论和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以及知情权等也是研

究热点。

关于言论 （表达）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两种宪法权利，这几年的著述主要

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历史发展的梳理。研究者除了继续描述自启蒙运

动时期的 “天赋人权”说到弥尔顿 “意见自由市场”说的演进过程外，开

始注意到其他一些以往属意不多的思想观点，如米尔、斯宾诺莎、孟德斯

鸠、杰弗逊乃至罗伯斯庇尔等人的相关思想 （张昆，２００１；丁俊杰，２００２）；
也有人从本土资源入手探讨其发展脉络，如对梁启超、孙中山 （李五洲，

２００１）等人思想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１年的苏区、１９３９年的陕甘宁
边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制订的 《共同纲领》等宪法性文件的分析 （李斯

颐，２００２）等，寻找言论和出版自由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二是运
用法理学对这两种宪法权利概念及内涵进行研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无论

对于公民还是传媒来说，这两种自由都属于相对的自由权，法律应当大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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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但权利的行使也有一个界限问题，就是说两种权利并非绝对权利。保障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因此，新闻出版自

由又是一种工具性的权利。有的研究者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引入具体的言论

和出版自由保护问题 （张永恒，２００２），有的研究者从当代各国新闻实践角
度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例如，国外处理此类涉及自由与限制的界限问题

时，通常依据 “言论—行为”两分法原则，给予纯言论包括象征性言论以较

高程度的保护，而对行为则设置了 “明显而即刻危险”的限制条件。对此，

邵志择 （２００２）以美国焚烧国旗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美国最高法院对此观
念的变化，认为美国司法界处理此类案件时历来秉承的 “言论—行为”两分

法，依然难以解决自由与限制的界限问题。就专著而言，这几年在出版自由

方面没有专著出版，而表达自由方面，继甄树青 ２０００年的 《论表达自由》

一书外，只有陈欣新２００３年的 《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一本书，而且两位

作者都是法学界研究者。陈著是一部比较全面论述表达自由问题的理论成

果，重点从人权角度介绍了表达自由的国际法渊源，就表达自由的涵义，表

达自由与保密、隐私权、人格尊严以及与司法等价值的相互关系，表达自由

的法律限制等方面做了论述。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３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了两
次有关表达自由的专题国际研讨会。

对于舆论监督的研究，近年文章很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还连续３年召
开了 “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总的方向上，强调舆论监督应当客观公正，

事实准确，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社会稳

定。在具体问题上，讨论的面很广。关于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者

一般认为并非来自行政权力，而是来自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因此舆论监督

不应成为以传媒面目出现的另一种行政权力。对于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公权

力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名誉权诉讼时，学界一般主张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这

类诉讼有所限制，不赞成国家机关对公民提起名誉侵权之诉 （王圣扬等，

２００４）。另外，讨论较多的是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关系问题。舆论监督是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但现实中同司法审判的确存在着一定冲突，

新闻界和司法界时常对一些报道或新闻官司产生争议，这其实是一个 “老”

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二者产生矛盾的原因有五：职业特征不同、工作时

效要求不同、使用的语言特点不同、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同、所处的法律地位

不同 （陈力丹，２００１）。近几年还出版了几部这方面的专著，如２００１年蒋安
的 《新闻监督学》、杨明品的 《新闻舆论监督》、胡钰的 《新闻与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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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会调查分析舆论监督状况的，有乔云霞等的 《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

调查分析》 （２００２），从一个点切入研究的，有侯健的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

问题研究》（２００２）和郭镇之的 《聚焦焦点访谈》（２００４）。此外 《中国社会

转型的守望者》（２００２）和 《舆论监督紫皮书》 （２００３）两部论文集中，也
汇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和研究成果。

２００３年 “非典”流行前后，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研究迅速

升温。当年二三月份，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抢购风潮，已有文章谈到 “流言

止于公开”的问题，４～７月，很多新闻传播学期刊都发表文章，认为 “媒

体的这种 ‘不作为’状况持续的越久，越容易引起社会局部或整体的 ‘失

控’”（陈绚，２００３）。而对信息公开和知情权深入展开理论研究的，则以法
学界为主。周汉华主持的信息社会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课题组，２００３年出版
了 “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丛书”，包括 《我国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探索》、《外国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３部。这项研
究在肯定信息公开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权利原则 （政府信息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公开原则 （政府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利益平衡原则 （不得损害隐私、机密、安全和公益）以及救济原则等，已写

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并且在广州、上海的地方立法中被采

纳。此外还有李步云的 《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２００３）、张明杰的 《开放的

政府》 （２００３）和方向主编的 《信息公开立法》 （中英文本法规资料集，

２００３）。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是不可分割的共生体，政府信息公开
又是保障知情权的主要手段。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已有一些大中城市颁布

了信息公开法规，对此的研究今后有可能继续成为热点。

行政管理是我国传媒管理的重要形式，以行政法规形态出现的各种管理

条例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涵盖了各类大众传媒的管理。以这些行政法规为依

据，一些学者对各类传媒的管理问题做了系统研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方

面，有赵民的 《广播电视事业的法制化管理》 （２００２）、魏永征等人的 《影

视法导论》（２００５）等；互联网管理方面，有吴弘等人的 《计算机网络法律

问题研究》（２００１）等；广告管理方面，有陈绚的 《广告道德与法律规范教

程》（２００２）、王军的 《广告法教程》（２００３）等。
我国传媒法研究是以搜集翻译国外法律文本和资料为开端的，近年来的

国外传媒法研究，已从一般访问交流发展到同外方联合举行研讨会，从概况

介绍发展到分析比较，从个案研究发展到整体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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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张西明的 《张力与限制：新闻法治与自律的比较研究》

（２００２）、魏永征等人的 《西方传媒法制、管理和自律》（２００３）等。而对国
外传媒法论著、资料的翻译和介绍，近年来也见增多，如美国著名传播法学

家吉尔默等人的名著 《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 ６版 （梁宁等译，

２００２）、美国罗森诺的 《网络法》（张高彤等译，２００３）、英国斯皮尔伯利的
《媒体法》（周文译，２００４）、美国潘勃的 《大众传播法》第１３版 （展江等

译，２００５）等。另外，清华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几部美国
传播法原版专著，如泽莱兹尼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４ｔｈｅｄ、卡特的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５ｔｈｅｄ等。选编的国外资料方面，则有陈晓宁主编的
《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价研究》 （２００１），译介了
美、英、澳、日、印度、新加坡等国家有关互联网、广播电视、有线电视、

电信等的管理法规，梁宁等主编的 《媒介法教学参考数据》（２００４）收有英
美等国家涉及媒介法规的英文原文。

目前在传媒法制与管理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是作为一门学科，注意

点较多地放在了具体问题上，缺少更高理论层次的原理、概论一类的著作。

二是作为一门跨学科项目，研究者来自新闻学和法学两界，双方的研究似未

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涉及对方学科时功力都有所不逮。新闻学界的研究大

多是从新闻传媒的角度考虑，在法学理论上展开尚不充分。三是着眼点放在

了英美国家，还没有见到大陆法系国家传媒法专著的中译本或影印本，有关

后者的论著数量也明显少于前者，其中可能有语种方面的困难。

（三）报业经营管理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传媒业改革发展加快，与此相适应，传媒经营管理以

及广告学研究也随之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检点这几年的著述目录，传媒经营

管理方面的研究以与报业相关的居多，专著出版有上百种，论文不下 ６００
篇，而广告学研究又以广播电视为主。

以往关于报业产业特征的理论研究不少，近几年研究者又有一些新的见

解。董天策在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 （２００２）一书中，不同意报业具有
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三重属性的统一，才是对中

国报业性质的完整把握。这几年，经济学界开始介入报业经营研究。中国社

科院工经所金碚在 《报业经济学》（２００２）书中，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探讨报纸产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研究报业与其他产业的不同特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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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 “经济租”以及报业 “内斗”、“价格合谋”、“价格歧视”等现象所做

的分析，视角和观点独具一格。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学界的讨论由此前的务虚转向了务实，宏
观和微观角度的探讨都比较热烈，展开了新的探索。全国记协课题组的 《党

报改革途径新探索》 （２００１）一书，从体制、体系、对策以及党报经济发展
战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详尽的调查也成为我国省级党报一个

丰富的资料库。初广志在 《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及对策》
（２００１）书中，引用了大量国内外资料，从文化和经济的视角，分析了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传媒业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改革、法制以及资本

经营、技术创新等宏观和微观领域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刘宏的 《中国传媒的

市场对策》（２００１）一书则以传媒的双重角色为切入点，认为把政治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用经济实力加强传媒政治角色，是我国传媒发展壮大的

出路。

新世纪以来，我国报业集团发展进入实质性阶段，报业竞争日趋激烈，

发行大战、广告大战愈演愈烈，报业集团和报业竞争问题的研究也随之进入

更加具体的层面，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法律地位、编营分开、

无形资产评估、核心竞争力等等，都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话题。温治铭

的 《报业集团经营管理概论》 （２００４）、程颖刚等人有关哈尔滨日报报业集
团的两部著述 （２００１），分别从整体和个案角度探讨和总结了报业集团建设、
经营和管理中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新闻所课题组的 《中国传媒集团发展报

告》（２００４），汇集了我国数十家传媒集团发展状况的资料，描述了传媒集团
发展的历史轨迹。有关报业竞争问题，杨飚等人的 《媒体竞争论》 （２００１）
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专著，书中借鉴波特关于 “驱动产业竞争的五种力

量”的学说，从多学科角度展开了综合性研究，通过报业 “两次售卖”特

征的分析认识报业竞争的本质。

报业做强做大和多元化竞争，首先遇到的是融资问题，因此报业资本运

营自然成为业内探讨的热门话题。孙正一等人的 《我国新闻媒体资本运营情

况初探》（２００１）一文总结了我国传媒合作经营、子公司上市等四种主要资
本运营方式，指出了资本运营面临的多头管理、地域分割、产权不清、级别

体制等问题，回答了资本运营是否会影响传媒的喉舌作用、是否会造成国有

资产流失、是否会影响报道的公正性、资本运营是否会被行政干预扭曲等疑

虑。赵曙光等人的 《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 （２００３），是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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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传媒资本市场的著作，书中从传媒资本市场的孕育与发展开始，分

析了资本市场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与运营。王建男根据哈尔滨日报社经营实

践，在 《党报资本论》（２００２）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党报资本运营问题，认为
党报资本是以 “国有党营”（即国有资产委托党组织经营）形式实现的，因

此经营者既要对国有资产负责，又要对党的意志负责，而治理模式应当由事

业法人的企业化管理向企业法人管理过渡。曹鹏等人主编的文集 《媒介资本

市场透视》（２００１），则汇集了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国内各类传媒资本运营研
究的文章，以及国外一些跨国传媒巨头的相关资料。

对报业经济发展宏观趋势的判断，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专著

中，陆小华的系列著作 《整合传媒》（２００２）、《再造传媒》（２００２）和 《激

活传媒》（２００４），从规制创新、形态融合、集团化、人才机制、资产管理向
资本管理过渡等１０个方面，对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满运来 （２００１）则跳
出传媒内部管理，从市场壁垒、传媒改革、内涵扩张、市场重组、资源配

置、传播模式等角度，对报业经济发展做了论述。喻国明 （２００１）根据 １０
多项受众与市场调查结果，利用传播学理论，将传媒市场未来走向归纳为价

格杠杆效用递减、目标受众定位主流化和局域人群覆盖规模化三大趋势。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如何经营管理，怎样发展壮大，无论对学界和

业界来说都是新的课题，因此，研究者对国外实例和国内经营案例等，也都

投入了较多力量，以期借鉴和推广成功的经验。在前者，出版了 《大追寻：

美国媒体前沿报道》 （刘勇，２００２）、 《香港内地传媒比较》 （钟大年，

２００２）、《解密国际传媒集团》（唐润华，２００３）、《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
济比较研究》（金冠军等，２００３）、《媒介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
股的成功之道》（袁舟，２００３）等一批著作。在后者，这几年出版了 《中国

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 （赵曙光等，２００２）、 《全球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
析》（高振强，２００３）、《浙江报业改革６０例》 （浙江报协，２００４）等著作；
对于一些经营管理效益突出的传媒，如 《北京青年报》、 《南方都市报》、

《哈尔滨日报》、《大河报》、《华商报》、《钱江晚报》等，对于都市报等报业

经济新的增长点，也都有相当多的著述进行总结和分析。

“十五”期间，我国报业经营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和现实发展要求相比，

依然需要继续加力。研究方法上，对个案的实证研究较少，定性描述较多，

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者的介入不足，这对学科发展的深化不利。

研究对象上，对党委机关报和行业报如何转换机制、适应市场经济的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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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已有成果对现实状况影响不大。曾有研究者把当前传媒经济和经营的变

革归纳为：微观业务层面的改革超前于宏观体制的改革，边缘信息领域的改

革超过主流信息领域的改革，增量传媒的改革超前于存量传媒的改革 （喻国

明，２００４）。前三者的创新和发展是目前传媒业繁荣的基础，后三者的滞后
是传媒业今后的难题之所在，这些难题应当成为今后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二　传　播　学

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宣传学，也可以把传播学视为对传统新闻学的

扩展和补充。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引进的。由于我国大
众传播事业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鉴传播学理论和

方法研究 “本土”新闻活动，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专业都以其为必修课，非

新闻专业中也有不少将其作为选修，普及程度越来越高。

（一）传统学派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大众传播学引进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实证

研究为方法、以功能应用为导向、以传播效果为对象的美国传统学派。于是

长期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传播学只是由与传播效果相关的几种传播模式所

构成，各种研究成果也因此而长期停留在美国传播学早期阶段。实际上，即

使传统学派的成果也并非仅及于此，其研究对象要广泛得多，有很多新的进

展和成果长期不为我们所知。

传统学派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近年来在我国的进展，一是表现为古

典和经典著述的大量译介，二是研究题目的广泛和多样。

目前传播学研究队伍开始出现较大变化，不少人都有在国外留学或访问

研究经历，较为广泛地接触过传播学各种理论和学说，具备了一定的判断和

选择能力。２０００年以来，大量国外传播学重要著作被翻译过来，系统地成套
出版。如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华夏版）、 《传播与文化译丛》

（社科版）、《文化传播译丛》 （商务版）、《大众文化研究译丛》 （中央编译

社版）、《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版）、《传播·文化·社会》（华夏

版）、《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新华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

典系列》（人大版）、《清华传播译丛》（清华版）、《现代传播学丛书》（黑

龙江版）等。这些丛书涵盖了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著作。译著中，有的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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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著作重译，如李普曼的 《公众舆论》、赛佛林的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

与应用》、德弗勒的 《大众传播的里程碑》等，但更多的还是名著首译，如

阿什德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舒德森的 《广告，艰难的说服》、

利文森的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阿什德的 《传播生态学：控

制的文化范式》、理斯曼的 《孤独的人群》、罗杰斯的 《传播学史》和 《创

新的扩散》、梅罗维茨的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米

勒的 《组织传播》、鲁宾的 《传播研究方法》、汉森的 《大众传播研究方法》

等。此外，国内学者同国外的直接交流也在扩大，不仅有大量学者走出去，

国外传播学界一些名家也被请了进来，像洛基奇、休梅克、唐纳德·肖等就

都曾来华访问交流。

我国学者对传播学一般原理的介绍和研究，多数反映在自编教材里。尽

管有一两种教材普及面相当大，如１９９９年出版的郭庆光的 《传播学教程》，

但是许多高校仍普遍组织出版了自编的概论性质的传播学教材，数量很多，

写作风格上各有千秋，框架基本上沿用了施拉姆的 《传播学概论》。由于教

材本身性质所限，这类著述重点一般不在于创新，这也是今后需要改进

之处。

在具体题目上，研究领域的多样化和广泛性表现较为突出。属于基础理

论的论题，涉及传播的本质、传媒生态、传媒权力、知识沟、数码沟、受众

与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传播、“编码／解码”模式、传媒与公共领域、信息冗
余、史前非语言传媒等。与实际应用有一定关联的题目则更多，诸如议程设

置、议题融合、第三人效果理论、舆论形成机制、沉默螺旋理论、形象与传

播、政治传播、经济传播、军事传播、宗教传播、体育传播、健康传播、新

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性别与传播、青少年与传播、传媒批评、广告心态、广

告与流行等等，触及面很广。与此同时，传播学对媒介经营的具体环节研究

有细化趋势，如传播效果研究、节目板块研究、主持人研究、广告传播研

究、消费心理研究等。研究者在引进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将

其与我国新闻实践结合的问题。比如戴维森的 “第三人效果理论”，以媒介

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为分析对象，认为人在心理上易于高估大众传播对他人

的影响力。我国有研究者就据此来解释宣传效果特别是正面报道为何有时达

不到理想目标的问题 （谢静，２００１）。再如国外学者１９９９年提出的 “议程融

合论”，是对过去 “主动受众”说的发展。该理论引进后，我国研究者提

出，在当今信息传播多渠道的时代，应当重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不宜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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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传播的威力而忽视受众自主选择的能力 （黄瑚等，２００１）。对于议程设
置理论，复旦大学还曾专门在上海进行过抽样调查，用实证方法检验其可

信度。

引进国外最新成果可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但我们自己的理论原创

仍有待加强，因为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知识，只有

知识增长和知识积累才是裁量学科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准。国外传播学提出的

各种模式、假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我国，还需要经过验证，不

宜直接用作论据，不宜简单照搬到具体题目上。在研究对象上，还需注意不

应过于泛化，防止过多停留在实用价值层面，以免缺少独立的学术探索，使

得整个学科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无法形成具有批评精神的学术传统。

如果说大众传播学在我国已有较快发展，那么和传统学派相比，近几年

向前跨出的一大步，更多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批判学派和分支学科、

边缘交叉学科研究的进展上。

（二）批判学派理论与方法研究

大众传播学各流派的划分标准目前尚有不同，有人将其分为源于美国的

传统学派 （经验—功能学派）、源于德国的批判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和源

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 （伯明翰学派）。目前三个学派在地域分布上互有渗

透，研究方法上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但理论来源、研究对象和观点仍有区

别。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以政治经济学 （西马）为主，重宏观思

辨，用解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传媒 “教化”大众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

社会批判；伯明翰学派同样对大众传播持批判立场，理论和方法以符号学以

及相关的话语、文本、叙事分析为主，把传媒符号分析的重心放在了符号意

义的编码和解码上，重视对各类受众的微观研究。在分类上，也有人将二者

加上麦克卢汉、鲍德里亚等人的技术主义统归于批判学派。下面我们取后一

种分类方式分析其进展，只是为节省篇幅，并不表示对某种分类方法的肯定

或否定。

和传统学派相比，对国外批判学派虽然最早在 １９８０年代就有介绍，
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文章渐多，译介了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但基本上长期处于被
忽视状态，成果较为零散。２００１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 “传

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课题的设立，标志着这种状况的改变。对此，学界曾有

人形容为 “破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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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派的立足点是传播效果，批判学派的立足点是传媒与社会的关

系。如果说传统学派的学术理论多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

以及自然科学，那么批判学派的学术理论则有较大不同，主要来自西方马克

思主义、媒介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与媒介、后

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等等。２００１
年以来传播学界的翻译引进和独立研究，几乎涉及上述所有方面。

译著中有很多是批判学派名作，如费斯克的 《理解大众文化》和 《关

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伊尼斯的 《帝国与传播》和 《传播的偏

向》、麦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 （重译本）、费尔克拉夫的 《话语与社会变

迁》、梵·迪克的 《作为话语的新闻》、彼得森 《交流的无奈》、利贝斯的

《意义的输出》、霍尔的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莫斯可的 《传播政

治经济学》、多斯的 《从结构到解构》、史蒂文斯的 《认识媒介文化》、斯特

劳巴哈的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凯尔纳的 《后现代理论：批

判性的质疑》、莫利的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加汉姆的 《解放·媒

体·现代性》、克切斯尼的 《富媒体　穷民主》等。这些译著多数是首次翻
译过来的，基本上可以视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之作，重要学术思想几乎囊括其

中。例如，霍尔和费斯克都是伯明翰学派的耆宿，费斯克的 《理解大众文

化》，反映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文化工业具有金融、文化两种

不同价值经济成分的观点。梵·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通过文本和语境研

究，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对象，是将符号学用于新闻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麦

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则是这位传媒时代 “预言家”的成名之作。

我国学者借助批判理论和方法所开展的研究，包括许多硕士、博士论

文，成果比起传统学派更为显著，出版了不少专著，如路扬等的 《大众文化

与传媒》（２０００）、王君超的 《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 （２０００）、
张咏华的 《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 （２００２）、潘知常和林玮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２００２）和 《传媒批评理论》 （２００２）、肖小穗的
《传媒批评∶揭开公正中立的面纱》（２００２）、李彬的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

的本体诠释》 （２００３）、杨新敏的 《电视剧叙事研究》 （２００３）、石义彬的
《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

（２００３）、陈卫星的 《传播的观念》（２００４）等。其中有些著作，例如陈卫星
的著作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就突破了通常的框架，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

学、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综合传播学各学派理论，对传播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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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研究对象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我国未来传播战略发展的思路。潘知常

等的著作借鉴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包括亚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展

开讨论，分析了当代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李彬的著作从符号学

基本理论和各流派入手，阐释了当代符号学理论体系。张咏华的著作则从传

播学学术源流角度，对传播技术特性问题做了整体性的分析论述。

就学术论文而言，国内和国外研究进展基本同步，题目范围和研究方法

很广，较多的是宏观的大众传播符号学研究和微观的新闻报道叙事学研究，

此外还涉及传播全球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霸权理论、后殖民主义理

论、异化理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后现代传播理论、技术乌托邦主

义、编码／解码模式、新闻话语、影视叙事等等。研究成果中，不少论文都
是比较有深度的，例如潘忠党对历史叙事及其建构秩序的研究 （２０００），李
彬对罗兰·巴尔特、布拉格学派、萨丕尔—沃尔夫符号学假说、巴赫金话语

理论、鲍德里亚 “符号革命”（２００２～２００３）等所做的符号学与传播关系研
究，陈阳有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 （２０００），赵斌用符号学符号
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 （２００１），黄顺铭、明鸣的霍尔模式研
究 （２００２），郭镇之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评价 （２００２），时统宇对欧洲批评
理论思想资源的梳理 （２００２），丁和根关于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
应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郭建斌对民族志方法研究的建议 （２００３），姜飞对大众
传播后殖民主义语境的探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张威的格拉斯哥学派分析
（２００３），仰海峰的鲍德里亚研究 （２００３），吴晓东通过传媒符码对沈从文的
解读 （２００３），潘知常、袁力力用文本分析法对传媒的文化研究 （２００３），
范红对媒介语言社会文化内涵、新闻话语编码和霸权形成关系的研究

（２００４），蔡骐的英国文化学派研究 （２００４），黄旦对文化工业理论的分析
（２００４），石长顺的电视叙事理论研究 （２００４）等。此外一些未刊的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有不少颇有新意的创见。

翻览近几年成果，可以看出研究者并没有囿于国外成说，而是在不断质

疑、创新的过程中使之日趋本土化，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方面实例很

多，如赵斌对费斯克传播符号学的批评 （２００１），蒋宁平通过对麦克卢汉技
术哲学观的分析，对麦氏为技术决定论者说法的否定 （２００４），吴晓东对沈
从文小说中现代报刊及其符码与民族国家认同感建构关系的分析 （２００３），
曾庆香利用符号学特别是荣格的原型理论，对我国新闻报道中深层的传统文

化意象的阐释 （２００３）等。还有一些研究者直接运用批判学派方法研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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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的报道，如史安斌等人的 《新闻构架、符码与制造同意的艺术———

美国媒体 “十六大”报道综合分析》，就是利用符号学方法揭示美国媒体与

主流意识形态间的互动关系的尝试 （２００３）。这样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
总体上仍然可以认为，学界对批判学派其实是 “批判”的引进，创新力度要

大于传统学派。批判学派目前在我国有跨越式发展的趋势，但今后的研究仍

需不断改进。一是同新闻实践的关系问题。批判学派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

如说是一种新的观点、方法或视角，重 “破”轻 “立”，垂青解构而非建

构，原本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这一点源于该理论自身的特

质。对此，黄旦等人在 《文化工业理论及其批判性思考》 （２００４）一文中，
就对批判学派提出了 “批判”，但学界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二是研究本身如

何整合的问题。目前批判学派的译者和研究者队伍中，有近半数是传播学界

之外的哲学、文学、语言学乃至女性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分别在各自

领域活动，相互之间还没有达到有机融合的程度。

（三）传播学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

由于传播学涉及人类各种信息传递活动，所以涉及面甚广。其分支学科

中，按传播渠道划分，除大众传播外可分为组织传播、人际传播、非语言传

播、自我传播等，按内容可分为政治传播、经济传播、广告传播、体育传

播、军事传播、健康传播、宗教传播等，按对象可分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

播、青少年传播、女性传播等，各种传播活动之间相互交汇融通，各类研究

自然也是互有交错。而传播学交叉学科指的是其他学科同传播学结合后形成

的新学科，如传播心理学、传播社会学、传播经济学、传播美学、传播统计

学、发展传播学等等。这些分支和交叉学科，多数都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分支和交叉学科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门学科研究深化的表

现。从１９９０年代后半期起，我国传播学界在上述各领域的成果数量开始增
多，研究题目几乎包含了上述各个领域，这一点仅从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和复

旦大学召开的历届传播学研讨会和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中，就可以反映出

来。译著中有些在国外就很有影响，如艾森伯格的 《组织传播》、凯尔纳的

传播政治学著作 《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

政治》、皮斯的 《身体语言》、道尔的 《理解传媒经济学》等。专著中，像

刘晓红等的 《大众传播心理研究》 （２００１）、卜卫的 《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

响》 （２００１）和 《媒介与性别》 （２００１）、柯惠新等的 《传播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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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王怡红的 《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 （２００３）、吴格言的
《文化传播学》（２００４）、林之达的 《传播心理学新探》（２００４）、方建移等的
《传媒心理学》（２００４）、刘利群的 《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２００４）、支庭荣
的 《大众传播生态学》（２００４）等，都是在某一领域颇有深度的著述。

分支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者较为分散，各门类成果数量多寡不一，发展不

够平衡。有些方面已经积累具有较广水平的成果，像传播与青少年发展、传

播与性别研究，我们就已经具备了与国外学术界对话的实力。有些方面理论

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比如人际传播学这一人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国外

大学中普遍开设了这门课程或专业，由于其应用广泛，毕业生在现代商业化

社会中出路很广，而这项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寥寥无几。再

如发展传播学，这是一门和当前国家发展关系密切的学科，在我国其他学科

中，从发展研究派生出来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都已成

为 “显学”，而在传播学科却依然相当冷清。虽然历年实证研究项目很多，

但系统的发展传播学理论著作至今没有。由于缺少理论的升华，很多实证研

究至今沿袭的仍是国外指标体系，借鉴的是国外早期理论，研究方法单一。

目前已有研究者指出了现存的不足，不过还只是呼吁而已。

从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质量上看，传播学各分支和交叉学科中，近年

来成为研究热门的有两个，一是国际传播，二是跨文化传播，尤以前者为

甚。两者都是引进的学科，前者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术渊源是国

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经由大众传媒的交流活动，最早

的代表作是拉斯韦尔１９２７年的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后者肇始于 “二

战”之后，学术渊源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是经由人际传播的交流活动，

奠基之作是１９５９年霍尔出版的 《无声的语言》。两者的共性在于都强调传播

的双向性，因此大于 “外宣”这一概念。

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之所以有大的发展，直接动因

是国家的对外开放，并且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而不断升温。理论上讲，后者

涵盖了前者，既包括国家之间的信息传播，也包括不同文化群体和民族之间

的传播交流。但由于相沿成习的缘故，两门学科在我国学界形成了一个有趣

的分野：国际传播研究兴起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研究队伍以传播学界为
主，关注对象是新闻传播，“文化”在其中比重很小。跨文化传播研究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在我国兴起，研究者多为高校外语教师，着重点是以人际传
播为主要渠道的广义的 “文化”，新闻传播只是其中一个小的分支。在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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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里，两门学科一直沿着各自轨道并行，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

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者和探究对象，都出现了向对方领域扩展的迹象。

先看国际传播学。目前，我国传播学界十分重视这一领域，不仅研究者

数量众多，而且在院校课程中其所占比重也很大，师资力量雄厚的高校将国

际传播或设为专业，或建立二级学院，条件稍薄的也普遍开设了这门课程。

学术活动中，这 ４年里出版了一些译作，如马特拉的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

权》、卡迈利保尔的 《全球传播》、麦克切斯尼的 《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

义的新传教士》、福特纳的 《国际传播》、屠苏的 《国际传播》、拉斯韦尔的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等，数量相对而言不是很多。但研究者的著述出

版了不少，如 《全球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陈卫星等，２００１）、《中国的大
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 （吴征，２００１）、 《现状、未来与对策》 （温飚等，
２００１）、《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 （陈卫星，２００２）、《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
（刘继南等，２００２）、《全球化与大众传媒》 （尹鸿等，２００２）、《国际新闻与
跨文化传播》（蔡帼芬等，２００３）、《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
（顾潜，２００３）、《当代对外传播》（郭可，２００３）、《全球新传播》（李希光，
２００３）、《国际传播学》（关世杰，２００４）等。这些著作、文集反映了学界在
这一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例如关世杰的 《国际传播学》一书，就是从

国际传播历史、理论、要素、渠道、法律、内容、技巧等各个方面，利用各

类统计资料，结合我国实际，对国际传播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所进行的研究。

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则分布于许多领域。

较为宏观的层面上，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
下的国际传播成为一个关注热点。研究者注意到了全球化给我国大众传播业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为这犹如一柄双刃剑，需要认真应对 （童兵，２００１）。
另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全球化背景的积极一面，认为通过国际传播，可以使世

界更好地认识人类发展共同规律，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增进各国的友好合

作，有利于我国争取和平发展的环境 （刘建明，２００２）。有的研究者还对我
国的网络、英语传媒等状况进行了调查，指出了现存的不足，提出了对策性

建议 （郭可，２００３、２００２）对于跨国传媒的具体策略，２００１年底我国在广
东有限开放境外电视落地后，有的研究者通过实地收视调查，认为本土化是

境外传媒进入我国的基本策略，而其中语言又表现为一种防火墙作用 （石长

顺等，２００２）。
媒介与国家形象建构也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研究者多采取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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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观察西方传媒特别是美国传媒的新闻报道如何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这

方面的研究大体始自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案，题目涉及许多重大事件，如中美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撞机事件、奥运会、“法轮功”、李

文和案、“非典”、“神五”升空、十六大报道等。有些研究做得较细，如周

安庆等 （２００１）选取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２０００年全年 ３５篇涉华报道，
同该刊对日、俄等国家的报道进行对比，通过涉华报道的议程设置、用语和

技巧的区别，分析其报道倾向和方法 （程曼丽，２００２）。分析美、俄、日、
德权威报纸的涉华报道，认为其共同点是均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来报道和评

价中国，但各国报道又明显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或倾向性。类似的研究还有

不少，但是，用内容分析法研究我国传媒如何塑造其他国家的形象，这方面

的研究还不多见。

有关跨国传媒集团和产业研究，这几年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也有不少。这

类研究主要着眼于西方跨国传媒集团如何进入全球市场，并在世界传媒产业

格局变化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侧重探讨其兼并与产业重组的策略和影

响，多数以介绍为主，但也有一些有一定深度的观点。有的深入到跨国传媒

经营运行机制之中，探寻数十年来影响传媒产业发展的各种因素，认为这一

变革之所以能够发生，其外部因素在于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产业政策

和新的制度安排，内部因素则表现为产业结构变迁、组织变迁、技术变迁、

供应链变迁的过程，最终引发整个传媒产业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态的重大变

革 （胡正荣，２００３）。还有研究者通过对市场结构与竞争状况的分析，以及
传媒组织和传播政策环境研究，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传媒产业的市场重构

问题 （陆晔，２００１）。
国际传播学中，成果数量最为庞大的，是有关国外传媒和大众传播业的

研究，这也是国际传播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研究者不仅继续关注美英

等发达国家，出版了诸如 《走进美国大报》（辜晓进，２００２）、《走进英国大
报》（唐亚明，２００４）、《当代世界新闻事业》（李良荣，２００２）、《提问是记
者的天职》（王尔山，２００３）、《西方报纸编辑学》（赵鼎生，２００２）、《西方
传媒与西方新闻理论》（刘行芳，２００４）等一批著作和考察报告，而且研究
面扩大到了俄罗斯、北欧、东欧、东亚、东南亚、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研究

对象深入到传媒内部和新闻界人物，研究方法上也不再局限于二手资料。有

一部分著述是研究者实地访问、考察的成果。此类研究按内容可大致分为这

样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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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传媒制度、运行状况的综合性研究。如美国报业

如何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结构性危机 （吴飞，２００４），美国传媒如何报道
李文和案 （邱林川，２００２）和中国 “非典” （田发伟等，２００３），韩国的大
众传播与社会发展 （臧海群，２００１），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研究 （刘燕南，

２００３），当代澳大利亚报业集团形成过程中，新闻寡头对舆论的影响以及政
府的反垄断措施 （张威，２００１），英国新闻自律组织的地位与功能 （杨德威，

２００２），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广电产业的管制方式 （沈国麟，２０００），欧洲
传媒如何同美国传媒抗衡 （杨雪梅，２０００），欧洲理事会与欧盟的广播电视
法规政策 （张谦，２００２），瑞典报纸运作方式 （任琦，２００２），法国公共电
视台、当代澳大利亚的期刊业 （张威等，２００２），虐囚丑闻与美国传媒专业
主义精神 （樊永强等，２００４）等。

二是针对传媒的个案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著作外，从发达国家到

发展中国家，从欧美到中东，从老牌报纸到新兴传媒，涉猎范围很广。例如

对 《纽约时报》经营模式的全面分析 （陈昌凤，２００３），《芝加哥每日新闻》
经营和运作特点 （倪宁，２０００），法国公共电视台活动情况 （周小普，

２００２）香港电台目前的困难局面与其指导思想、定位之间的关系 （赵克理，

２００３）等的研究。此外还有少量的译作，像戈德堡的 《偏见：ＣＢＳ知情人揭
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２００２）等，在读者中影响较大。

三是传媒与战争报道。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是近年

来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因为战争可以把和平状态下不易观察到的各

种现象和矛盾迅速推向极致，为研究者提供难得的样本。这方面的研究数量

很多，一方面集中于传媒具体活动方式，如美军的随军报道政策 （李镭，

２００３）、凤凰卫视的战争报道 （吴坤，２００２）、 “９·１１”事件后的美国传媒
网站情况 （张海鹰，２００１）等。另一方面则集中于更加宏观的传媒与政府关
系问题，例如关于美军心理战效果 （彭伟步，２００３）、美国传媒战争报道特
点以及商业利益在其中的作用 （郑保卫，２００３；单波，２００３）等。还有研究
者分析美国政府如何采用反常规舆论控制方式，放开负面报道，反而强化信

息的可信度，达到了舆论控制的策略目标 （程曼丽，２００３）。
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很快，这就难免会带来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一是

话语结构上对交流的双向性重视不够；二是对 “他者”的分析缺少多学科知

识的借鉴，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三是利用二手资料较多，一些实证研究的科

学性还有待提高；四是有的文章流露出的情绪化色彩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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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这一研究今后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

速度。

传播学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中，另一门成果比较突出的，是跨文化传播

研究。

跨文化传播学探讨的是各种文化因素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面对面交流

过程中的影响，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人际交流语境中的影响，目的是提高人

们交流的能力和效果。其原产地是美国，最初是为了满足 “二战”后美国大

规模对外援助的需要而产生的，奠基者霍尔是文化人类学者。以后，传播学

者逐步参与其间，学科也在国际政治冲突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向大众

传播和工商管理等实用学科拓展。目前仅美国就有３００所左右的大学开设这
门课程。

在我国，从１９８８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胡文仲出版第一部英文著述起，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是跨文化传播学起步阶段。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跨文化传播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到 ２００４年底的 ４年中，出版的译作和
著述超过前５年两倍。译作中，出版了美、德等国家学者的一批代表作，如
斯考伦夫妇的 《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方法》、马勒茨克的 《跨文化交

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霍尔的 《跨越文化障碍———交流的挑

战》（重译）、萨默瓦等人的 《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和 《跨文化传播》、罗

纳尔兹等人的 《跨文化沟通指南》等。此外还影印出版了英国学者的几部原

版书。我国学者出版的专著有１０多种，如 《跨文化传播探讨与研究》（赵化

勇，２００２）、《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 （蔡帼芬等，２００３）、《跨文化交际》
（张爱琳，２００３）、《跨文化交际学导学》 （杜亚琛，２００３）、《跨文化交际入
门》（关孜慧，２００３）、《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 （庄晓东，２００３）、
《跨文化传播研究》（陈卞知，２００４）、《跨文化交流入门》（许力生，２００４）、
《日本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王秀文等，２００４）、 《日本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王秀文，２００４）、《跨文化交际导论》（刘秀杰，２００４）、《跨文化交际技巧》
（何维湘，２００４）等。现在，国内已有北大、清华、北外、北师大、中国传
媒大学等１０余所高校开设了跨文化传播课程。

最近几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发展，但也还需要在

发展中继续提高。首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研究队伍的跨学科背景仍显不

足，研究者多来自语言学科，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学科的

较少，这样会影响研究的深入。其次，研究对象上还应扩大。一是应当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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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为主，尽快向中国与其他大的文化集团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扩

展；二是在研究国家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同时，应加大研究我国各民族之间的

跨文化传播研究力度。第三，研究方法上以通论式的思辨过多，还需要多一

些基于定量研究方法的专论。对于传播学界来说，需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传播

问题。仅从国际交流角度讲，国家之间 “软实力”的较量并非只限于新闻宣

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传播新技术的日新月异，“跨”与 “被跨”在

所难免，文化交流的范围、速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文化的传

播将会占有更大的分量，这一点也应引起从事对外宣传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三　广播电视和广告学

三大传统媒介中，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已成为当代社会影响最大、普

及率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传媒。与此相应，广播电视研究的热度甚高，广

告学的研究也多以电视为平台。

（一）广播电视基础理论与业务研究

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和业务方面的译著，有麦克奎恩的 《理解电视：电视

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沃德的 《电影电视画面：镜头的语法》和 《演播

室与外景摄影》、塔洛克的 《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休伊特的

《黄金档电视栏目的５０年历程》等，出版数量甚大。专著每年大约有二三十
部，内容涉及广播电视各个领域。属于基础方面的，主要有 《影视文化学》

（陈默，２００１）、《当代广播电视新闻学》 （张俊德等，２００２）、《当代广播电
视概论》（陆地等，２００２）、《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叶家铮，２００２）、《电视
传播形态论》（童宁，２００３）、《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丛书 （胡正荣等，

２００３）、《电视收视率解析》（刘燕南，２００３）、《广播电视新闻学》（李岩等，
２００３）、《电视传播艺术学》 （胡智锋，２００４）、 《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创新思
维》（王阳，２００４）、《电视新闻报道学》 （石长顺，２００４）等。经营管理方
面的著作，主要有黄升民的 《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２００１）、《广播电
视管理学》（徐丽玲等，２００２）、《世界电视产业市场概论》 （陆地，２００３）、
《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等，２００３）、《广播电视经济》（周鸿铎
等，２００３）、《本土化：中国电视产业研究》（张力伟等，２００４）、《电视媒介
经济学》（吴克宇，２００４）、《广播媒介管理学》（江琴宁，２００４）、《电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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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市场对策》（罗明等，２００４）、 《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 （李晓枫等，
２００４）等。著作出版数量最多的还是广播电视业务方面，研究者除学界外，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实际工作者。内容涉及广播电视的全部流程，细分化特点

十分突出，适用性很强。从新闻、纪实、谈话、文艺、娱乐、广告到影视等

各类节目，从记者、编辑、播音、编导到主持等各类人员，从名牌节目、栏

目到品牌形象，从综合性的电台、电视台到音乐台、交通台乃至企业、社区

电视，都有研究著作。对主持人的研究，就有语言、形体、知识、形象塑

造、场景应对、节目驾驭等多部著述出版。再如电视编辑方面，有任远的

《电视编辑学》（２００２）、周勇的 《电视新闻编辑教程》（２００２）等。
对于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关系，研究者多数

持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观点，主张在对外国文化影响方面同时抱接纳和警惕的

态度。虽然我国入世协议并未承诺传播领域核心业务的放开，也没有规定电

视市场开放的具体时间表，但不少人认为，电视市场的开放只是时间早晚的

问题。一般估计，加入 ＷＴＯ后广播电视台的非广告营销收入比重将提高，
民营资本将更多介入娱乐节目市场，而广播电视与其他传媒的合作也将得到

加强。目前，仅传播产品的零售与发行市场的开放就足以带来国际传播产品

的大量进入，因此，我国广播电视传媒都早早进入了竞争状态，以巩固国内

市场，开发国际市场。在学术界，对于广播电视的集团化进程有不少讨论、

分析甚至批评，着眼点多在体制改革上。胡正荣 （２００２）提出，现行广电集
团的建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高度集中，出现了新的垄断，减少

了广播电视竞争。陆地 （２００２）认为广电集团的改革应当破除市场分割和行
业垄断，实行跨行业、跨级别经营，改变电台电视台市场角色不清的状况。

对集团化的组建方式，２００２年 《南方电视学刊》连续数期刊载多篇文章，

讨论广电集团化的利弊。讨论者多不认为捆绑的舢板能够成为航空母舰，例

如鲍金虎 （２００２）认为，广电集团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行政关系而不是股权方
式或者合同方式进行资源整合的，是以行政手段取代了法律途径。王晴川等

（２００２）则提出三点，一是 “组合”不等于整合， “做大”不等于做强；二

是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三是解决产权多元化和媒介上

市问题，把集团推向市场。在发展方向上，陆地 （２００４）把广播电视产业未
来趋势归纳为市场导向为主、民营电视业将成为重要力量、在电视资源要素

流通和集中的并行中将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传媒集团化的讨论带动了媒介管理及营销策略研究的升温，近几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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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题目是频道专业化和制播分离 （现在多改称 “制播改革”）。２０００年
以来，广电系统的管理体制改革，以前面提到的 “三统一”、 “三合一”、

“三贯通”为主要方式，这种合并促进了电视频道的专业化进程，专业频道

纷纷开播。由此，频道的专业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是，很多综合频道其实是在打专业概念，一些打出了公益品牌的省级卫视

台，实际上也都是在综合频道里面试图突出某一主题或专业品牌，所有元素

都在向娱乐靠拢，把自己作为一个娱乐概念品牌来经营。因此，引入频道营

销理念，完善电视频道专业化，是改变目前状况的有效方法 （于丹，２００２）。
电视频道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内容趋同仍是当前主要问题，很多频道名义

上是专业的，而内容全靠电视剧支撑。有研究者对此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这

是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专业化电视的经济支撑方式应当以收视费为主要来

源 （孙玉胜，２００２）。关于制播分离，在广电行业曾引起热烈讨论。非新闻
类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相对分离，在各发达国家已是通例，在我国目前也正在

稳步进行，民间节目制作公司不断涌现。研究者普遍看好这种改革趋势，认

为不必担心制播分离会导致节目失控，因为只要牢牢掌握住播出权，制播分

离反而有利于电台电视台集中人力财力办好新闻节目，有利于非新闻类节目

通过竞争择优汰劣。有的研究者还从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市

场化运作方式本质上是政治责任经济化，即政治上不合格的节目必然要在经

济上付出代价 （喻国明，２００２）。
由于电视数字化作为推进传媒产业化的方式得到了政府支持，研究者投

入的力度也比较大。中国传媒大学就成立了数字电视课题组，２００１年以来，
从产业经营的角度不断剖析海外和国内数字电视的经营方法和运营模式，

２００３年课题组公布了 《中国数字电视报告》。目前，数字电视在我国才开始

试验性运营，相关研究也刚刚起步，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经营问题，

还牵涉到电视体制、服务目标，特别是受众权益和公共利益等问题，这方面

的讨论还没有展开。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国外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突发事件中
广播电视如何做出反应，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进而推动了新闻报道方式的改

革。２００１年的 “９·１１”事件，国内电台电视台没有及时而充分地报道，受
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到 ２００３年 ３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中央电台、电视
台经过充分准备，动员和利用各种新闻体裁和手段，迅速启动了全程报道，

得到了专家学者和社会的一致好评。在 ２００３年 ４月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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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战报道专题座谈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央电视台打破常规进行的大

量实况和直播报道，以及演播室评论节目，表明了新闻报道观念的进步和新

闻传播政策的开放。研究者认为此次报道体现了成熟的价值陈述方式，体现

了一种 “事实即立场”的新闻观念，是央视新闻品质提高的表现 （尹鸿，

２００３）。在战争报道尘埃落定之后，更多研究者对报道的不足进行了总结，
讨论的焦点主要落在节目形态的刚性与节目内容弹性之间的矛盾、信息的多

层面和信息场设置多元化的问题上。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迈出了

我国电视传媒对突发事件直播报道的第一步，也是紧随其后的新闻频道开播

的预演。此后一些重大事件中，如美国航天飞机失事、马德里爆炸案、别斯

兰事件直到东南亚海啸，我国广播电视报道都受到了公众的充分肯定，提高

了自己的公信力。

对一些热播的影视剧目，学界近年来也有许多讨论。对国产电视剧，人

们在承认其繁荣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包括对古装戏说剧泛滥的

不满，对思想道德低劣、艺术上粗制滥造的抨击，尤其是对影视节目商业

化、庸俗化、滥情风、戏说风、豪华风等等的批评。这几年还出现了几种新

的节目形式，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一个热点是 “真人秀”节目，赞同

者认为它最大的价值在于电视理念的创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节目形式；反

对者认为，这类节目是对人性阴暗面的展示及隐私的暴露，是用来吸引观众

的一种纯商业行为。另一个热点，是以南京电视台的 《南京零距离》为代表

的 “民生新闻”，此类节目引发了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核心竞争力、节目煽

情化等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从民生新闻的定义、特征、分类、价值到民生新

闻与国外公共新闻理论异同的探讨。

广播电视是一个热度很高的研究领域，研究者紧紧跟踪实际工作的发

展，著述成果丰硕，不时有新的看法和争论出现，气氛活跃。但是，总的看

来，还是偏重产业经营、实用策略，理论性仍然比较弱，还需要有概括性更

强、抽象层次更高的理论创新之作。具体的有待改进的，一是广播和电视研

究比例失衡，畸轻畸重；二是对有些题目的研究还应加强，如纪录片、有线

广播、广播电视传播艺术、影视节目文化和艺术内涵的深入分析等；三是实

证研究方法有所不足；四是对对外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的研究，多是从传播者

角度进行的描述，实地统计资料运用不多；五是中央台取消西部频道后，对

西部广播电视，包括广播电视对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影响的研究

力度还应加强，因为很多落后地区的主要传媒不是报纸、书刊而是电子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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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告学与电子传媒经营研究

广告收益目前仍是我国传媒经营性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广告学和电子传

媒经营研究广受学界和产业界重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很多。高校新闻

传播院系和经济、管理、艺术等专业都开设了相关课程，有些实力较强的院

校还设立了广告学院，广告实务界人士也撰写了很多著述。

经过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段哄然而起的 “广告学热”之后， “十五”

期间，研究者对广告学和广告学科自身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对一些理论、观

点重新展开了深入探讨，基础理论方面的论文，有广告学的学科归属 （杨海

军，２００１）、哲学和心理学与广告学的关系 （韩然，２００４）、广告教育中的现
存问题 （丁俊杰，２００２）、广告学研究者基本素质与知识结构 （吕尚彬等，

２００２）以及台湾广告学研究状况 （陈文玲，２００３）等。
广告学应用理论和实务操作方面的研究，涵盖了广告效果研究、品牌与

市场营销、消费者研究、广告传播、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设计等领域。专

著有胡川妮的 《新转型期的广告设计教育》 （２００３）、胡晓云等人的 《品牌

归于运动———１６种国际品牌的运动模式》（２００３）和 《从引进到建构———日

本广告效果研究与实战》 （２００３）。论文有唐佳希 （２００２）运用传播学中使
用与满足理论对广告理论的探讨，徐小娟 （２００１）借用议题设置理论对广告
与消费者关系的研究，龙涛等 （２００１）对广告语言范畴与方法论的研究，何
洁等 （２００３）对广告视觉传达趋势的分析等。资料性质的工具书类，有
《ＩＭＩ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和 《中国广告作品年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这两部。
更加宏观一些的，是把广告放在传媒产业和经营活动中进行的研究，如

报纸广告经营思路 （刘青，２００１）、广告份额变化与报业经营发展趋势 （章

平，２００１）、电视广告经营与策略 （冷冶夫等，２００３）、传媒广告经营改革
（程士安，２００４）、现代中外期刊广告经营比较 （黄耀红，２００４）等，以及
丁俊杰对广播电视经营 （２００１）、频道专业化与受众营销 （２００３）、媒介整
合营销 （２００３）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在业界影响都比较大。

对广告活动的职业伦理道德、广告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某些特

殊群体的影响等专项研究，有张殿元关于广告传播活动负面影响的文化

解读 （２００１）、广告文化传播负面影响的对策分析 （２００１）和有关广告
活动负面影响的道德批判 （２００２）等。此外，针对近年来的 “新闻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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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 “广告性新闻”现象 （陈超，２００２）、广告与社会消费文化的变
迁 （何辉，２００１）、电视广告对儿童的影响 （陈舒平，２００１）、广告文
化 （陈月明，２００３）、 “入世”后的广告监管 （丁俊杰，２００３）等，也
都有很多新意。

对广告史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告业的发展历程，近几年

出版了一批著述。黄升民、丁俊杰 ２００１年出版了 《中国广告 ２０年》一书，
中国传媒大学等三家单位 ２００４年合编出版了 《中国广告猛进史：１９７９～
２００３》一书。广告史的专题论文中，有饶斌 （２００１）对 ２０年来上海广告业
发展及其作用的研究，周南等 （２００１）对１９７９年之后１０年间我国出口产品
广告发展的对策研究，阮卫 （２００１）对２０世纪广告传播理论发展轨迹的概
括，朱玉媛 （２００１）关于广告档案管理的研究，王云等 （２００３）对我国公
益广告发展状况的总结，黄孟芳 （２００２）对近代以来广告理论演进的整
理等。

广告学研究成果很多，尚需改进的，首先是学术理论层次需要提高。目

前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应用和操作层面，以解决当下的问题为急务，无论对国

外广告学还是对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广告学研究成果，借鉴或继承都

有所不足。其次，广告不是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效益问题，研究中还应当多运

用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广告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联系各方面的影

响进行研究。第三，尽管广告学属于应用学科，但不宜就事论事，研究着眼

点还应放得更宽，诸如广告业与广告主、广告公司、广告传媒、广告法规乃

至管理部门的关系等，涉及广告生态环境的全部流程，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

广告学科的进展。

四　网 络 传 播

我国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正式接入互联网，“九五”期间，我国的互联
网在起步的同时就快速进入发展阶段。至 ２０００年底，网络用户已达 ２２５０
万。“十五”期间，网络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到２００４年底，用
户已达９４００万，到 “十五”末的２００５年底，用户数估计会突破１亿。由于
网络强大的无远弗届的新闻和信息传播功能，因此，在社会科学各门类中，

新闻传播学界对网络研究的重视程度应当说是最高的。“九五”期间是网络

传播学科奠基阶段，“十五”期间是网络传播学科确立阶段。现在，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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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研究已成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

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片曾于１９９６年设立了国内第一项课题 “多媒体技术与

新闻传播”，如果仅统计２０００年以来的项目，这方面研究设立的课题就有９
项 （含委托课题）。

研究机构的组建和研究队伍的迅速扩大。１９９９年４月，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设立了 “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这是第一家专门研究机构。

２００２年９月，“网络传播学”又被社科院确定为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这
一阶段，各高校纷纷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开展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２０００年
４月，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全国首家网络传播学院。２００１年５月，北京大学
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时，就设有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系。２００２年４月，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下设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一

些高校还和中央或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合作，以期资源互补、共同发展。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西北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新华网网络研究院及江苏省
互联网新闻中心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全国各新闻院系为适应网络时代复合型

人才的培养需求，目前几乎已全部开设了网络传播课程，有的还设有专门的

研究室。这样，一支网络传播、网络传媒研究的专门队伍在全国就已基本形

成。２００４年５月，南京大学网络传播中心主办了国内首届 “中国网络传播学

年会”。

“十五”期间，研究成果开始大面积丰收，出版的专著大约有８０部，数
量之多仅次于新闻业务类。网络传播热中，各地推出了不少丛书，如 ２００１
年中国传媒大学主编的 《网络传播书系》和 《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论丛》，

２００１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 《网络传播研究丛书》，２００２年南方日报出版社的
《传媒前沿丛书》，２００２年新华出版社的 《Ｅ时代精神·网络媒体新论》，
２００３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 《大学新闻专业网络传播教材》，２００３年北京大学
出版社的 《网络传播丛书》等。中华书局也于 ２００３年出版了一套
《ＣＣＴＶｃｏｍ新媒体文化丛书》。

这些著作中，有的重基本原理，被用作了教材，如 《网络新闻传播概

论》（雷跃捷，２００１）、《网络媒体概论》（匡文波，２００１）、《网络传播概论》
（彭兰，２００１）、《网络新闻学》（杜骏飞，２００１）、《网络传播学概论》（匡文
波，２００１）、《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２００２）、《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
论与实践》（陈绚，２００２）、《网络文化论纲》（孟建，２００２）、《网络新闻传
播学》（董天策，２００３）、《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彭兰，２００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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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社会４０》 （熊澄宇，２００３）、 《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 （谢新洲，２００４）
等。更多的则以网络实务为对象，如 《网络新闻实务》 （金梦玉，２００１）、
《网络媒体的策划与编辑》（何苏六，２００１）、《网络广告》（冯广超，２００２）、
《实用网络新闻学》 （程栋，２００２）、 《网络出版及其经营管理》 （谢新洲，

２００２）、《网络传播技术基础》（黄星民，２００３）、《数字传媒概要》（闵大洪，
２００３）、《网站策划与设计》 （严富昌，２００４）、蒋晓丽等的 《网络新闻编辑

学》（２００４）、《网络新闻采编评》（陈斌，２００４）、《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
（杜骏飞，２００４）等。还有一类将重点放在了网络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关系
上，如 《因特网与社会》（杨伯溆，２００２）、《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 （吴廷
俊，２００２）等。包括复旦大学的 《网络传播研究丛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

《网络传播书系》这样的丛书，都直接以网络与新闻、文化、娱乐、商业、

教育、社会发展、知识经济等关系为研究对象。此外，有少数研究者开始尝

试着向交叉学科领域延伸，出版了网络文化学、网络伦理学、网络社会学、

网络传播法学等方面的著作。进行中外网络比较研究的目前仅有 《中外网络

新闻业比较》（张咏华，２００４）一部。
近年来，网络传播学科研究的对象已十分宽泛，包括网络传播法规、网

络道德、网络传播对社会的影响、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隐私权等各项权

利的保护、网络传播与社会群体 （如青少年、女性、边缘群体、弱势群体

等）、网络传播与语言文字 （符号）、网络传播与文学艺术、网站建设与经

营、网络广告、网络调查、网络新闻实务、网络与传统传媒关系、网络传播

与人际交往、网络传播与文化 （包括传统文化、流行文化、本土文化等）、

网络传播与全球化等等。就互联网的各种功能和形态而言，包括电子论坛、

聊天室、即时通讯 （ＩＣＱ、ＱＱ等）、电子邮件、报刊、流媒体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对等技术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Ｆｌａｓｈ、在线游戏、黑客、博客、维客乃
至有 “第五媒体”之称的手机短信息等，研究者均有所涉及。新闻传播学界

和互联网实务界人士已写下了数量难以统计的论文、文章。另外，每年高校

毕业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以网络传播、网络传媒为选题的学位论文数量也

十分可观。各类研究中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实务分析、传播理论还是对策建

议、国内案例还是国外海外状况，都有不少较为突出的成果，有助于人们把

握网络传播特性，深化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在纵深发展方面，有些成果

重视某一研究点的深入开掘，如网络与大学生政治意识调查、政府门户网站

调查、儿童网络隐私权、“法轮功”与网络、伊拉克反美武装与网络、“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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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事件后的中国网上言论等，论题之广举不胜举，体现出从面上的一般描
述到具体个案深入研究的趋势。

除了这些分散的题目外，比较集中一些的是针对我国各大新闻传媒网站

的研究，有的还抓住某些重大事件进行中外新闻网络媒体比较。对网络用户

的实证研究，有郭良、卜卫、刘晓红等人的 《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

告》（２０００，５大城市４８００份样本）、《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研究》
（２０００，５大城市４８００份样本）、《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２００３，
１２市县 ３９４０份样本）、 《青少年互联网采用、使用及其影响调查报告》

（２００３，７城市３４００份样本）、 《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各案研究报告》

（２００３，５小城市１０００份样本）等，为网络传播研究积累了很多重要数据。
在理论运用方面，不仅有对麦克卢汉等人传播理论进行的开掘，还利用了诸

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学

界近几年的努力，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向传播理论建构或更宏观的学理层

次上升。

和其他学科不同，网络传播学科的建设几乎和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同时

起步。速度很快，也就难免产生一些缺陷。雷同的多，草率出版的多，需要

提高质量，使得网络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更趋成熟。

五　新　闻　史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继续稳步前进，过去比较薄弱的外国

新闻史研究则迅速发展，无论专著、教材还是专题研究，都有不少比较突出

的成果。这与学术环境的开放、资料来源的广泛和研究者视野的扩大有关。

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通史性质的专著，有方汉奇等的 《中国新闻传播

史》（２００２）、黄瑚的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２００１）、赵中颉等的 《中国

新闻传播事业史纲》 （２００４）等。专史、断代史性质的专著中，这几年有些
成果是比较突出的。如赵玉明主编的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２００４），是近
年来广播电视史研究方面规模最大的作品。同类的还有徐光春主编的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 （２００３）。卓南生的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

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 （２００２），发掘出了近代早期报业史上许多不为人知的材
料，特别是有关香港报刊的研究。李建新的 《中国教育新闻史论》 （２００３）
一书，时间上起于１９１８年，下限止于２００１年，地域兼及内地和港澳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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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分为６个时期，对各阶段都有详细的描述，资料也
比较全。甘险峰的 《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２００４）整理了我国各类传媒百
年来对外传播状况。李秀云的 《中国新闻学术史》 （２００４）一书，把学术史
从思想史、事业史研究中提取出来，打破了以往按政治史划分阶段的成例，

结合多学科理论，采用群体分析和量化分析方法，对新闻学术研究主体与新

闻学术交流平台进行了多角度、立体化的系统分析。程曼丽的 《海外华文传

媒研究》（２００１）是一部较为全面的海外华文报刊史，对百年来华人以及外
国传教士在中国以外的报刊活动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有关当代中国新闻

史的，有方汉奇等的 《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 （２００２），涉
及的是近１０年的材料。此外还有马光仁等的 《上海当代新闻史》 （２００２），
这部著作一改不少同类著述的常例，不再把新闻史写成党史或政治史，不仅

涉及传媒如何报道如何宣传等，而且突出了新闻史自身特征，深入到各类传

媒内部的运行层面，包括传媒的创立与变动、业务改革、经营管理、社会活

动、学术研究、记者培养以及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报纸、报业集团等。断代史

方面，２００３年山东画报社还出版了一本 《晚清报业史》 （陈玉申），侧重面

上的一般性描述。

国外新闻史研究方面，通史性质的著作多以教材为主，如李磊的 《外国

新闻史教程》（２００１）、陈力丹的 《世界新闻传播史》 （２００２）、方汉奇等的
《世界新闻传播 １００年》 （２００３）、张允若的 《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

（２００４）、李瑛等的 《全球新闻传播史略》 （２００４）、程曼丽的 《外国新闻传

播史导论》（２００４）等。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吸收了不少近年来
的研究成果，架构上也改变了过去那种以面上描述为主的写法，体例和内容

上都表现出了创新意识。如李磊的 《外国新闻史教程》一书，根据人类社会

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用宏观比较方法研究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程，史

论结合，重视背景，各章中的 “分析与思考”部分，有不少新的见解。

国外新闻业断代史或专史研究方面，李良荣的 《当代世界新闻事业》

（２００２）虽然没有冠以 “史”名，但涉及的历史时段为２０年来世界新闻事业
的过程，所以仍可以视作一部当代史。这部著作侧重新闻业发展的总体格局

和趋势，采用多层面多视角的宏观分析方法，对国外包括第三世界当代新闻

事业的历史变迁、现状、理论、运行机制、活动方式、经营管理、自由与控

制乃至新闻业务特征等，都做了梳理和分析。项翔的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

究：从古登堡到启蒙运动》（２００１）既是媒介技术史，也是一部西方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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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填补空白之作。此书对印刷技术和媒介在欧洲的发展扩散，对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时期印刷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和观点。这部

著作和 “九五”末期出版的 《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 （沈固朝，１９９９）
一书可以说是姊妹篇，作者都是新闻学圈外人，两本书结合起来，改变了过

去新闻史界描述欧洲报业兴起历程时只能转用港台书籍资料的状况。

对于其他国家的国别史研究著作，除翻译了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

介解释史》（重译本）和 《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等之

外，学界自撰的专著有张威等人的 《澳大利亚传媒》 （２００２）、胡连利等人
的 《美英法日报业发展研究》（２００３）等。近几年还出版了几部国外人物传
记的译作，如霍夫曼的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 （２００１）、于克斯的
《施普林格传》（２００１）、努哈斯的自传 《报业帝国：不按牌理出牌的报业大

亨》（２００２）、肖克斯的 《默多克传》（２００２）等。另外，翻译过来的还有一
部诺里斯等人的 《纽约时报１００年》（２００２），属资料性质。这些译作深化了
我们对外国新闻史的了解，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有所助益。例如美国 《时代》

周刊记者白修德的传记出版后，其中披露的材料就深化了学界对１９４２年河
南大饥荒时，《大公报》因 《豫灾实录》报道和述评 《看重庆，念中原》而

被国民党停刊事件的认识。

史学研究离不开资料，这几年比较集中的是出版了一批有关新华社和

《大公报》的史料。２００１年新华社成立 ７０周年时，新华社编辑出版了一套
资料，包括 《新华社７０年新闻作品选集》、《国际报道７０年》、《我们的经
验：１９３１～２００１》、《新华社７０周年回忆文选》等。２００２年 《大公报》创刊

百年纪念前后，复旦大学挑选该报一百年里有影响的头条、消息、特写、社

评等，加上一本回忆录汇编，出版了一套五本资料。《大公报》百年时还出

版了几部研究性的专著，如方汉奇等人的 《大公报百年史》 （２００３）、贾晓
慧的 《〈大公报〉新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

（２００２）、王芸生之子王芝琛的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 （２００２）。除上述两
个专题外，史料方面出版的还有郑学檬的 《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

料选辑》 （２００１），以及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丛书 《时代印记：穿行于中

国百年报刊之林》 （周林等，２００２）。这套丛书按不同体裁，选取 １９０１～
２００１年中国报刊上各类文章和摄影作品，配以少量点评，制作成５本装的精
装礼品盒出售。

以某一具体传媒、事件为对象的专著，有李孝悌的 《清末的下层启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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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２００１）、饶立华的 《〈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２００３）、王林的 《西

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２００４）等。《清末的下层启蒙运动》一书用
类似西方史学中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从晚清白话报、报纸宣讲到民间戏剧，

描摹出大众传媒在这一历史变革时期对底层社会的影响，这是以往新闻通史

中很少注意的一个方面。《万国公报》是中国近代一份著名外报，对我国近

代社会变迁乃至维新运动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西学与变法》是有关这份

报纸的第一部专著。饶立华著作研究的是 “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隔离区中唯

一一份日报 《上海犹太纪事报》，这份报纸记录了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状况，

虽然题目较窄，但填补了一项空白，其价值也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史。

“十五”期间的新闻史学成果，数量最多的还是专题论文，古今中外，

范围很广。世界新闻史方面，不仅有很多关于革命导师新闻活动和思想的文

章，有前面述及的表达自由思想渊源时提到的欧洲近代一些思想家的研究，

而且这几年研究对象逐渐扩大，一些以往几乎无人投入的题目，如古罗马新

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英国新闻业、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报界、韩国新

闻史、马来西亚新闻史、近代日本政府与新闻界关系、卢森堡新闻思想、

“二战”时期日本传媒的法西斯化、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俄苏在华办报史等，都有
文章论及。有些探讨比较有深度，像李兆丰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公意与表达自

由关系的分析 （２００４）、秦志希对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异同的比较研
究 （２００２）等。

专题论文中比重更大的，无疑仍是中国新闻史。从时段上看，论题从秦

汉一直涵盖到当代。从研究对象看，涉及的传媒有古代的秦简、汉牍、汉府

报、唐开元杂报，近代的外报、小报、华文报、女报、晚报、革命派和改良

派报刊，一直到现代当代的各类党报、民营报刊、文革小报等，范围很广。

其中比较集中的，还是党报党刊。人物研究方面，涉及的就更多了，粗略统

计大约近百位，不仅有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扩展到参与过新闻活动的

非新闻界人物，如傅兰雅、郭实腊、康同薇、蔡尔康、宋庆龄、瞿秋白、郭

沫若、匡亚明、章士钊、林语堂、管翼贤、冯英子、陶行之、沈从文、胡

适、雷震、殷海光、黄天鹏、王云五、袁殊等。后一类题目的研究者不少是

新闻学圈外人，文章也大多发表在非新闻学刊物上，但由于学科背景、思路

和侧重点的不同，反而更容易丰富新闻史研究。

对一些事件和重大问题的研究，这几年也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像

《对 “开元杂报”存在与否的质疑》 （杨立新，２００３）、 《〈文心雕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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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概念的考证》 （尹韵公，２００３）、 《西汉 “府报”性质》 （张涛，

２００３）、《早期 〈申报〉与读者阅读习惯的培养》（范继杰，２００４）、《晚清传
统士人如何向职业报人转化》（田中初，２００４）、《１８６６年欧洲最早的华文报
〈飞龙报篇〉原件研究》（黄瑚等，２００４）。有的扩大了观察对象，如 《美国

的新闻史研究视角和方法》（陈昌凤，２００３）、《国外以中国新闻传播史为选
题的博士论文情况》 （陈彤旭，２００３）等。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能
够称之为讨论热点的有两个，一是有关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和 “言论

报国”的评价，二是中国新闻史学科体系构建回归本体的问题，发表的文章

不少，有些分析也有一定深度。

新闻史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研究队伍方面，新闻史仍是冷门的状况没

有根本改变，一些新闻史专业教师的学术兴趣转向了其他领域，研究者数量

相对而言是在减少。研究对象的分布还不够不平衡，有的领域还是空白。研

究方法上，对传媒、人物的个案考证居多，线性的、平面的描述为主，背景

联系的扩展和其他学科方法，包括现代史学新理论的借鉴不足。

六　出　版　学

我国出版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起步的，经过 ２０多年的发展，研究的
广度、深度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已经初步建立了出版的学科体

系，“出版无学”正在成为历史。

“十五”期间的出版学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向进行，在出版理论方面，

着重于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在出版应用方面，着重于出版改革与发展重大

问题的探讨。

出版理论研究当前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出版学研究。这是整个出版科学研究的基础，但论著不是很多。专

著有余敏的 《出版学》 （２００２）、朱静雯等的 《现代出版企业管理学》

（２００３）、张志强等的 《现代出版学》 （２００３）、袁亮的 《出版和出版学》

（２００４）等，论文仅有不多的几篇。
二是编辑学研究。编辑学研究起步较早，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就有这方面

的著述，但真正活跃起来还是 １９８０年代以后。近年出版的著作有任定华的
《编辑学导论》（２００１）、杨国才的 《学报编辑研究》（２００１）、胡传焯的 《现

代科技期刊编辑学》（２００１）、吴飞的 《编辑学理论研究》 （２００１）、张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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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编辑学新论》（２００３）、靳青万的 《编辑学基本原理》 （２００３）、朱胜龙
的 《现代图书编辑学概论》 （２００３）、徐柏容的 《编辑学的研究与教育》

（２００２）和 《编辑结构论》（２００４）等。对于编辑学中一些基本原理和规律，
不少论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如 《关于编辑的定义和编辑学的理论框架》 （杨

焕章，２００１）、《编辑学学科性质的定位》 （董霞，２００１）、 《编辑学理论框
架》（阙道隆，２００１）、《编辑学理论研究方法》（张聚元，２００１）、《编辑工
作基本规律》（阙道隆，２００２）、《编辑学与模糊思维》（陈景春，２００３）等，
其中有不少提出了新的见解。

三是出版物发行学或出版物营销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更弱些。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以研究发行学为主，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开始从营销角度进行
研究，２００１年以后主要的著作有刘拥军的 《现代图书营销学》 （２００３）、张
志林的 《印刷传播知识管理》（２００４）等。

四是出版史研究。２００１年以来出版的论著，有叶再生的４卷本 《中国近

代现代出版通史》（２００２）、章宏伟的 《出版文化史》 （２００２）、黄镇伟等的
《中国编辑出版史》（２００３）、李瑞良的 《中国出版编年史》（２００４）、田建平
的 《元代出版史》（２００３）、汪家熔的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

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 （２００３）、何长凤等的 《贵阳文通书局》

（２００２）等。
和出版理论研究相比，出版应用研究的著述颇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出版业的影响及我们应取的对策。２００１年
我国加入 ＷＴＯ前后，出版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２００１年以来的专著，比
较重要的有余敏主编的 《加入 ＷＴＯ对我国出版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２００２）。论文也发表了不少，如 《关于加入 ＷＴＯ后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应对
措施》（石宗源，２００２）、《关于认真研究 ＷＴＯ规则以加快和保护我国出版
业健康发展》（邬书林，２００１）、《入世后我国出版业应如何运作》（阎京萌，
２００１）等。这些著述中的基本看法是，入世对出版业利大于弊，但对我国的
出版物分销格局和出版管理等方面会带来一些影响。

二是出版集团研究，这是出版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有关出版、发行、

报业集团研究的论著很多，论题中宏观方面主要涉及是否需要普遍组建集

团、组建集团应取自发形成模式还是以行政撮合为主等，微观方面侧重集团

的组织机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发展战略等。这方面的专著有余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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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集团研究》（２００１），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 《中国出版集团研究》 （余

敏等，２００１）、《论出版集团的业务重组》（崔保国等，２００２）、《出版集团融
资探析》（孙玉玲，２００３）等。

三是关于网络与出版关系研究。网络问世以后，与出版相结合，产生了

新的出版形式和新的传媒。这一现象引起了出版学界的关注，对网络的出现

给出版业以及阅读行为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集中探讨，发表了一批文章，如

《传统出版业在网络时代的对策》 （蒋云峰等，２００３）、《网络出版的兴起与
出版范式的转换》（周蔚华，２００２）、 《网络出版与数字版权保护》 （潘勤，
２００２）等。

四是出版产业和出版改革研究。虽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出版产业已开
始萌现，但是对出版产业发展的研究不多。进入 ２１世纪，出版产业研究成
为出版学中的一个重点，主要著作有于友先的 《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论》

（２００３），代表性的文章有刘拥军 《关于 ２１世纪出版产业形态研究》
（２００２）、于友先 《关于论现代出版产业市场运行规律的探讨》 （２００３）、贺
剑锋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出版产业前景的分析》（２００３）等。其他论
题如出版产业形态、发展规律与趋势等方面，还有不少著述。出版改革方

面，２００２年之前的关注点是出版单位内部的体制与机制，此后讨论重点开始
转向整个出版体制。郝振省 《从微观层面对出版改革方向的探讨》（２００１）、
杨牧之 《对我国出版业改革方向和路径的宏观分析》 （２００２）、柳斌杰 《关

于如何从理念和管理水平上深化出版改革的对策建议》 （２００３）等，都是其
中有代表性的文章。

在我国，出版业的历史远比新闻业悠久，但是从学科体系角度看，新闻

学作为系统的学科已有百年历史，而严格意义上的出版学学科，还是改革开

放以来起步的，依然处于大发展的初期阶段。现在出版学已有专门研究机

构，一些高校也设立了编辑出版专业，对于这门学科，仍需要给予倾斜性的

支持，不断加大其发展速度，提高其完善程度。

目前出版学研究有待加强的，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首先应加强的是对

出版学基础理论和出版学科体系构架的研究，包括学科定位、学科框架、学

科概念体系、分支学科体系、出版学研究方法等。出版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

支具备一定规模的科研队伍，高校应是这项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在知识经济

和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级研究人才，需要培养出具

有创造力的出版人才。目前高校的出版学教材、专业课程设置等，还相对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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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学科需求和产业发展步伐，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在研究对象上，还

有一些方面的课题，如出版产业化与改革研究、新兴传媒对出版的影响、出

版标准化问题、出版法规、出版学研究方法、国外出版事业、国外出版学研

究状况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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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
趋势及主要研究方向

一　学科发展趋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

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我国新

闻出版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新闻出版业也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

加严峻的挑战。这就给新闻学、传播学和出版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学科

自身建设必须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才能更好地为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健康发

展，为新闻出版业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提供理论和业务的支持和指导。我

们认为，今后几年里本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是：

（１）学术界整体上将按照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坚
持正确方向，紧跟时代发展，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但是，也会有噪音出

现，不能放松警惕。２００４年出现的 《讨伐 ××部》等错误文章传播甚广，
没有受到有理有据的批驳，就是警号，应当总结教训。

（２）研究队伍中，有较高学术素养、融会中西、视野比较开阔的学者型
人才比例将增加。

（３）基础理论层面，从信息传播角度对各类传播现象进行的综合性研
究，比重会加大，一些大的题目会向整合方向发展。

（４）业务研究层面，由于传播对象日益细分化，研究课题也将呈现对象
化特征，论题会比较分散，但不断会有新的以往空缺的题目进入研究领域。

（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研究的开放程度将会更高，对国外
情况的研究和国外学术成果的借鉴力度将继续提高。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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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互渗透的速度会加快，而对外宣传的研究，将会扩展至国际传播、跨

文化传播或公众外交的背景下进行。

（６）研究方法上将更加科学、规范，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批判学
派等方法会得到更多的运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相互借鉴会越来越多，推

动经验描述性的研究向理论思辨研究发展。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边缘交叉学

科，学科自身的研究规范问题也有可能引起学界的关注。

（７）对各类问题的研究，将会和全球化进程以及传播新技术相结合。

二　主要研究领域

“十一五”期间的新闻学、传播学和出版学研究，将紧密围绕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展开，应当加强的研究领域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功能上，一是如何保障我国新闻出版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
展，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服

务，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二是如何应对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

“西化”、“分化”的图谋，打破西方霸权主义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加大中国

在世界上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

（２）新闻出版工作、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中应当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新闻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完成后，将有一批高质量的

能够反映最新成果的理论著述和教材问世。

（３）随着 “以人为本”、“文明”、“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更多地进入学

术话语体系，对新闻学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如体制、改革、法制、舆论

监督、集团化、弱势群体等，需要继续关注，同时，媒介素养、新闻职业

化、传媒公信力等新的专题研究也需要加强。

（４）传播学研究中，基础理论、西方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思想史研究应当
加强，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些术语、假设和模式上，否则学科难有扎实的基

础。批判学派借鉴的成果已有不少，对这一流派的结构、方法、论点也需要

进行一些反思性质的研究。传播与人和社会关系研究、传播与性别研究的薄

弱状况需要改变，应当建立一些尚属空白的交叉边缘学科。总的来说，传播

学在方法上可以借鉴国外，加强实证研究，但讨论的问题应当是中国的，理

论贡献应当是可以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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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应用研究方面，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后的影响和对策、传媒
集团、经营管理、外资和社会资本对新闻出版业的影响、传播新技术、受众调

查研究等仍需继续关注。近几年，从首都到各地方，都出现党委机关报发行量

大幅度下降，生活类娱乐性报刊发行量上升，“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的

现象。这种现象正常不正常，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需要认真研究。

（６）广播电视方面，资源整合与配置、数字电视、电视与大众文化、制
播分离、广播电视与西部地区发展、社区广播电视 （含农村）、电视批评等

是需要加强的研究领域。另外，对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研究应有所侧重。

（７）网络传播方面，互联网新技术和网络传播特征、数字化对新闻出版
各领域的影响、网络传播对我国社会和传播环境的作用等，应成为研究重

点。研究方法上需要从一般性描述向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的学术化方

向发展，能够出版几部可以经得住一段时间考验的教材。

（８）出版学基础理论方面，需要加快出版学科体系建构和编辑出版学的
教材编纂工作，培养更多的出版学科研和教学人员，尽快解决出版学科系统

化、理论化问题。应用研究方面，应宏观与微观并重，加大对我国出版业产

业属性的研究，加大对新兴传媒影响、出版标准化问题和出版法律法规的研

究，同时也应增强对国外出版业发展和出版学术研究状况的了解。近年来我

国图书出版发行中出现图书价格昂贵、工农群众买不起、销售量不大、作者

出钱印书等问题，群众意见很大。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需要研究。

（９）史学研究方面，中外新闻史的整合研究、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新
闻史学研究方法更新，包括管理、法制、自律在内的中外新闻传播制度史

等，都需要有创新性成果。外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辗转使用二手资料、用主

要传媒和人物构成通史的状况短期内还难以改变，目前需要的是对一些主要

阶段的中观层次的分析和研究。中国新闻通史需要加强一些薄弱时段的综合

研究，而当代新闻史虽然已经出版了几部著作，但议论多停留在报面文字

上，缺少的是对重大新闻事件深入的专题研究。这是新闻史学研究需要加强

的两个方面。少数民族报刊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所办报刊的历史，亟须研究。这两类新闻史的研究带有抢救性质，应予

重视。

（１０）近年来东欧、中亚一些国家相继出现 “颜色革命” （又叫 “城市

革命”），即美国出钱出主意出传播工具，在别国煽动、组织反对政府的街头

政治活动，推翻别国的政府，扶植亲美的人物上台执政。这种新的颠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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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各国 （包括我国）人士的注意，我国也应研究其手法 （属于 “政治传

播”）和应对的策略。

三　重点研究课题建议

（一）大众传媒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我国大众传媒是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办好大众传媒，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进政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本课题

应包括：①如何全面、准确、及时地报道国内国际的新情况；②如何全面、
准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③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④如何贯彻 “以人为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播学理论体系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外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经验教训和

发展方向，分析中外新闻学、传播学已有的思想理论，写出成体系的马克思

主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大学教材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学习材料。

（三）新闻宣传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

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也是我国大众传媒工作的中心。总结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研究大众传媒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促使现代化

建设健康发展，使经济体制改革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

（四）新闻宣传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包括：①如何及时发现和反映新的社会矛盾；②如何研究社会矛盾并
提出解决办法；③如何协助党委、政府和群众团体正确对待矛盾，妥善化解
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五）舆论监督研究

舆论监督应包括对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对企事业法

人的监督，对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监督和批评。应包括：①大众传媒如何
依法进行正确的舆论监督，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以认真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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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维护人民利益；②进行舆论监督应注意的问题；③如何防止有人利用舆
论监督牟取私利、挑动和扩大矛盾，使矛盾更难解决。此外，对舆论监督与

司法公正的关系，可作单独的研究。

（六）“颜色革命”与政治传播研究

近年来东欧、中亚国家相继出现以 “街头政治”为特征的社会动荡，造

成非正常的政权更迭。其实质是，某些西方国家出钱、出主意、出动宣传工

具，支持该国的政治反对派出来，煽动群众颠覆政府，建立亲西方 （或更加

亲西方）的政权，以达到控制该国、削弱该国的目的。本课题应运用政治传

播学原理，研究西方国家策划和组织 “颜色革命”的手段和技巧，“颜色革

命”的后果与教训，以及我国传媒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 “颜色革命”。

（七）重大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本课题应运用 “危机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①如何制定可能发生的
各种突发事件的采访报道 “预案”；②重大突发事件出现后，如何迅速进行
采访，了解情况；③哪些突发事件应迅速报道，哪些特殊的突发事件不必抢
快，而应选择适当时机报道；④如何报道重大突发事件以取得最佳效果。

（八）内参报道工作研究

内参报道是不宜公开发表、暂时不宜公开发表，或需要让领导机关先

知道的新闻报道。内参报道工作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我国

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挥了重要

作用。过去，学术界对内参报道工作的研究较少。新形势下，应着重研

究：①如何准确、全面、及时地向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
问题；②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克服缺点、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方案，供
领导机关参考，发挥 “参谋和助手”作用；③对内参报道工作者的基本
要求。

（九）对外宣传与国际舆论斗争研究

我党的对外宣传起步很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甚

少。现在是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应加强对此项课题的研究。

本课题应包括：①国际新闻传播格局；②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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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更好更有效地向世界宣传中国，维护我国的形象；④如何对付西方势力的
意识形态渗透；⑤如何有效地反击西方势力对我国的造谣攻击；⑥发展中国
家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对付 “文化侵略”、“新闻传播侵略”的做法与经验。

（十）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新闻宣传研究

我国在海外各国的华侨有几千万人，他们很想了解祖国的情况。本课题

应收集整理海外华侨华人对我国新闻报道的意见，提出改进的建议。

（十一）对台宣传的研究

本课题应包括：①对台湾各大传媒现状的研究；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
陆的对台新闻、文化交流状况及影响；③改进我国对台宣传的办法。

（十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

这项工作早已进行，但还不够。当前亟须研究：①少数民族语文报刊
史；②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的报刊史。这两项研究带有 “抢救史料”性

质。此外，还应研究我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报刊和书籍出版史，断代史，专

题史，经营史，广告史，以及人物的研究。

（十三）外国新闻学传播学的新进展

不仅仅翻译外国新闻学传播学方面的新论著，最好是用我们的观点进行

分析研究，然后加以介绍。不仅注意西方国家，还要介绍、研究发展中国家

的新闻学传播学论著。

（十四）对新的传播技术和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跟踪研究

当今世界的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很快，继互联网之后又出现了手机等媒介

传播方式，应跟踪研究，如何用其利而防其弊。对象包括手机、博客、维客

以及各类网上群发手段等。

（十五）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研究

我国大众传媒是为人民服务的，担负着沟通信息、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

文化的职责，总称 “社会责任”或 “社会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大众传媒又需要取得经济收益。如何兼顾两种效益，如何防止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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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追求金钱而使内容低俗化，因追求轰动效应而违背职业道德，需要认真研

究，提出办法。

（十六）对新闻业、出版业的自由、责任与管理的研究

我国宪法既赋予公民 “言论、出版自由”，又规定了公民行使自由和权

利时的责任。联合国１９６６年通过的 “人权公约”对此有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我国学术界对新闻业出版业的自由、责任与管理虽有研究，但分歧很大，需

要从理论源流、国内外新闻出版业自由和责任的实践历程、当前国内外对此

的认识等方面，深入研究，以取得共识，并提出改进管理工作的办法。

（十七）报刊经营体制研究

近年来各级党委机关报的发行量大幅度下降，出现 “大报办小报，小报

养大报”现象。本课题应研究：这种现象正常不正常？问题在哪里？如何改

进党委机关报的内容和经营发行体制，以扩大其覆盖面和影响力？

（十八）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及相关政策法规研究

近年来，我国广播电视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加快，在探索中前

进，但也出现新问题新矛盾。本课题的研究重点：①对目前的体制改革状况
的分析；②探讨今后的改革方向和发展途径；③提出政策、法规、体制方面
的建议，以支持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十九）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

出版业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近年来我国许多出版社从 “事业单

位”改为企业或 “企业化管理”，取得了可喜成就，也出现新的矛盾和新的

问题。本课题应研究：文化产业的特点；我国出版业应当采取的经营体制；

国家应如何管理出版业，使出版业多出好书以发展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的精

神生活，防止低俗的和有害的出版物泛滥，又使出版业取得经济效益，能够

独立地健康发展。

（二十）高等院校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体系与教材研究

近年，我国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出版专业，培养从事出版业的人才。本

课题应研究：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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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五”期间资助项目、重要成果与
研究进展

“十五”是我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条

件下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对知识创新和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与利用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的信息资源集聚和流通部门，图书情

报档案机构得到了国家和各行业、各地区的重视，大型数字图书馆 （档案

馆）项目纷纷立项并得到了强力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省部级基金都加大了资助力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呈现出空前

繁荣的局面，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取得了若干新进展。

（一）“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资助项目分析

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项目立项分析
“十五”期间，我国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已形成完整的科学研究组

织体系，从项目来源上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

育部和科技部等部委项目，以及面向企事业的横向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涵

盖了学科基础理论、应用基础研究和面向社会实践问题的应用研究领域。在

项目组织上，图书情报、档案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相关院系、研究所 （中

心），以及图书情报、档案和信息服务部门，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体现

了研究方向的凝练和力量整合。

“十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资助各类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科”研究课题１３４项；其中，重大项目１项，重点项目１１项，一般项目９７
项，青年项目１９项，自筹经费项目６项 （详见附录１）。项目立项数与 “九

五”相比，增长迅速。“十五”期间的立项数占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
本学科项目总立项数 （２２８项）的５９％。“十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管理科学部共资助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及相关研究项目 ５０项；国家教育
部共资助７９项。“十五”期间三大类资助项目统计见表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资助项目，是我国图书

情报、文献学与档案学项目的主体，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完成质量，都发

挥着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主导作用。其立项重点包括：本学科领域的前沿

研究，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面向我国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重大实践

１０８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问题研究。社科基金项目组织对于推进我国图书情报及档案事业的发展发挥

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于论证充分、计划周全、组织合

理，项目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从而带动了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促进了

图书情报、文献学与档案学研究的繁荣。

表１　“十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资助项目统计

项目来源 立项项目数 来源比例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３４ ５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５０ １９％

教育部项目 ７９ ３０％

合　计 ２６３ １００％

长期以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中所

占比例不高，“十五”以前在 “科技情报管理”三级类目下申请。由于事业

发展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十五”期间发展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目，同时还设置了信息资源管理等专门类目，其项目立项数增长迅速。“十

五”期间，资助的项目主要包括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网络、

信息服务和信息经济等领域的前沿课题，其研究重点在于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的立项强调创新性，项目成果大都属国内关于信息管理研究的代表性成

果。同时，项目强调学科交叉，特别是文、理、管理学的交叉。因而不仅对

本学科研究和图书情报、档案界，而且对于管理学、经济学和经济、科技

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部及文化部等其他部委在 “十五”期间资助的图书情报、档案管理

项目增长较快，其中教育部重大项目的启动令人瞩目。这些项目包括面向数

字图书馆工程、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学科门户网

站、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开发、国家信息政策、法律以及区域信息化等方面

的研究。这些研究由于面向实际，同时突出了对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其影

响愈来愈大。项目成果因而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专业教育改革的推进、文献

资源建设、网络信息服务中得到了全面应用，从而有效地为事业发展和信息

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现方法的支撑。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ｏｓｓｃｏｍ）公布的数据表明，全国部属高校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间
承担的省、市、自治区项目已达６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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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企事业的研究在 “十五”期间发展迅速。近４年来，仅部属高校的
图书情报类专业就承担了来自企业的重大项目数十项。这些研究结合实际，

具有面向实践的针对性，体现了本学科研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直接

价值。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上看，面向企事业的研究和成果的应用，同时促

进了图书情报事业向社会服务转型。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公布的数

据表明，企事业委托项目共４２项。
此外，在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中，除欧盟合作项目外，美、日、韩等国与

我国有关院校或单位合作研究也取得了较快发展。综上所述，“十五”期间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项目来源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为

主渠道、其他资助渠道为辅的互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可以说，在学科前沿

研究和面向社会的研究领域中，已经确立了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主干的多

元化项目组织体系。各类项目立项、组织和研究实施的不断完善，是本学科

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重要保障。

２“十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分布的简要分析
如前所述，“十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资助各类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科”研究课题１３４项。这些项目的主题分布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主题分布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合　计

文献、期刊、出版研究 ２ ４ ３ ４ ３ １６

数字资源建设与网站研究 １ ３ ２ ４ ４ １４

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 ２ ５ ２ ４ １３

信息服务与信息用户研究 １ １ ６ ２ ３ １３

电子政务与电子文件 １ ５ ５ １１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理论研究 １ ３ ３ ３ １０

图书馆事业／管理研究 １ ６ １ ２ １０

社会科学信息研究 ２ ３ ２ ２ ９

数字图书馆 ３ ３ ２ ８

档案学理论／档案事业研究 ２ １ ３ ２ ８

信息法与信息政策研究 １ ２ １ ２ ６

信息资源管理 ２ １ １ ３ ７

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 １ ３ ４

图书情报档案教育研究 １ １ １ ３

竞争情报 １ １ ２

合　　计 １４ ２４ ３２ ３０ ３４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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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２的数据，可以看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主要集中在下列研
究领域：

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数字资源建设与网站研究：共 ２１项，主要集中
在资源的共建共享、评价、开发、采集、计量、网络资源方面。特色是对数

字化资源的关注及资源本身内容的价值判定，较好地解决了信息资源数量上

的增长与质量之间的矛盾。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理论、图书情报事业和图书机构管理：共２０项，
主要集中在学科理论发展、图书情报事业的转型、图书情报机构管理变革等

方面。特色是关注数字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等环境变化引发的新议题，探讨

新环境和新平台层面的学科理论创新、事业发展战略和管理实践。

档案学理论、档案事业和电子文件研究：共 １９项，主要集中在档案价
值、利用、电子文件的利用及法律效力等问题。特色是重新审视档案文献的

社会效益与可用性，解决资源利用拓展的问题。

文献、期刊和出版发行研究：共 １６项，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文献、地
方文献、古籍等方面。特色是关注少数民族与地方文献，解决全国各民族文

化的共同繁荣以及濒危文献挽救问题。

信息服务与用户：共 １３项，主要集中在服务网络和体系建设、服务质
量判定、区域性服务、用户行为及消费方面。特色是对信息资源相协调的服

务模式转变的研究，从被动到主动，由对客体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对西

部地区信息服务研究着重解决开拓服务渠道和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

信息组织与检索：共 １３项，主要集中在检索语言、智能检索、信息可
视化、知识组织、专门信息组织等。特色是紧跟前沿，注意国外先进检索理

论与技术的引进，并具体应用到实践中。

社会科学信息研究：共９项，主要集中在信息立法、信息政策、社会科
学专题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核心网站、电子政务等方面。特色是关注社会科

学信息服务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问题。

数字图书馆：共 ８项，主要集中在数字化环境、法规、技术、建设方
法、评估等。特色是研究着眼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实践，力图解决在建设过

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信息政策与法规：共６项，主要是探讨法制环境、信息政策、知识产权
等。特色是针对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和法制保障。

知识管理、知识创新与竞争情报：共 ６项，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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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理论与实践、知识创新的信息保障和竞争情报理论等方面。

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共３项，主要探讨数字图书馆时代图书情报与档
案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问题。

“十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重大项目只有１项，即２００４年立项
的 “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研究”，这是涉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研

究课题，也是具有鲜明的本学科特色和优势的研究项目。在 “十五”期间立

项的１１项重点项目中，数字图书馆 ３项，包括理论、体系、建设方面；文
件管理３项，包括电子文件标准、管理风险及法律问题；人才培养２项，主
要集中在馆员资格认证、培养新环境下的馆员；此外，企业信息资源管理１
项、事业宏观发展战略１项和信息立法 １项。这些项目大都是应用类项目，
主旨是探讨如何应用新技术、建设新理论、进一步发挥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和组织的作用。

综合分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具有如下特征：

发挥传统的学科优势与关注新理论和新趋势相结合；
鼓励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及信息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尤其强调应用研

究和综合研究；

注重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和社会科学信息研究的均衡
发展；

优先支持独具特色的各类古文献、地区文献和民族文献的发掘整理
项目；

重视研究选题的协调，对过热选题适时加以控制和引导
上述特征事实上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的立项宗

旨和实施原则。学科评审组充分注意到国家社科项目对学科发展的这种主导

作用，从而有效地引导了项目申报、评审和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此外，国

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评审组还特别注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其他省部委项目立项和评审的协调，期望能够尽量减

少重复研究，高效利用国家资源，实现本学科的快速发展。

３“十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主题分布
“十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

的各类研究课题涉及题材广泛 （见表２）。
在这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科”项目的

研究领域与同期本学科的热点问题基本吻合。略有不同的是，国家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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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项目突出了对本学科特色的文献研究领域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

等问题的资助，同时适当控制了过热的 “数字图书馆”类研究项目，２００４
年甚至没有将数字图书馆项目列入资助清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 “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最主要的资助来源，自设立以来培养了一批学科

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

的研究方向，并完成了知识的原始积累，这些都将决定着他们未来的研究方

向和项目选择。由此推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五”期间资助项目的研究

领域和研究主题有相当一部分将会延续到 “十一五”期间。其中，传统的和

有特色的文献研究、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信息服务、图书馆学理论、情报

学理论、档案学理论、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转型研究、图书馆和档案管理等主

题，仍将是 “十一五”期间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而伴随网络环境而出现的

新的研究主题，如数字资源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政务、网站研究、数字图

书馆及其新的理论基础如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等，也将在 “十一五”期

间得到更多的关注。

一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选题来自于本学科研究实践，并对本

学科发展趋势把握比较到位；另一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于本学科

研究走向和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当然，有的课题立项与相

关论文的产出之间有时还存在着某些时滞现象。譬如，近两年 “电子政务与

电子文件”的资助项目较多而同类研究论文数量的相对比例并不高，“数字

图书馆”类论文近年来的相对比例较高，但 ２００４年甚至没有类似项目获得
资助。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具有前瞻性而形成具有一

定水平的研究成果需要２～３年的时间；另一方面说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还具备宏观调控功能，也就是说，当某一个或某些研究主题过热时，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会自动调控研究项目，以避免重复研究和激励相关研究者走向深入。

４“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各类资助项目的产出分析
根据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我国 １４种图书情报学重要期刊 （包括

《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知识》、 《情报资料工作》、 《情报科学》、 《情报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论坛》、《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图书

馆工作研究》、《图书馆建设》）载文的统计分析，在５年多的时间中我国图
书情报学研究者共发表有关图书馆·情报和文献学论文共１０６２４篇，这些论
文的主题分布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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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１４种图书情报学重要期刊载文的主题分布

主　　题 论文数 （篇） 比例 （％）

图书馆情报用户及情报服务 １７５５ １６５２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理论 １６５０ １５５３

图书情报工作自动化、网络建设 １５２４ １４３４

文献标引与情报检索 １２９７ １２２１

藏书建设和情报收集与加工 １０１８ ９５８

世界各国图书情报事业 １００９ ９５０

图书情报工作组织与管理 ９０６ ８５３

文献工作研究 ８１０ ７６２

文献学、目录学 ３１３ ２９５

各类型图书馆研究 ２７５ ２５９

情报过程自动化方法 ６７ ０６３

需要说明，表３的统计是按传统的学科分类进行的，因此不足以完全反
映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其实，上述主题已经包含了下列具体内容：信息资源

开发、资源建设、资源共建共享；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数字化技术、内

容检索、搜索引擎、数据挖掘、知识发现、数据库技术、信息系统与网络、

语义网、主体论、信息安全、智能理论；信息空间、个性化服务、知识管理

与服务、用户分析、网络服务、信息保障；信息过滤、信息组织、知识组

织、信息构建、知识搜索、检索语言、主数据、信息可视化；数字图书馆技

术、数字图书馆管理与经营、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经济、信息市场、

内容产业、企业信息化、电子文件管理、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相关问题；信

息素质、信息人才、信息教育、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模型与应用，知识创

新；竞争情报研究、情报分析；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信

息计量学；信息法规与法律、信息政策、信息伦理、信息生态、信息行业管

理，等等。

表４反映的是另一种统计法，即对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领域１７种有代表性的重要期刊发表的所有基金论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大体
能够代表该时期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的研究现状、研究动态和研究水

平。根据统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发表在我国１７种核心期刊上的各类基金论文
共有１００５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论文 １７７篇；国家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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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项目资助论文２５４篇；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资助论文３６篇；省部级
科研基金项目资助论文４０３篇；事业单位科研基金项目资助论文１２４篇；企
业单位科研基金项目资助论文３篇；国际基金项目资助论文８篇。这些论文
主要分布在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开发、信息处理、信息管理、数字图书

馆、数据库、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检索、信息技术及应用等若干领域 （见

表４）。

表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发表在我国１７种重要期刊上论文的主题分布

主　　题 篇数 比例 （％） 主　　题 篇数 比例 （％）

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开发 １６４ １６３２ 网络教育、信息素质教育 １４ 　１３９

信息处理、信息管理 １１８ １１７４ 分类、编目 １３ １２９

数字图书馆、数据库 １０５ １０４５ 信息网络 １３ １２９

信息服务与用户 ８３ ８２６ 信息系统 １１ １０９

信息检索、情报检索 ７６ ７５６ 信息交流 ９ ０９０

信息技术及应用 ６６ ６５７ 知识经济 ８ ０８０

文献计量学 ４６ ４５８ 经济信息学 ６ ０６０

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 ３４ ３３８ 国家信息政策、图书馆立法 ６ ０６０

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 ３４ ３３８ 文献检索课教学 ６ ０６０

竞争情报 ３０ ２９９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５ ０５０

图书情报事业 ２８ ２７９ 少数民族文献 ５ ０５０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４ ２３９ 信息市场 ３ ０３０

期刊工作 ２３ ２２９ 目录学 ３ ０３０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２０ １９９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 ２ ０２０

信息产业 １８ １７９ 其　他 １６ １５９

队伍建设 １６ １５９ 合　计 １００５ １００

　　注：此表数据系根据高凡和王惠翔的统计。

表４的数据表明：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开发、信息处理、信息管
理、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检索、信息技术及应用等

也是近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基金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文献计

量学、自动化和网络化、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竞争情报、图书馆事业、知

识产权保护、期刊工作、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等传统的研究内容，由于有一

批颇具实力的研究人员的支撑，尚能获得各类基金的资助，但正逐渐失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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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信息素质教育、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知识经济、信息网络、信息市

场、国家信息政策、图书馆立法、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主题产出的全部

论文，仅占所有基金论文总数的６４６％，其原因可能是内容空泛肤浅不足以
获得基金资助，也可能是同样的主题讨论过多以至于不再有新意，还可能是

当前的研究人员未认识某些主题的研究价值。但无论如何，基金研究项目及

其成果都会影响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未来的研究取向，从而影响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学科未来的研究趋势。

在档案学研究方面，从对 《档案学通讯》和 《档案学研究》这两种重

要期刊的发文统计中可以看出，近５年来，不仅档案学研究成果保持稳定增
长，而且学术方向也呈现出多样化和百花齐放的格局。表 ５是对近 ５年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以上两种档案学期刊上各专题发文情况的统计。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两种档案学重要期刊发文情况统计

主　　题 篇　数 比例 （％）

档案学基础理论 ３２１ ２４６７

档案事业、档案管理 １９３ １４８３

档案信息化与网络化 ８４ ６４６

电子文件管理 ７１ ５４６

企业档案、专门档案管理 ９０ ６９２

档案开放、开发与利用 １４８ １１３８

档案史志 １１３ ８６９

档案保护技术 １７０ １３０７

其　他 １１１ ８５３

总　　计 １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以上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文件运动与文件生命

周期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方法、档案信息化建设理论与方法创新、档

案价值理论与鉴定的实证、档案学科发展与前沿探索、面向电子政务与数字

化档案文件管理，以及档案信息服务组织等。

除此之外，我们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间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领域所
通过的博士论文进行了统计，发现其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情报学学

科增长尤为明显。这一趋势进一步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及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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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佐证。

表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含档案学）学科博士论文统计

年　代
学　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图书馆学 ７ １０ １５ １５

情 报 学 ７ １７ ２３ ２６

档 案 学 ２ ３ ８ ５

总　　计 １６ ３０ ４６ ４６

以上博士论文广泛涉及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

或前沿问题，如网络信息政策、网络信息组织与服务、网络出版与传播、文

本分类、元数据研究、数字参考咨询、电子期刊、资源共享与知识共享、政

务信息公开及其监管、中国社会信息化发展模式及机制、中国信息产业发展

战略、科技成果转化的情报机制及政策选择、电子商务信息保障、信息伦

理、信息安全评估标准、知识地图、知识库、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法治等。

（二）“十五”期间成果分析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含档案学）在重大理论前沿问

题和应用研究上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推动学科建设和行业发展的重要

成果，形成了新的核心研究队伍。

１“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基金项目取得的有代表性的
重要成果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完成了一批质量较高、影响

较大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这些课题无论是对学科建设还是对事业发展

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或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或是在现实问题

及对策研究方面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长著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

“九五”重大课题 《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研究》，汇聚了分散
在８个单位的我国图书情报学界老中青三代近 ２０位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
进行联合攻关，经过历时３年的研究和反复讨论、修改，完成了专著和研究
报告。由于课题组全体成员的严肃认真态度，获得了全国社科规划办 “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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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的礼遇，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院外专家的独立鉴定中，获得了

全优的评价。课题研究成果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网络环境及发展状况、我国

文献资源现状及资源共建共享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途径，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多项实现我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的对策和政策建议，受到包括国家信息

办在内的有关单位的重视。

河南社科院图书馆丁巍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老学典籍考：二

千五百年来世界志学文献总目》取得了重要成绩。课题组成员甘于清贫和寂

寞，１４年之时间坚守如一，普查访求，拾遗补缺，钩隐烛沉，辨伪存真，考
校异同，终于编制完成了长达 １００多万字、计 １１００多页的大型专题性综括
检索工具书。该项成果规模庞大，收罗完备，体系严谨，评介客观，查询方

便。所有鉴定专家对其价值和意义一致给予了很高评价。相信一旦正式出

版，定会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嘉惠学人。

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完成的 《我国网上信息资源建设和知识产权管理政

策研究》，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分析了网络资源的利用和网上资源知识产权

的保护这一两难问题和矛盾，提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全球性难题的思路

和方法，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本学科领域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超过１０％的完成项目被
评为优秀项目。其中：《信息资源管理思想与管理思想史》，不仅对资源管理

学科，而且对推动基于信息管理的管理学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科学信

息离散分布的机理与模型研究》，在科学信息载体数字化环境下，建立了信

息的分布模型，通过实际验证，得出了知识单元分布的布拉德福表达式，其

规律揭示为基于网络的知识信息获取、组织与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信息

服务的社会监督》，在新的信息环境和技术环境下，研究了现代信息服务的

权益主体变化，构建了推进服务监督社会化的管理对策，对于推进信息资源

管理与服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由冯惠玲主持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电子文

件管理的模式与方法研究》，系统研究了电子文件管理的特点、原则与发展

战略，创造性地提出电子文件管理的矩阵模型和系统功能需求方案。由刘家

真主持的 《保证数字信息长期可读的管理方案研究》，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和

措施比较，提出了维护数字信息长期可获取的略略与方案，对于数字信息的

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由安小米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城市建设文件、档案与信息的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研究》，于２００３年立项，
目前其模型研究与服务集成方案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它的完成将对拓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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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学应用，深化档案资源组织研究产生影响。

教育部 “十五”期间资助的项目，其研究水平有进一步提升。例如，南

京大学关于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功能拓展与技术实现的研究，在邹志仁教

授主持下，在社科成果定量评价方面取得了进展，项目组成员苏新宁教授发

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成果论文以及该项目组所提供的评价服务，引起

了广泛关注。目前，以该项目成果为基础，项目组于 ２００４年申请并获准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将对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 （以下简称 ＣＳＳＣＩ）理论
与实践进行进一步研究，有望在网络环境下的社科定量分析理论研究与工具

开发上取得新的突破。另外，教育部于 “十五”期间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基地重大招标项目６项，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目前已经完成的有２
项：重大项目 《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开发模式》在揭示网络资源形成、结构

和分布规律的基础上，从用户的网络信息需求和网络信息资源的社会传播与

利用机制出发，研究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原理与系统化、社会化的组织方

法，在网络信息资源的宏观和微观管理理论研究中，有新突破。重大项目

《国家信息政策与法规体系研究》通过融合国内外重点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和

有关网站信息，建立了专门的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库。以此数据为基础，

对中国、美国、欧盟信息政策法规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不仅展现了这

些国家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现状及趋势，而且概括出我国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结

构框架。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教育部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资助强度一般
在５０万 ～８０万元。目前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尚未上项，这是今后需
要引起充分重视的。

此外，面向企事业组织的研究项目也有较大进展。由沈固朝教授完成的

《ＣＩ分析与应用》，将 ＣＩ创新分析理论应用于实践，为推进企业信息化中的
规范管理做出了贡献。浙江大学傅荣校的对外合作项目 《传统文件与电子文

件鉴定模式比较研究》，对档案文件管理的国际化和规范化鉴定的推进产生

了影响。

上述 “十五”期间的代表性成果，仅仅是本学科全部成果中部分最具有

影响的成果。此外，还有许多成果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具有较强的辐

射作用，其成果的应用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２“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产生的重要成果分析
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中，孟广均等编著的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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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探讨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马费成的

《信息经济学》和随后出版的 《信息资源管理》对信息资源管理的经济理论

和发展前沿进行了研究。这些著作的出版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信息资源管理领

域的关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发表的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开发、信息

资源建设与共享方面的论文，充分反映了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的新进展。

以周文骏、吴慰慈、黄宗忠、黄俊贵、王子舟、王世伟、沈迪飞、范并

思等人为代表的从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立足于信息化中的图书馆事

业发展，分别从现代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学科体系、业务拓展和图书馆建设

角度研究了图书馆学前沿理论课题。如黄宗忠的 《图书馆学导论》、吴建中

的 《２１世纪图书馆新论》、黄俊贵等人的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以及沈迪飞

等人对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研究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的发展。

关于图书情报事业管理的研究，黄长著等在图书情报整体化发展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图书馆网络化的建设战略，其主持完成的专著 《中

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研究》，不仅确立了网络化实现方案，而且在理论上构建

了基于网络的现代图书馆管理体制。此外，徐引篪的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初景利关于复合图书馆的研究、吴建中关于现代图书馆管理研究等，体现了

学术界对图书馆管理的重视和创新管理的成果。

在企业信息资源、知识管理研究领域，霍国庆的企业信息管理集成研究

成果和知识管理发展探索，引人注目。董小英、李纲、谢阳群等人立足于企

业信息化、知识团队建设以及电子商务实施，从多角度讨论了企业信息资

源、知识资源开发和基于互联网的企业信息系统发展，其研究成果在企业管

理实践中得到了多方面应用。

数字图书馆是 “十五”期间学术刊物集中讨论的一大主题和热点，有关

成果，一是数量大，二是研究深度不断提高，且能结合实践，形成面向数字

图书馆发展的理论成果。代表性论文如张晓林的 《数字图书馆机制的范式演

变及其挑战》、《数字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林海青的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

组织》，沈红芳的 《论数字图书馆》，邓胜利的 《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调

查》，杨宗英的 《数字图书馆研究等》。这些论文在南京大学 ＣＳＳＣＩ的 ２００２
年本学科论文引文统计中，排位居于本学科领域论文的前 ２０位。由此可见
学术界对数字图书馆研究的重视。从总体上看，“十五”期间袁名敦、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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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杨宗英、董慧、孙坦、毛军、刘伟等人的论著所涉及的主题广泛，包括

从数字图书馆管理、知识资源组织，关键技术与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在情报学理论研究中，严怡民在 《情报学概论》再版的基础上，集中了

他自１９９０年以来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出版了又一部代表作 《现代情报

学理论》，该书对于信息化环境下情报学理论发展的探索具有前瞻性。与此

同时，卢泰宏发表了 《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一文，

揭示了新技术条件下情报学理论的发展，梁战平在 《情报学的新发展》一文

中系统地讨论了理论研究热点问题。对这些热点问题，靖继鹏、赖茂生、沈

固朝、武夷山、温有奎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不断丰

富了学科研究内容。

情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竞争的情报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重点研究

的一大领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企业信息化的推进，该领域不断取

得进展。其中，包昌火等人的竞争情报方法研究，甘利人、朗诵真等人的竞

争情报理论研究，秦铁辉、谢新洲等人面向企业的竞争情报系统研究、实证

和案例分析成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将该领域研究提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反映了情报研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新任务和新的发展动向。

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信息服务已成为关系社会发展全局的课题。胡

昌平在 《信息管理科学导论》一书中，构建了以 “用户和服务”为导向的

信息管理理论框架，继而出版了 《信息服务与用户》一书的修订版，发表了

数字化信息服务组织与管理研究成果，展示了用户与服务研究的新课题。霍

忠文从网络信息服务组织角度对 “信息集成服务发展战略”做了探讨，卢小

宾、冷伏海、初景利、赵继海、郑建明等人分别发表了面向企业的信息服

务、知识服务、个性化服务、信息搜集与推送服务方面的论文，为信息服务

业务的拓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成果。

知识产权与图书馆立法问题，是当前图书情报、档案部门需要解决的新

课题，基于实际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其中，陈传

夫针对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和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研究，以及周庆山、马海群、

刘可静、李国新等人对于信息资源开发中的权益研究、信息安全和立法的研

究等，结合实际，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关于信息组织与检索，近２０年来，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十
五”期间的研究内容广泛、题材新颖，且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成果。如陈光

祚对于基于数字出版物的检索研究，张琪玉对于检索语言的新探索，侯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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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信息组织与检索系统研究，毕强、焦玉英等人的网络导航研究，张李

义、张玉峰等人的智能检索研究，黄如花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组织模式优化研

究，周宁、王永成等人的信息可视化与内容检索研究，以及王知津、陈树

年、蒋永福、马军、耿骞等人在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方面发表的论文，产生

了多方面影响。

在文献与目录学领域，彭斐章出版了反映目录学新进展的专著；柯平、王

新才等人对书目信息组织与服务的结合做了研究，发表了相关成果。与此同

时，王余光、程焕文对于文献学理论发展的研究和曹之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对

古文献开发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探索上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中，邱均平继 《文献计量学》著作出版后，对科学计

量、知识计量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在科学评价中的应用已引起有关部门

和业界的关注。在引文分析应用研究中，苏新宁等人在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论

文数据库的基础上，针对论文分析的局限性做了实证研究，由此提出了建立

科学的论文分析体系问题，其研究成果对国内文献计量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

影响。在知识信息组织中的计量方法、网络信息计量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方

面，金碧辉、蒋颖、王惠翔、党亚茹等发表了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不断将文

献计量研究推向深入。

在档案学研究呈现主题多元化和成果多样化的背景下，近５年来在理论
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在有关文件运动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一

西方档案学重要支柱之一的研究中，我国学术界以往侧重引进介绍国外的研

究成果，在理论思想的阐释和实际应用上都缺少原创性色彩。在 “十五”期

间，我国档案界则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多种有深度的成果，其中具代表性的

是：何嘉荪、傅荣校的 《文件运动规律研究》，吴品才的 《文件纵横运动

论》，黄霄羽的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两大支柱理论发展研究》

（博士论文，被评为２００４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黄世哲的 《科技文件

运动规律研究》（博士论文）等。在 《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中，作者创造性

地从广义文件运动的角度，将档案学的三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研究文件运动整体过程的理论）、全宗理论 （研究文件群体运动特点的理

论）和价值理论 （研究文件运动动力的理论）“汇合”在一起，进行了系统

化的研究，在国际档案界首次提出了关于全宗形态异化、文件运动动力等理

论命题，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的模式、立卷方法与档案价值鉴定体制、

档案馆网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对我国档案管理具有应用和启发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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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和管理方法。在 《文件纵横运动论》中，作者提出文件运动形式是

丰富多样的，认为文件纵横运动是文件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对文件横向运

动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阐明实践工作中出现的诸如 “科技档案更改”、

“科技文件与科技档案的相互转化”、“科技档案技术市场的建立”等一系列

问题。在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两大支柱理论发展研究》中，作者

阐述了西方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轨

迹，提出两大理论始终贯穿着历史主义思想，确立了档案专业的独立地位和档

案学的理论基础。在 《科技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中，作者重点对科技文件运动

规律的内涵及其理论与实践价值进行了探讨。应该说，近年来文件运动与文件

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上述代表性成果，既体现了档案学研究中的全球视野，又

兼顾了中国实际；既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水平，又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在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上，国内关于电子文件管理的有关研究

和实践日益引人注目。而在近５年来，在该领域已经形成了下列系统化的研
究成果，它们是冯惠玲主编的 《电子文件管理教程》、 《政府电子文件管

理》，刘家真的 《电子文件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档案局编著的 《电子

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董永昌、何嘉荪主编的 《电子文件与档案管

理》，丁海斌的 《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黄存勋等的 《文档一体化：

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王健主编的 《电子时代机构核心信息资源管

理》，刘越男的 《建立新秩序：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研究》 （博士论文）等。

上述成果在以下内容上进行了系统化，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

点：在电子文件的内涵、类型和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初步形成了共识；系

统论述了电子文件的管理原则及其实现的策略方法；对电子文件的鉴定、检

索、保管和利用等管理流程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对数据库电子文

件、电子邮件和 ＣＡＤ文件的具体管理方法进行了针对性研究；从电子文件
管理系统设计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电子文件管理流程影响因素的变量模型和

文件管理流程的概念模型，并初步触及了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的管理原则与方

法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国内外过去从来没有的。

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理论与方法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成果有：杨公之的 《档

案信息化建设导论》，傅荣校的 《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管理中技术革命进

程的动态审视》，刘家真的 《拯救数字信息：数据安全存储与读取策略研

究》，张照余的 《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研究》，赵屹的 《档案信息网络化建

设》等。这些成果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具体探讨了档案信息网络建设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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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内容、模式和规范，并对其核心问题之一的档案数字化方法进行了技术

角度的分析；从具体流程上对网络档案信息的发布、检索和利用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操作方法；对影响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实现基

础、安全管理等非技术因素有初步涉及，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档案人员的角

色转换与档案职业未来发展变化的若干趋势；作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高级阶

段，数字档案馆建设在上述成果中也有初步涉及，取得了一些共识。

在档案价值与鉴定理论研究中，不同时期学术界对其都有不同程度的

关注。近５年，档案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进步。其中比较有影响
的成果主要有：张斌的 《档案价值论》，王岚的 《为未来鉴定历史：档案

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博士论文），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的 《档案价值

鉴定的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的 《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等。这些成果的

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阐明了档案价值形态及其认识档案价值的方法；对

欧美档案鉴定理论中的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

决定论、职能鉴定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和宏观鉴定战略等进行了较

完整的评述，并指出它们对我国档案鉴定工作的影响；提出并初步设计了

我国档案鉴定框架与机制；在阐述档案鉴定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

音像档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和电子档案等专门或新型档案鉴定的具体

方法进行了总结。

档案学科发展历史和特点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胡鸿杰的

《理念与模式：中国档案学论》 （博士论文），李财富的 《档案学本体论》

（博士论文），覃兆刿的 《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

档案思想》，谭争培的 《当代中国档案学热点评析》，刘国能的 《档案观》

与 《体系论》等。上述成果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从生成背景、理论条件和实

践基础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档案学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因素，并具体分析了不同

历史时期 （特别是近２０年来）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以档案学科中的若
干主干课程 （如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等）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些课程的

结构与功能；从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定位、科学贡献和学术尊严等方面研究了

中国档案学的价值，具体探讨了档案学科发展的评价标准、演化范式和学术

规范等一系列问题；从档案传统与现代化结合的视角，研究了我国近代档案

思想的发展，初步探索了从档案传统到档案事业现代化的思维路径，提出中

国档案学学科的建构既要关注档案传统，又得正视档案现代化的现实；对档

案学科发展中若干有争议的重大理论与学术观点进行了评述，分析了档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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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一些成败得失。上述成果的取得也为中国档案学术史和中国档案事

业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３“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队伍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含档案学），学术研究水平进

一步提高，学术气氛活跃，在本学科各领域已经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新的学

术带头人。经过自然的新老交替后，我国的研究队伍结构更趋合理，在传统

和新兴的研究领域围绕学科带头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根据南京大

学 ＣＳＳＣＩ提供的数据和我们所进行的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学
术排名前三位的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和 《图书情报工作》

以及档案学学科排名前两位的期刊 《档案学通讯》和 《档案学研究》载文

的引文分析，结合完成项目成果的评价，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

学研究团队及其代表人物如表７。

表７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含档案学）研究方向及其代表人物

研究方向 主要代表人物

信息资源／信息政策管理 孟广均、马费成、罗曼等

图书馆学理论
周文骏、吴慰慈、黄宗忠、黄俊贵、王子舟、王世伟、沈迪飞、范

并思等

图书馆战略和管理 黄长著、徐引篪、吴建中、谭祥金等

企业信息资源／知识管理 霍国庆、董小英、李刚、谢阳群等

数字图书馆 袁铭敦、张晓林、杨宗英、董慧、孙坦、毛军等

信息和情报学理论
严怡民、卢泰宏、梁战平、靖继鹏、赖茂生、沈固朝、武夷山、温

有奎、肖勇、周晓英等

竞争情报 包昌火、谢新洲、秦铁辉、甘利人、朗诵真等

信息服务 胡昌平、卢小宾、冷伏海、初景利、郑建明等

知识产权／图书馆立法 陈传夫、周庆山、马海群、刘可静、李国新等

信息／知识组织 陈光祚、张琪玉、侯汉清、钟义信、王兰成、王知津、藏永福等

信息检索 王永成、宋林、毕强、焦玉英、张玉峰、张李义、耿骞、马军等

文献与目录学 彭斐章、王余光、程焕文、柯平、王新才、曹之、黄如花等

文献／信息计量学 邱均平、苏新宁、金碧辉、蒋颖、王惠翔、党亚茹等

档案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冯惠玲、何嘉荪、傅荣校、周毅、姜之茂、张辑哲、王英玮、黄霄

羽、刘新安、周玲、丁华东、朱玉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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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研究方向 主要代表人物

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
张正强、刘家真、王健、刘越男、于丽娟、安小米、邱晓威、丁海

斌、张照余、赵屹等

档案学科评价与学科史 胡鸿杰、李财富、覃兆刿、谭争培、刘国能等

档案文献保护技术 郭莉珠、李玉虎、陶琴、张美芳、彭远明、尹慧道、金波等

值得指出，表７中的本学科领域代表性研究人员都是各类基金项目特别
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他们的成长与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的资助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也将是 “十一五”期间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三）“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新进展

“十五”期间，包括档案学在内的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研究成果在我国信息化建设、科技和经济发展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而确立了科学研究与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为

国家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１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和学科专业教育研究进展
“十五”期间是我国的图书情报、档案业的转型时期，国家信息化建设

给相关学学提出了基础性研究课题。“十五”期间，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

和档案学专业教育发展较快，其博士学科点从原来仅分布在武汉大学、北京

大学 （包括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共建学科）、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７个二级学科点，增至目
前的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包括吉林大学、南京政治

学院上海分院在内的 ９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先后被批准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同时，４个二级
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即武汉大学的情报学、图书馆学、北京大学的

图书馆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客观上要求

有关院校和相关部门强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尽快实现研究与教育的国际

化。为了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各校实现了跨校的教学研究与教材建设合

作。如：经教育部评审通过，由多校合作编著的面向 ２１世纪信息管理类专
业教材，从２０００年开始陆续出版，现已覆盖本科生专业教学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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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的２０多部教材，使专业教育的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图书馆学教材建
设，内容也得到了全面更新，形成了适应信息资源管理与现代图书馆人才培

养模式的教材体系。在近５年来的档案学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中，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某些课程内容交叉重复、缺少核心理论的局面，注意在教学内容上融

入了最新理论与技术成果，从而在推进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上前进了一大

步。经过多年的发展，档案学科教材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特别是根据

教育部 “高等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国人民大
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 （７本）２１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图书情报学系组织编写了一套 （１２本）面向军队档
案工作的系列教材。这些系列教材在保留档案学科体系基本格局的前提下，

特别注重了在学科内容上的分工与内在联系。可以说，“十五”期间事业教

材的编写，是面向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产物。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社科基金

和教育部 “十五”项目成果的取得是完善教学体系的重要保障。本学科领域

还加强了研究生教学用书的著述，其中，两部著作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

学用书，同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也启动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生

教学用书出版计划，近两年，将有十余种研究生教学用书正式出版。在专业

教育方面，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档案学类专业，进行了基于创

新研究的教育手段建设探索，形成了教学、科研的互动发展机制。

２面向图书情报、档案业实践的研究进展
“十五”期间，我国图书情报、档案业建设在构建国家信息平台，实现

基于网络的数字化服务，提供社会化的文献信息保障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其

中，关系社会发展全局的包括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实施、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建

设，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开发、信息服务的全方位拓展和基于网络的政务信息

化与企业信息化推进等。“十五”期间的事业发展促进了基于社会实践的图

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数字图书馆工程实施中，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２００１
年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数字图书馆项目实施、部门数字图书馆建设 （如 ２０００
年中央党史校数字图书馆建设）以及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的尝试和从个人数

字图书馆的发展，对数字图书馆研究提出了全方位需求。为了适应数字图书

馆发展，除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给予重点立项资助外，数字图书馆

工程实施单位将项目研究与发展密切结合，按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数字图

书馆关键技术、数字图书馆管理与数字图书馆服务等业务环节组织研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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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项目的开放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的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其示范作用，受到

各方面肯定；中国科学院数字图书馆 （ＣＳＤＬ）作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的重大项目，于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启动，其项目本身就具有创新性，ＣＳＤＬ的
文献信息参考咨询服务系统和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就是结合项目应用

研究的产物；中央党校图书馆，２０００年面向国家科委申报的 “中共中央党

校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研究课题，将试验与实证研究结合，从管理环节上

保证了部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文献资源服务中，按部门、系统进行的文献资源

配置与共建，一是受国家体制的限制，二是受网络技术条件的限制，其文献

资源配置、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管理，缺乏有效协调，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文献共建共享的标准化、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的规范化问题。显然，这些

问题的存在使资源配置效益受到限制，其共享服务难以有效展开。基于网络

的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共建共享的发展，使信息服务业得以深化与拓展，其

中文献资源的整合和多系统融合平台建设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

此，在推进我国科技文献信息共建共享服务的实践中，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

了专门研究和探索。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ＮＳＬＬ）的依托单位中国
科技信息研究所等进行了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产权保护与服务规范的研

究；上海地区在 １９９６年实现 “一网联五网”的文献信息资源整合基础上，

全面推进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共享与服务的标准化管理和平台构建的研究；我

国实施数字图书馆工程中的信息资源组织、标准选用、网络联合编目、数据整

合和虚拟馆藏的建设和管理研究等，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取得了文献

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共建共享管理和服务的成果，形成了新的发展基础。

以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以下简称 ＣＡＬＩＳ）为代表的高校图书馆建设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资
源优化配置及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的发展方向。以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为核心，以高校科研人员为主体服务对象的信息保障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ＣＡＬＩＳ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在信息资源建设的全面、系统和多类型资
源的整合、集成上取得了较大突破。ＣＡＬＩＳ建设，由于以一系列研究做保
证，其创新服务居于国内前列。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一

项文化创新项目，２００２年启动，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现代高技术手段，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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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等信息通道传送

到覆盖全国的基层文化单位，实现全国范围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２００４年２
月，经中编办批准，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成立。截至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底，累计中央财政拨款达到９５００万元，各地政府投入的专项资金总
额达到１７亿元，共建设省级文化信息资源管理中心 ３２个，基层中心 ３１８６
个，辐射人群上千万人。此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还与教育

部、全国妇联、中组部和中宣部合作，共同建设了上千个基层中心，大大拓

展了服务范围，放大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价值和作用。

３面向社会服务的研究发展
在服务于社会的研究发展中，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基础上所形

成的 “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 “我国网

络信息资源知识产权问题及对策”被选入 《成果要报》，呈送党中央和国家

领导人参阅；同时，许多项目成果应用于各级政府的管理决策，例如，档案

界从分析档案部门的优势与特点出发，提出在 《政府信息公开法》 （草稿）

中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管理机关是同级档案行政管理

机关，面向公众的政府信息公开综合性服务机构应是国家综合档案馆等若干

具体建议，并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档案法》和 《保密法》的协调与

修改等进行了咨询，提出一系列配套建设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刊物每天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涉及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网上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所报信息多

次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和表扬。

在面向社会的开放化服务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社会科学

文献数据库建设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开发，是 “十五”期间

我国开展引文索引服务的标志性工程。其工程启动和服务的开展，使我国的

引文索引服务进入基于网络的数字化发展阶段。这对于规范社科管理、推动

文献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条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ＨＳＳＣ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心与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合作开发，清华同方光盘电子出版社

正式出版。ＣＨＳＳＣＤ２００２为该数据库的首创版。该数据库收入我国正式出版的
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重要学术期刊

８６０种 （１９９９年７９３种，２０００年６６９种，２００１年６６２种，其中包含重要期刊近
５００种），这些期刊反映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水平，是我国文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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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研究的重要信息基础。ＣＨＳＳＣＤ２００２积累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３年间数据库存收
录期刊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３４万篇，引文记录达１２０万条，是我国规模最大
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ＨＳＳＣＤ）对全
面了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进行项目申报、基金资助、成果

评估、人才选拔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的重要工具。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由南京大学在项目成果基础上研发，简称ＣＳＳ
ＣＩ）其数据库涉及的学科范围包括哲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管理
学、民族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法学、经济学、新闻和传播学、教育学、

图书馆学、情报学、体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地理学、

环境科学等社会及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由此可定量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高校、地区、作者个人的科研生产能力、学术成果、学术影响等。

在政务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推进中，我国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

在文件数字化、数字档案管理以及面向企业的信息服务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其研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电子政务实施中的数字文件管理平台建设

与技术实现；信息资源与系统安全保障体系；政府网站建设和政务信息系统

研究与实现；电子商务中的企业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知识管理与知识挖掘服

务的开展；企业信息化中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创新等。这些研究紧密结合实

际，为政务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提供了理论、方法与技术上的保证。

４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研究基地建设的新进展
２０００年在国家教育部设立的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武汉大

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被批准建立。通过３年的努力，该基地在发展中与国内
外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开放研究的发展机制，在教育部

组织的重点基地评估中被评为 “优”。目前，基地正为实施信息资源研究

“９８５”创新项目进行准备，计划通过 ４年建设，实现第一阶段创新发展目
标。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以 ＣＳＳＣＩ项目为基础，建立了集研究和服务为一体
的研发机构，为本学科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同时，各设有图书情

报、档案专业的高校，普遍加强了研究机构的建设，进行了力量整合，提高

了创新研究的能力。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等单位在建设中，以业务发展为契机，不断强化面向实践的研究，整合了研

究力量，提高了承担重大项目特别是攻关项目的能力。例如，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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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文献信息中心的引文数据库开发研究、中科院的学科门户建设研究、文献

资源共享的推进，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组织的国家创新平台建设中的文献保

障系统构建等，都是通过研究力量整合实现的。

国家部委与各系统结合，打破了行业、系统的界限，建立了一些综合性

的研究机构。如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北京研究基地、南京研究基地、武汉研究

基地的成立，为组织信息资源的研究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保证。信息

产业部在各地设立的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在电子商务信息平台构建研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国跨系统、跨部门的研究十分活跃，体现了

开放研究、合作发展的新趋势。

二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含档案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多

方面突破，然而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薄弱环节和问题。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

充分重视，力求在正确认识和解决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在改革中寻求学科的

不断繁荣和发展。

（一） “十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析

由于网络的迅速普及和推广，信息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其他学科的新概

念、新术语、新技术、新方法 （如知识管理、信息构建、内容管理等）层出

不穷，不断被引进本学科，从而为本学科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血液和活力，

增添了新的内容，使本学科能够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与此同

时，受浮躁学风的影响，也出现了热衷于炒概念的风气，追求时髦，只作表

面文章，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至于煮成 “夹生饭”，造成了片面重视

新事物、新领域，而忽视基础理论 （如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基

本原理）研究的倾向，学科涉及面越来越广，而理论深度越来越浅。繁荣的

背后潜伏着泡沫的危险。从 “十五”的研究进展看，当前学科研究的主要问

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当前，“技术至上”倾向在本学科研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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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学科的技术 （如数据挖掘、数据仓库、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等）当作

本学科的核心，将其地位抬到不适当的高度，致使应用技术研究日益受宠，

而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目前的问题是，有些技术研究过

多，而理论研究较少，技术冲击理论，甚至取代理论，分支学科众多，但理

论体系薄弱，缺乏一个发展中的不断充实的理论内核。

实际上，不管现实环境如何变化，任何学科在其发展进程中，其基础理

论研究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果对来自本学科外的概念、术语引进不当，

结合不好，只注重短期效应，缺少长期规划，这样不但不会解决本学科的基

础理论问题，反而会削弱和扰乱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当然，其出发点可

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但实际上有些问题已经不只是本学科研究

的范畴，如果过分强调必然不利于本学科发展。

同样，对于任何一门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来说，如果把纯技术

问题摆在本学科不恰当的位置，甚至取而代之，势必会动摇本学科的根基。

基础理论是一门学科的基石，它决定着学科体系的构建与未来走向。只有加

强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才能科学地总结出时代变革中出现的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目前，学术界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学

科体系结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困境在于理论的匮乏，缺

乏一个充实的理论内核。现在的问题不只是需要从外部找到合适的理论来适

应本学科的各个分支，更重要的是要认真思索如何把现有的各种理论加以完

善，使之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重新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迫

在眉睫、势在必行，而且任重道远。当然，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批判

技术论的同时，把一些不该批的也批了。有一些对推动本学科的研究有积极

作用的技术和方法，甚至思想，还是应该引进介绍，关键是为我所用，不要

喧宾夺主就行了。切忌绝对化。

２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十五”期间，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在理论研究方面，热衷于炒概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是不顾本学科的实际情况，滥用其他学科的新概念、新术语，不分青红皂

白，生搬硬套，不求甚解，单纯地、片面地追求时髦，又不注意与本学科建

设的实际相结合，研究兴趣和研究热点频繁变动，也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连

续性。在应用研究方面，“介绍”的多，“应用”的少，如随着相关的应用

技术越来越多，对它们只进行简单的介绍也越来越多，但实际的具体应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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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的问题却比较少，仍然停留在对这些技术粗浅表层的认识上。

理论研究脱离实际应用的直接后果，一是理论起不到应有的指导实践的

作用，两张皮分开，各说各的，各干各的；二是理论落在实践的后面，自发

的实践造成了现实工作的开展和事业的发展并不是理论指导的结果。

３热点问题研究有扎堆现象
在特定时期，特定学科的研究者同时研究某些热点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些单位和个人存在不顾自身实际条件，不恰当地去追捧某些热点问题

却是不值得提倡的。以数字图书馆为例，在 ２００１年的课题申报中，出现了
明显的 “扎堆”现象，有许多题目甚至一字不差，造成了数字图书馆研究的

“大撞车”和过热，而另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受到冷待的不正常现象。由于缺

乏统一规划和宏观控制，不了解数字图书馆性质和特点，不懂得数字化资源

的广泛共享性，不顾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严肃性，而一窝蜂、争先恐后地盲目

上马数字图书馆工程，则更是浪费国家宝贵资源。

热点问题的扎堆和重复研究还存在于搜索引擎、信息资源组织与开发等

领域。在研究中多渠道获取经费容易导致研究者穷于应付，研究结果低水平

重复，不仅水平难以提高，而且不能实现研究队伍的有效整合。研究结果和

技术的差异，影响了技术和管理服务标准化的进程。这一状况亟待改变。

４研究力量比较分散，研究工作各自为政
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力量主要分散在五大系统 （高校、中

央及地方社科院、党校、军队院校、党政部门）中，此外，在中科院系统和

各级公共图书馆也有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队伍。分散在这些部门的研究人员

努力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建立相关的学科规划评

审组后，在学科指南的引领下，立项数逐年增多，对全国的学科发展起到了

导向的作用，而每５年一次的学科调查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许多人不知道）。

但除此之外，由于系统、部门繁多，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的交流较少，学会

起的作用有限，国家一级的宏观调控手段少，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仍然不少。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研究便是一例。为此，建议由中宣部牵头，制定人文社

会科学各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公开发布每５年一次的学科调研报
告，以期发挥正确导向作用，使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走上有序化的轨道。

５档案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当代科学发展的特征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加剧，反映在学科发展

中则表现为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增加。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是具有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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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同族关系的学科，这决定了它们既有密切联系，又在学科优势上各具

特色。由于三学科之间在联系程度和亲疏上的不同，故它们所表现出的交叉

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强度和规模也有差异。近几年来的有关统计表明，除情

报学与图书馆学在研究中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研究规模和强度外，其余三种

形式的跨学科交叉融合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近５年来，图、情、档虽然都强
调信息资源的综合管理，但在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上却并未出现多少成功的

案例。例如，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实际上有很多共性，无论是在信息扫

描、数字化加工、压缩、存取等技术上，还是在元数据管理、服务模式和安

全策略的确立等管理方法上，或是在概念界定和相关立法等理论问题上都有

相同与相通之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界在这一方

向上缺少有效合作，研究力量的配备和科研活动的组织呈分散状态，导致有

限的科研项目和实施资金被分割，各课题组之间存在大量重复劳动，从整体

上降低了科研效率。

６学术研究规范仍然有待完善
在学术研究规范方面，“十五”期间比以往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仍然存

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

（１）研究选题笼统而不具体，重复而不新颖。有些课题贪大求全，追求面
面俱到，但又言之无物，缺乏深度；有些课题雷同，或似曾相识，缺乏新意。选

题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关键环节，决定了实施怎样的研究步骤和采用何种研究方

法，对课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有决定性作用，因此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２）研究程序缺乏严谨性。有些课题的研究往往不遵循比较成熟的研究
程序，如 “提出问题—文献综述—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结果解释—得出结

论”等常规的步骤，尤其是不重视数据、事实和资料的收集，在缺少数据、

事实和资料的基础上而空发议论，结论苍白，说服力不强。

（３）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有些课题研究不采用成熟的、常用的研究方
法 （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等）来收集数据，确保研究过程的科学性，

而是主观议论多，客观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理论探讨多，实

证研究少。特别是对本学科特殊研究方法的研究、总结和发展不够，没有对

学科建设起到支持作用。

（４）研究结论简单化。有些课题研究没有全面、详细地占有大量资料、
事实和数据，也没有经过比较严密的描述统计、推断统计等的验证，就轻易

地得出 “结论”，不考虑实际条件的差别，就凭想像而随意地提出所谓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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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策”、“措施”等，显得简单、主观，可行性差。

（５）科学术语的使用不慎重、不严肃。有些课题的研究没有科学地使用
术语，或者玩概念游戏，堆积一些莫名其妙的新名词或抽象为某种新理论，

但又提不出有根有据的系统理论和完整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无助于说明理

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６）滥用参考文献。有些研究成果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不是引用文献，
正文又没有注明来源出处，也没有脚注、注释等能够说明本文与他文关系的

手段，看不出其内容与所列参考文献之间的具体关系，文章正文与参考文献

的内在联系被割裂，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态度。

７学风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强
在本学科领域中，学风总体上是好的。许多研究人员以严谨诚实的态度

治学，涌现了一批有真知灼见的好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的浮躁和

急功近利之风也不可免地刮进了我们的学科领域。

（二） “十一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拟采取的对策

分析

在面向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繁荣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研究，加快学科发展，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科研

组织机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刘云山同志在 ２００４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贯彻 《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进一步增强责任使命感，明

确总体目标、重要任务，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工作的实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在新发展时期，深入学习贯彻 《意见》，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探索创新，

是 “十一五”期间进行学科研究规划和组织研究的基点。具体说来，拟从以

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１强化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跨部门合作和开放式研究基地建设
随着学科外延的扩展，科学研究的主题愈来愈分散，信息管理是 ２１世

纪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课题来源愈来愈广泛，所涉及

的研究已不再限于传统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学科范围，也不是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管理和编辑出版学研究的简单拓展，而需要组织跨学科研

究，在面向社会的创新实践中寻求新的生长点。因此，组织跨系统、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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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式研究，已成为组织本学科领域重大项目研究的必然。在推进开放研

究中，可以利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建设项目，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以及国家图书馆等部门

和高等学校研究力量的整合，实现基于研究项目的合作，扩大国际合作途

径，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发展创造条件。在开放性基地的建设

中，实现项目的成果转化，促进成果应用。

２在组织面向社会的应用研究中推进理论创新
按学科发展和服务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需求，进一步凝练、整合本学科

研究方向，实现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导向的多渠道项目的立项协调，是组

织高水平项目研究的又一保证。

中国图书、情报、档案事业极具特色和活力，并具有丰富的实践，理应

提炼出独具特色的学科理论课题，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需要专

业理论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突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

独创性的专业理论，但是从总体上看，其理论尝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相关

理论之间的关联研究也还比较薄弱。当然，构建系统的具有特色的学术理论

并不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游离于核心主流之外，而是应在把握国内外学科发

展趋同态势的基础上，在一些特色理论上产生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这

就需要在协调的基础上，鼓励科学的理论创新、观念和方法创新，在服务于

实践的探索中提高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准。

（三）加强国家基金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工作

科学地规划国家基金项目，不仅关系到项目的完成，而且影响着本学科

学术研究。国家项目的导向作用决定了项目规划和管理的严格性和科学性。

在加强规划和管理中，可以考虑从三方面出发，一是加强组织工作。推行项

目立项制，按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专家提出立项的课题以及面向社会的发

展研究课题，组织可行性论证，按论证提出项目要求。二是在项目评审中，

强调评审规范，提高评审水平和质量。在项目实施中，加强项目研究过程管

理，监督项目实施。三是在项目鉴定、评审或验收后，组织项目成果应用的

后评估，视项目完成质量和效果，完善奖惩制度。

（四）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学术腐败

学科研究中的学术腐败和不规范行为的恶劣影响已不容忽视，虽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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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它的影响和后果严重。因此，必须从制度上给予防范保

证。在组织项目研究中，严格管理，将 “学风”作为评审项目的基本标准，

对当事人给予实质性考核。与此同时，强化研究人员的素质培养，推行学术

研究的行为准则，加以实施。

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评审组将在 “十一

五”期间，将针对现存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

建议。

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热点、
趋势和重点研究领域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前的研究热点会延续

到未来，当然，延续发展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特定研究热点的生命力。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主要地是由那些影响该学科发展的关键

因素 （自变量）决定的，这些关键因素包括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变化、该学科

对应的职业活动及其竞争环境、该学科的技术结构及其变化、该学科与相关

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该学科的宏观外部环境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当前的研究热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共同决定着未来５年甚至更长时
期内该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一）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热点分析

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重要期刊发文的主题分布
《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和 《图书情报工作》是国内图书情报

学领域公认的重要期刊，而 《档案学通讯》和 《档案学研究》则是档案学

领域公认的重要期刊。这些期刊登载论文的前沿性、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在

同类期刊中都名列前茅，换言之，选择这这些期刊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代表

性，能够作为判断未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基础。

图书情报学研究主题的变化预示着未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方向。根据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和 《图书情报工作》３种
重要的图书情报学期刊登载学术论文主题的分析 （其中 《图书情报工作》

的发文仅包括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可以发现，近年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
容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描述传统图书馆业务工作的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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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少，而探讨代表未来图书馆发展趋势的论文显著增加 （见表８）。

表８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情报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和

《图书情报工作》研究主题分布

《情报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合计

信息服务与信息产业 （含用户

研究）
４ ６ ６ １４ ２３ ２４ ３８ ５０ １６５

数字图书馆 （含元数据、数据

库）
１２ １５ １１ ２６ １５ ２１ ３１ ３１ １６２

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 （含搜索

引擎）
３７ ２８ ３３ ９ ６ ６ ２２ １８ １５９

信息理论研究 （含图书馆学和

情报学）
１７ １２ １１ １４ １７ ９ ３２ ２３ １３５

信息组织 （含分类、编目、目

录）
１０ １７ ８ １２ ９ １０ ２５ ２７ １１８

信息资源管理 （含网络资源、

馆藏资源）
４ ２ ６ １２ １１ １５ １９ ２４ ９３

图书馆管理 ４ １３ １５ ２９ ２７ ８８

信息系统与信息网络 （含图书

馆自动化）
２２ １２ １０ ２ ５ ３ ９ １１ ７４

知识管理 （含知识管理应用） ５ ６ １３ ３ ３ ３ １６ ９ ５８

信息政策与信息法规 （含图书

馆法）
６ ５ ３ ４ ５ １１ １２ ８ ５４

信息教育 （含图书情报学教育） １ ４ ０ ７ ９ ２ １４ １２ ４９

图书馆事业 １５ ８ １ ７ １７ ４８

信息计量学 （含文献计量学） ７ ４ ４ ２ ３ ０ １０ １４ ４４

信息化 （含电子政务、电子商

务）
８ ９ ３ ３ ５ ３ ６ ６ ４３

竞争情报 ２ ６ ８ ０ １ １ ６ ６ ３０

文献、期刊、出版及其他 ７ ３ ９ １９ １２ ５０

合　计 １３５ １２６ １１６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３３ ２９５ ２９５ １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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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虽然 “信息服务与信息产业”、 “信息检

索理论与技术”、“信息组织”和 “信息理论研究”等传统的图书情报学研

究领域仍然是３种权威刊物关注的焦点，但其内涵与主题分布已然发生变
化，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网络咨询、个性化服务、智能信息检索、网络导

航、搜索引擎、自动分词、自动标引、知识组织、信息组织以及信息管理等

成为新的研究热点；② “数字图书馆”研究是近年来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最大

热点，具体研究主题涉及数字图书馆的软件开发、标准建设、元数据研究、

智能信息系统以及数字图书馆引发的理念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服务

模式变革、业务流程变革、组织结构变革及其管理策略等问题；③ “信息资

源管理”和 “知识管理”也是近年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关注知识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 “信息资源管

理”类研究论文则较多地探讨理论层面的问题；④ “信息政策与信息法

规”、“信息计量学”、“信息教育”和 “竞争情报”类研究论文已不再能像

几年前那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发文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减少；⑤传统的 “图书

馆事业”、“图书馆管理”以及 “文献研究”类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 《中国

图书馆学报》和 《图书情报工作》两种期刊上，从发文数量看，“图书馆管

理”依然是一个热点；⑥新兴的 “信息系统与信息网络”和 “信息化”类

研究论文不属于主流，虽然我国信息化实践如火如荼，但图书情报学界却似

乎 “置身事外”，反应滞后，未给予足够关注。

根据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档案学通讯》和 《档案学研究》两种重要

期刊发文的分析，档案学研究在保持原有格局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

化，主要表现在：①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范围大大扩展，信息资源管理成为
档案学研究新的理论基础；②档案学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电子文件成为
档案学新的研究对象，“电子文件管理”类论文呈现递增态势；③高度关注
档案业务的信息化，“档案信息化与网络化”和 “电子政务”成为新的热点

研究领域；④顺应档案学实践的变革， “档案开放和开发利用”受到重视

（见表５）。
２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领域专家对未来学科研究热点的预测
专家预测是探讨未来学科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根据

随机对国内本学科领域黄长著、吴慰慈、王余光、秦铁辉、胡昌平、陈传

夫、孟广均、霍国庆、孟连生、沈固朝、吴建中、王世伟、王知津、柯平、

冯惠玲、周毅１５位专家进行的开放式调研，未来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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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大体分布如下：

信息资源 （数字资源、网络资源）管理与信息化

数字图书馆与数字档案馆
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和档案学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
信息素养与信息获取
信息产业的结构与经营发展模式
 （企业）信息资源规划

信息技术环境下图书情报工作的业务流程变革
网络环境中的图书情报档案事业的战略规划与管理
科学发展观与图书情报档案组织的文化建设
图书情报档案管理的技术基础结构
网络信息组织、信息可视化与智能检索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服务
网络环境中用户阅读行为和信息利用规律研究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问题
特色文献开发与研究
图书情报档案队伍建设与教育
图书情报档案的网络化增值服务研究
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策略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调研及其价值研究
公共档案馆的社会化服务研究
电子文件及新型载体研究
信用档案管理与利用模式研究
电子政务与新型档案业务模式
由于诸多原因，本次专家预测所选择的专家数量有限，但被访专家在学

科领域、年龄结构、地区分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各位专家的预

测，信息资源 （包括网络信息资源和数字资源）管理、数字图书馆、知识管

理与数据挖掘、信息组织 （包括语义网、信息可视化）和智能检索、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建设、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的变革与可持续发展、图

书情报档案管理的技术基础结构、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网络利

用及其法律问题、网络或虚拟信息服务、特色文献研究、国家档案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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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开发、我国档案文献遗产调研及其价值研究、电子文件及新型载体研

究、信用档案管理与利用模式研究等将是未来 ３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热
点，换言之，这些领域或主题代表着未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趋势。与表 １、
表２、表３和表４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专家预测信息具有更强的前瞻
性、聚焦性和概括性，专家预测信息对未来的指导价值也更直接、更显著。

（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发展趋势的关键影响因素

分析

无论是基于当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基础和研究主题分布

进行外推，还是通过专家调查获取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发展

趋势方面的信息，都是一种间接的途径。因为当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的研究基础、研究主题分布及专家认知都是受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学科发展及其环境影响的，可以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发

展及其环境是自变量，而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基础、研究队伍

以及专家认知等都是因变量，要更全面、更准确和更直接地获取 “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信息，还需要对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研究趋势的自变量进行分析。

首先，在众多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自变量中，影

响最直接、最大和最重要的因素是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趋势；其次，围

绕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对象的职业组织及其活动是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重要因素；再次，支撑图书馆、情报、

档案职业活动的技术因素一方面会深化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另一方

面也会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的内涵和方向，因而技术因

素也是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重要因素；第四，“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也是影响其未来研究趋势

的重要力量；第五，“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宏观环境

因素的变化无疑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

趋势。

概括地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图书情报职业组织及

其活动、图书情报档案活动的技术基础结构、学科交叉和融合态势、学科发

展的宏观环境因素等是影响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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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其中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及其相关的信息技术、图书

情报档案职业组织及其活动等因素属于内因，对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研究趋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直接的和深刻的；而学科交叉和融合态

势、学科发展的宏观环境因素属于外因，对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研究趋势的影响是渐进的、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研究趋势的关键要素及其关系见图１。

图１　影响未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趋势的关键要素

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及其变化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对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这种认识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可以据此

推而广之，由此可以推论，图书馆存在的前提是图书的存在，所以图书应该

是图书馆学更深层的研究对象；在网络时代，由于图书在信息交流或传播过

程中的地位受到了网络信息的挑战，所以图书馆学研究人员也开始重新审视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就有了 “信息资源说”和 “知识集合说”等新

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就是更加深入到图书的内核，把加载到图书中的

信息资源或知识直接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图书馆学不能够也不

可能把所有信息资源或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所研究的是满足

目标读者或信息用户的信息资源的集合或知识集合。如果把信息资源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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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分配、交流、应用和消费等比作一个知识供应链，那么图书馆学所研

究的只是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交流活动 （见图 ２）。因此可以预见，图书馆
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仍将是未来５年本学科研究人员关注的
焦点之一。

图２　人类知识供应链与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

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情报交流，其关注的是从数据采集、知识生产、知

识交流到知识应用之间的情报流或者说信息流的控制，但情报学一般不涉及

直接面向信息消费者的活动。早期的情报学局限在科技情报领域，主要是为

科技研究服务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情

报学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在我国，这种危机具体表现在 “科技情报学本科专

业”被整合到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之中，原先的科技情报职业

似乎一夜之间不再是一种职业，就如同职业驾驶员突然发现人人都变成了驾

驶员。为应对这种危机，情报学研究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开始把互联网

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等纳入到自己的研究框架中去———情报学在扩张研

究领域的同时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换言之，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 （含档案学）跟其他一些学科领域如信息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的

研究对象正在趋同，这种趋同现象可能是未来５年这些学科研究人员不得不
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或记录管理，然而，档案或记录同样可以分解

为记录档案信息的载体以及档案信息 （内容）本身，档案信息与图书馆的藏

书以及情报学研究的情报或信息资源是不同形式的有价值和可资利用的信

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可以在信息资源的基础上统

一起来。事实上，档案学界已经在探讨如何建设和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一

级学科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前身是档案学院）院长冯惠

玲教授和副院长赵国俊教授都曾撰文呼吁发展信息资源管理教育，这是档案

学界对学科研究对象趋同的一种直觉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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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有必要对数字图书馆 （档案馆）进行简单的探讨。什么是数字图

书馆 （档案馆）？如果不沿用或套用传统的图书馆 （档案管理）思维，数字

图书馆 （档案馆）事实上就是一类信息系统或数据库，数字图书馆 （档案

馆）的意义就在于抛弃了图书或档案的传统载体，使信息工作者和信息用户

能够更加直接地面对信息资源或知识。如果图书情报档案工作者沿用传统的

图书情报档案管理思维对数字图书馆 （档案馆）进行设计、管理和改造，那

么数字图书馆 （档案馆）项目的效果和效益可能会大打折扣。为此，可以预

见，数字图书馆 （档案馆）的本质、生存条件、技术创新、业务流程重组、

项目管理、发展战略等将成为未来 ５年或更长时期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的研究热点。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的变化还造就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诸如学科逻辑起点统一于信息、数据、知识、信息资源、信息管理、信息资

源管理还是知识管理问题，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结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

档案学的独立性与兼容性，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未来走向等，这些

课题关系到几代学人的命运，因此在未来５年势必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２图书情报档案职业及其活动的变化
图书情报档案职业及其活动是随着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

的变化而变化的，或者说，图书情报职业及其活动本身就是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客观地回顾历史，档案行业是漫长的农业社会

的主导信息机构，图书馆行业曾经在工业时代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情报行

业则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冷战时期实现了辉煌。但由于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互

联网的兴起，图书馆、情报和档案行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我

们应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教授波特的 “５种竞争力模型”对图书
馆情报档案行业及其竞争强度进行系统分析 （见图３）。

波特教授认为，如果一个组织所处行业的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少，对供

应商和用户的讨价还价能力强，同时本行业的竞争对手数量少的情况下，那

么该组织所在行业的竞争强度就相对较弱，该组织的竞争优势就比较明显，

就具备较好的可持续发展基础。然则，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的竞争环境如

何呢？

（１）本行业竞争对手众多，属于分散型行业。图书情报档案行业是由很
多规模不等的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组成的，即使像国家图书馆这样的

特大型图书馆在多数情况下也只能为附近的读者提供服务，其作用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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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５力分析模型

度上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图书馆，其竞争力由此也受到了诸多限制。由于行

业内的竞争者数量众多且规模相差不大，竞争程度必然十分激烈，然而，长

期以来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的竞争却并不激烈，为什么？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

的图书情报档案机构走的基本是一条自足式的发展道路，各有自己的 “势力

范围”，很难相互逾越和展开竞争。当前，这种竞争对手众多却又相安无事

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为数众多的潜在进入者纷纷进入图书情

报档案市场，该行业的竞争格局变得扑朔迷离；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普

及和信息源的多样化，用户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成倍增加，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中小型图书馆和情报机构会退出竞争，档案机构是否会退出市场还需要

具体分析；潜在进入者的激增和中小竞争者的退出将诱发图书情报档案行业

重新洗牌，如何确立新的游戏规则？由谁来制定和主导游戏规则？新的游戏

规则对于转型中的图书情报档案机构是祸是福？这些问题将会引起图书情报

档案学研究者的关注。

（２）本行业的进入壁垒低，潜在进入者较多。工业时代的图书情报档案
行业是一个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一个好的图书馆必须积累经年才能形成有

一定规模和特色的藏书，而由于纸质载体不便于跨空间共享，这些藏书只能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提供服务，这样就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商业价值有限。但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建构在互联网上的数字图书馆可以在有限的时

间内把一个传统图书馆的藏书实现数字化，同时也能够跨越时空向全球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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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服务，其规模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均很明显。这样就吸引了社会上的

一些投资者和创业者，他们大举进入数字图书馆和档案领域，通过联盟战略

等获取图书馆或档案馆的知识资源，再把这些资源数字化后为用户提供收费

服务。由于新进入者是市场导向的信息内容经营公司，短期内还需要与图书

馆和档案馆合作，故暂时不会对图书馆和档案馆构成太大威胁，但这些新进

入者会逐渐蚕食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用户特别是高端用户和潜在用户，经年累

月，这些新进入者或许会把相当多的图书馆和部分档案馆挤出市场。为此，

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的壁垒问题和在竞争中使读者、用户享受到更佳的服务也

将是图书情报学管理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３）本行业的供应商前向一体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出版商、书店、数据
库提供商、网络信息资源提供商、各类媒体经营者等都是图书情报机构的主

要供应商，图书情报机构曾经通过 “图书情报合作网络”等方式联合起来并

从而有效地增强了自身的讨价还价能力，迫使书店和出版商等让利于图书情

报机构。但现在情况不同于以往，出版商、书店和各种信息内容提供商都在

寻求集团化发展以期增强竞价能力，而互联网的出现又使他们能绕过图书情

报机构等中介组织直接为用户服务，提供信息内容，这些都有利于增强图书

情报机构供应商的力量。为此，如何应对供应商的 “前向一体化战略”，如

何与主要的供应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如何选择供应链战略等，也将是图书

情报学管理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档案馆在与供应商的关系方面

相对具有优势，因为档案信息大多产生于组织内部，不存在大规模外购信息

资源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案馆本身就是一种类型的信息资源供

应商。

（４）本行业的用户选择面宽，转移成本低。除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外，
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服务对象一般都局限于本组织内部，由于用户的选择较

少 （其他图书馆不对其开放）、转移成本较高 （如果清华大学的学生利用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需要申请办理借书证、要重新熟悉图书的组织和检索

方法、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所以用户的忠诚度也相对较高。但由于

各类网站和数字信息资源服务商的出现以及出版商和杂志社等直接向用户提

供信息服务，用户有了更多的选择，转移成本也大大降低 （鼠标一点就能够

转移到新的供应商那里），于是，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相对于用户的讨价还价

能力也开始降低。为此，如何留住和争取更多的用户、提供用户的满意度、

赢得用户的忠诚等也将是图书情报档案研究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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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５）本行业的产品／服务存在多种替代品，发展空间有限。图书馆通过
为用户提供信息和知识服务而生存。曾几何时，图书馆是社会上最主要的信

息内容提供者，没有什么机构和组织能够挑战图书馆的地位。但现在不同

了，各种网站、各类信息内容提供商、各类数字电视服务提供商、各种掌握

信息源的组织等都在提供信息和知识服务，他们都是图书情报机构的替代

品，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信息和知识需求，因而也有可能取代图

书情报机构的位置。档案馆虽然不存在图书情报机构面临的问题，但由于政

府部门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事业单位信息化的推进，文件、档案管理

自动化和被集成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文件、档案管理可能会发展为电子政

务系统或办公管理系统的一种功能而不再需要专门的组织和人员，企事业单

位档案机构部分功能在组织内部被替代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为此，如何减弱

替代品的冲击，如何确保针对替代品的优势，如何战胜替代品等，也是图书

情报档案研究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总之，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目前所面对的竞争环境十分严峻，可谓 “前有

堵截、后有追兵”。但图书情报档案领域的许多管理者、工作者和研究者对

这种形势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有鉴于此，重塑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文化、确

立新的理念、改造组织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建设核心能力、建立学习型的

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也都将是未来图书情报档案研究者

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３支撑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对象及其职业活动的技术因素
现代技术特别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图书情

报档案行业的运营模式、管理规则和文化理念，改变了或者说重塑了 “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技术首先拓宽了信息的载体，图书／档案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信息／
知识载体，以电子或光学方式记录和存放的网络信息成为用户获取学习、研

究、工作、商业活动等信息的首选。但可以肯定，多种信息／知识载体将是
相当长时期内的并存。为此，研究多种信息／知识载体的保存、转化、共享
等将是图书情报档案研究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情报档案业务流程，传统的采访、分类、编目、检

索、参考咨询甚至借阅工作都能够由智能化的信息系统进行自动操作，都能

够通过网络实现异地操控。为此，研究开发图书档案资源规划系统，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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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情报档案业务流程和改造图书情报档案业务活动等，将是图书情报档案研

究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情报档案管理模式，资源共享将成为图书情报档案

机构的灵魂，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将是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核心任务，具有

更多授权的项目组将是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而所有这些都需

要图书情报档案研究者在未来５年展开系统的研究。
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情报档案队伍，他们的职业角色将发生根本性变

化，大多数人员将承担知识服务的任务，他们必须具备某种专门学科知识，

能够掌握和熟练地利用信息技术，能够为用户提供高度个性化的知识解决方

案。图书情报档案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及其决定的图书情报档案教育

结构等，也将是未来５年部分图书情报档案研究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馆和档案馆未来的生存状态，虽然大型图书情报档

案机构仍将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兰卡斯特提出的 “三无 （无图书、无图书馆

建筑、无图书馆员）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也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一种

中小型社会组织中，“虚拟档案部门”的出现也是可预期的事情。但这还不

是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终极存在形式，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未来永远是令人

激动的研究课题。

４“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态势
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更名之后，图书馆学和情报

学的命运就与信息管理联系在一起。首先是 “科技情报学本科专业”被整合

到 “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本科专业”，然后是 “信息管理概论”在多数高校

的图书馆学专业课中取代了 “图书馆学概论”，再后来是档案学领域呼吁建

立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其实，图书馆学也好、情报学也好、档案学也好，

其研究对象不过是一种信息、知识或信息资源，所以信息管理或信息资源管

理完全可以涵盖 “图书馆学”、 “情报学”和 “档案学”的内容，或者说，

可以把 “图书馆学”、“情报学”和 “档案学”共同的理论基础抽象升华为

信息管理或信息资源管理而不损害其本身的内容体系。

再进一步分析，由于 “信息资源”本身是一个总括词，信息资源通常是

数据、信息和知识的通称，因此 “信息资源管理”也可以分解为数据管理、

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在信息技术平台建成后，数据管理将主要由信息系统

来执行，各类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供应链

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都是数据管理系统。而知识管理在可预见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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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无法由信息系统独立完成，知识管理是通过人—机互动来实现的。考虑到

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与相关的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等专业的区别，

融合和集成发展进程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可以把研究重点集中在

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知识组织、知识应用、知识服务和知识价值实现等方

面，这些也将是未来图书情报档案学管理者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信息管理学科、知识管理学科的

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是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是由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

趋同决定的，图书情报学档案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是研究相关学科交叉和融合

的规律和特点。

５“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宏观环境因素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发展也受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这些宏

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法律与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教育和科技

进步等因素。国家法律和政策主要是指与信息化、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知识

产权和图书馆法等有关的政策与法律，这些政策与法律能够促进或制约图书

情报档案事业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涉及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结构、人均可

支配收入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图书情报档案事业的投

资力度和对图书情报档案服务的消费水平；社会文化教育因素主要是指人口

结构、平均教育水平、每万人大学生数、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学习理念等，这

些因素对图书情报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是图书情报档案服务存在

和发展的市场基础；科技进步一方面为图书情报档案事业发展提供知识和技

术保证，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人们特别是科技人员的信息需求。外部宏观环境

属于不可控因素，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只能利用外部宏观环境提供的机遇发展

自己而不可能控制外部环境。

需要指出，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国家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信息需求和

消费的大幅增加、科技进步、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稳步

提升对于图书情报档案行业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机遇。这种机遇一方面有利

于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图书情

报档案行业融入国家信息化大业之中。为此，要求图书情报行业抓住机会，

要求国家和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以期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事业的跨越式

发展。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其他任何基金，都只能促进或制约其发展，而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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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改变其研究性质和发展轨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的发

展是由内外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中学科研究对象、职业活动、技术进

步、学科交叉与融合、相关的外部宏观因素等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三）“十一五”期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重点研究领域

综合当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热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五”期间资助项目的主题分布和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专家对本学

科未来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预测，结合对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研究趋势的关键因素的分析，特建议将如下研究领域作为 “十一五”期间本

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及其趋势分析
在传统的纸质载体主导的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是相对独立的，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

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交叉融合现象。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

发展的基点，在 “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

对象的变化、发展、独特性、兼容性等现象展开研究。

２“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结构发展的研究
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结构是围绕学科研究对象而形成和发展的，学科研

究对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结构的变化，事实上，图书馆

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和教育早已突破了各自学科的边界，不仅出现了互

相融合的态势，而且还超越了３个学科的边界。“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图
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学科结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

究队伍及其未来走向等进行分析。

３知识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
知识管理是探讨知识发现、知识生产、知识创新、知识转移、知识应

用、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的技术实现、知识联盟和知识战略等活动的学科，

近年来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是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

科的核心内容之一。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作为一个组织，它本身就涉及知

识管理问题，即如何使人的内隐知识外化，使外化了的知识内化为他人的知

识。因此 “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知识管理的理论体系、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内外知识管理实践、典型的知识管理软件、知识管理流派、知识转移、知

识创新、知识增值和知识价值实现、知识管理方法、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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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应用、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应用等问题展

开研究。

４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就已有

成果来看，多数成果存在泛理论化的问题，与信息化实践有明显距离，应用

价值有限。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
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提案，这说明信息资源建设已经成为今后国家信

息化建设的重点。为此，“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国家信息资源建设、国家

信息资源布局和调整、国家信息化过程中的信息资源战略、各级各类组织的

信息资源实践、信息资源管理案例、信息资源评价、信息资源管理系统、信

息资源管理与组织决策、信息资源管理与生产率、信息资源管理与企业竞争

力、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创新等展开研究。

５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的本质、结构、功能、发展方向及其引发的
变革研究

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仍将在未来数年影响本行业和本学科的发展，

但 “十五”期间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的盲目和重复立项与研究需要加以

控制，“十一五”期间应引导本学科研究者提升研究水平和高度，深入研究

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的本质、结构、功能、生存条件、技术创新、发展

方向、项目实施与管理、可能引发的变革及其发展战略等问题。

６信息／知识表达、信息可视化、信息／知识标引和组织研究
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迅速实现了传统的规范信息组织方法的技术化，另

一方面又提出了网络环境中知识／信息组织的新课题。“十一五”期间有必要
对网络环境中知识／信息表达、自动标引、自动分词、信息可视化、信息／知
识组织方法、自然语言处理、语义网等问题展开研究。

７智能检索、搜索引擎、算法设计、检索软件和工具研究
检索或搜索已成为互联网产业的主导模式之一，但互联网的检索水平和

效率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检准率极低。“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

智能检索、搜索引擎、检索模式与算法、检索软件和工具设计、个性化检索

方案、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等问题展开研究。

８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以及其他信息组织的技术结构 （ＩＴ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研究

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本身涉及技术基础结构的选择问题，在我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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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组织大力推进信息化的背景下，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不能

孤立进行。事实上，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都很可能与企业 ＥＲＰ（企业资
源规划系统）或电子政务系统有较密切的关系。为此，“十一五”期间有必

要加强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规划与组织信息化总体规划的协调合作研

究，有必要应用 ＥＲＰ、ＣＲＭ （客户管理管理）、ＳＣＭ （供应链管理）和 ＫＭ
（知识管理）的理念、原理和方法来重新设计和改进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

馆，有必要加速研究如何借助互联网和数字电视等技术拓展图书情报档案机

构的服务并促进其转型，有必要联合开展图书情报档案应用信息技术的

研发。

９多种载体并存时代的信息资源建设与策略研究
数字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已经成为网络环境中图书情报档案机构

最重要的资源要素，该类资源对于高端用户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图书

期刊等信息资源。同时，我国即将在 ２０１５年完成的数字电视能够提供多
达数百个电视频道和花样繁多的信息资源服务，数字电视和网络媒体对中

低端用户的争夺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但可以预见，传统的纸质信息资源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多种载体并存和有限经费约束

的前提下，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信息资源组合方案、信息资源建设策略、

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信息资源联盟建设、信息资源外包策略等都有必要

展开研究。

１０网络环境中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政策与法律问题
互联网在给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带来机会和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

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法律问题。“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图书情报档案机

构及其供应商和用户的信息权利和责任、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价值最大化、

政府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个人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问题展开研究。

１１信息／知识选择多元化背景下用户行为研究、产品／服务开发策略及
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各类网站、各类信息服务公司、各类数据库服务商、各类文化公司、各

类咨询公司、各类媒体都在为同样的用户提供信息／知识产品或服务，在面
临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用户行为、用户利用信息规律、

用户对信息服务产品需求的变化、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信息服务／产品开发
策略和市场营销策略、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评价与策略等问题有必要展开

研究。

１１２５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１２信息化环境中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战略
研究

信息化或网络环境极大地改变了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竞争环境。大量潜

在进入者纷纷进入图书情报档案行业，实行多年的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的游戏

规则已经部分被改写。图书情报档案服务的替代品大量涌现，图书情报行业

的供应商诸如出版公司、书商、报刊经营者和数据库经营者等越过图书情报

机构直接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原有用户面临更多、更

方便和更有效的信息选择。面对超竞争的行业环境，“十一五”期间有必要

对图书情报档案行业的现实竞争环境、行业壁垒、知识供应链、供应商战略

及其影响、用户的转移成本、图书情报档案行业内部的竞争态势、图书情报

档案行业新的游戏规则、图书情报机构的重新定位、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竞

争战略等展开研究。

１３信息化环境中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文化品牌、社会责任与核心能力
研究

如火如荼的信息化进程与图书情报档案行业及其组织的命运密切相关。

“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信息化进程的影响、信息化进程中图书情报档案机

构的定位、信息化环境中图书情报档案机构文化品牌建设、信息化环境中图

书情报档案机构的核心能力和社会责任等展开研究。

１４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的管理创新与实践研究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图书情报机构的

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控制、组织结构扁平化、成本控制、目标管理、

激励与动力机制、投资效益分析、学习型组织建设等问题展开研究。

１５图书情报档案队伍建设与专业教育的研究
图书情报档案队伍建设是一个敏感且具有调整性的问题，而专业教

育总是或多或少与队伍建设有关系。 “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现有队伍

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终身教育、专业教育的

目标、课程结构、国内外专业教育比较、专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等进行

研究。

１６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策略研究
国家档案信息资源是 “中国记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物质

资源、能量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一五”

期间有必要对现有档案信息资源及其布局进行全面调研，有必要结合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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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特点开展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策略研

究，有必要针对各行业和具体组织的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策略和实施步骤展开

研究。

１７我国档案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研究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十分丰富，目前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有８３

个项目，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有３个项目。“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散存
于海内外信息机构和民间的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调研，有必要对档案文献遗产

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进行评估，有必要制定科学的档案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

利用策略。

１８公共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研究
我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均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所藏档案为公共信息

资源，实行并扩大档案馆的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其基本职能、适应公众信息

需求和国家政治民主化、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近 ２０年
来，我国档案馆正在由封闭、半封闭式管理向开放式管理转变，“十一五”

期间有必要对国家档案馆及其馆藏档案的公共性质、档案馆实行社会化服

务的理论依据、法律保障、政策设计、服务理念、服务方式等问题展开进

一步研究。

１９我国特色文献研究
特色文献研究是本学科的亮点之一，对保存和发扬光大我国古文献有重

要的意义。 “十一五”期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

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文献作品、著名历史文化人物的文献进行系统深入的

研究。

２０信息服务业发展与信息服务经营战略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或信息资源本身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中介或消费产

品。“十一五”期间有必要对信息服务产业的结构、特征、供应链、贡献度、

竞争环境、发展趋势以及信息服务组织的战略规划、产品研发、市场营销、

竞争与合作等方面展开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黄长著

（本报告由黄长著主持完成，参与调研报告起草及资料准

备的同志有黄长著、莫作钦、胡昌平、霍国庆、王知津、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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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冯惠玲、倪晓建、汪东波、沈固朝、周毅等。黄长著、胡

昌平、霍国庆３同志参与统稿。学科规划评审组全体专家参与
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黄长著定稿。学科规划评审组秘

书时英同志参与了课题全过程的资料准备及组织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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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自１６６２年被誉为 “人口学之父”的约翰·格兰特 （ＪｏｈｎＧｒａｎｔ） 《关于
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书发表，揭开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篇章，

其后的人口科学发展呈 “双轨道”推进：一方面，在格兰特具有统计意义的

轨道上推进，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另一方面，人口学

在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中发展起来，形成某些边缘和交叉学科。前一个方面

的研究，形成规范化的人口学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后一个方面的研究，逐渐演
变成某些边缘、交叉和综合学科，形成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

学、老年人口学等分支学科以及诸多交叉研究领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人口问题格外突出，更注重后一个方面的研究在情理之中；在很大程

度上，由于后一个方面研究深入的需要，人口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才得到

重视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 “十五”期间的人口科学

研究并没有打破这种基本格局，然而由于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２００４年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意见》，学科组在规划办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下，开拓进取，积极工作，人口学科研和教学取得明显成绩。一方面人口学

实证研究的视野大为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

面基本理论研究也有所前进，出版了具有前沿性的新著。总的评价是：人口

学已从 “九五”的低潮中走出来，“十五”期间获得的较大进步为未来的发

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十五”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成果

人口学科组在 “九五”的学科调研报告中，对当时的人口学科发展状况

做出了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估计。当时认为，即由于自 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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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以来因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等原因，人口学科研究和教学的迅猛发
展并不都是健康的，或者说本来就存在某种 “泡沫”；１９９６年在联合国人口
基金停止对华人口学研究和教学资助等情况下，人口学研究和队伍出现一定

程度的 “萎缩”，或者说正经历一段低潮，是正常的，甚至挤一挤 “泡沫”

也是有益的。如果经过一定的震荡和调整，能够实现研究重点、结构和队伍

的某种转变，预料很快将迎来新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一估量是实事求是和

具有一定远见的，“十五”期间人口学研究取得的新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

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十五”期间这方面的科研成果是很多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以下几

项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提出。

１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出版了数部有影响的论著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央在每年的人大和政协 “两会”期间，都要

召开先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座谈会，后来演变为人口、资源、环境座谈

会，相关部门和省、区、市领导做汇报，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发表重要讲

话。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出版了 《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等专著；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这方面学术研究成果效益，在可持续发

展实践中发挥更大功效，由相关三部门三位部长，即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

维庆、国土资源部长孙文盛、国家环保总局长解振华出任主编，三部门有一

定实践经验的资深学者担任副主编的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干部

读本》，出版并公开发行。该书首次公开发表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０３年在中央人
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书贯穿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

全面阐发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形势，当前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

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决策选择，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提供有创新意义的成果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中国人口学会立即组织学

术界开展研究，计划每年推出滚动科研成果，第一部成果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

云担任名誉主编，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王国强担任主编，集合学术界

主要力量完成。该书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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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做出２０２０年以及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变动与发展
预测，描绘了２１世纪前 ２０年人口发展的目标、图像、发展战略和决策选
择，受到人口学和各界的普遍赞誉，起到了科研成果为实践服务的良好

作用。

３国家于２００４年启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学界学者积极参与
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该项研究由国务院有关领导亲自领导，动员了３００多位各方面的专家参
加，设立了４０多个子课题，人口学界同志分别参加了不同层次的研究。有
的参加全国人口发展战略总报告的起草，有的承担不同的分报告；更多的学

者参加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一些省、区、市等的人口发展战略研

究，承担了其中主要的研究任务。目前总报告和各个分报告初稿已经完成，

这是人口学界和相关各界广大科学工作者，为 ２１世纪的中国人口和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的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贡献。

４２００３年春我国部分地区 ＳＡＲＳ流行，由此引起对人口健康的普遍关注
和研究的广泛开展

北京大学人口所承担的国家 “９７３”人口健康项目，对出生缺陷干预等
做出深入研究；在人口健康理论和方法、生殖生育健康、健康老龄化、人口

质量———出生缺陷干预、艾滋病和性病等的调查研究中，取得某些突破。郑

晓瑛、宋新明 《健康人口学定义界定和内涵研究》的发表有一定代表性。在

国务院领导亲自主抓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中，有人口专家参与作

为２０项规划之一的 “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人口学界有关专

家积极配合开展学术咨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围绕人口健康方

面的研究已形成新的 “热点”，研究领域的拓宽和重点、难点的不断攻克，

开辟了人口学研究新的领域。

５人口与劳动就业研究，取得滚动式研究成果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适应市场经济和人口变动与发展的新形势，一方面

肯定我国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取得的很大成绩，每年安排的就业人数不断增

加，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直到 ２０２０年劳动年龄人口每
年有增无减，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开展与时俱进的研

究，具体分析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探索解决的途径，为政府解决就业

问题献计献策，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蔡窻主编的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绿皮书），由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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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献出版社每年编辑出版一本，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６民族人口研究有新的起色，系列研究成果引人瞩目
“五普”为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少数

民族人口研究重又活跃起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家民委经济司共同承

担的 “五普”国家级重点课题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各族人口的变动》研
究，完成 《报告》，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地总结了自１９９０年以来
各民族的人口变动，做出全面的阐释。列入国家社科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的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由彭云任名誉主编、田雪原任主编

和高春燕任常务副主编的 《中国民族人口》第一、第二、第三部，包括近

３０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自成一卷，内容涉及民族起源和人口数量、质量、
结构等主要方面的专著，已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第六届中国民族

图书奖一等奖；后三部书稿 （初稿）也已基本完成，全书总字数在 １０００万
字左右，是一部工程浩大的民族人口专著。

此外，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统计与信息

化、人口研究国际比较等方面，也发表了若干较有影响的论著。如在北京召

开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国际学术讨论会，集国内外知名专家分析报告于一

体的 《文选》，即将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

托项目、由路遇研究员主编的 《新中国人口五十年》，已由中国人口出版社

公开出版发行；辜胜阻、刘传江的 《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王

桂新等的 《区域人口预测方法及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国际人

口比较研究室的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人口政策演进的比较

研究》等，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人口科学的研究成果。

（二）科研、教学机构和队伍得到恢复且有新的发展

由于 “九五”期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再资助中国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等

原因，人口学科研、教学机构和队伍受到冲击，先后有几个人口研究机构撤

销或合并了，人才流到相近学科，感到整个学科人气不旺。经过几年的震荡

和调整，不仅留下来的机构和队伍巩固了、发展了，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新的

科研、教学机构，科教人员也显著增加。特别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中央把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作为人口计生委

的一项工作职能确定下来，对人口研究的指导和支持增强了，从国家人口计

生委到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调整和重新组建了必要的人口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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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市人口计生委，成立了 ５个相关的研究室；湖南省则在原有基础上，
调整和重新组建了１０个人口研究所，分布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有关党
政机关，人口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受到高度重视。

与人口学科研和教学的发展相适应，研究生培养取得较大进展。原来全

国人口学博士点只有十来个，“十五”期间新增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

学、浙江大学３个博士点；硕士点增加更多一些，增加了十来个。一方面具
有博士、硕士授予权单位增加较多，另一方面原来的博士点和硕士点的规模

在扩大，招收的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加。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２００３年硕士生
入学人数为１７人，博士生为８人；２００４年硕士生入学人数达到２８人，比上
一年增加了６０％以上；博士生入学人数１０人，比上一年增加了２０％。如果
说，受市场需求影响纯人口学研究生增长还相对有限的话，那么同市场经济

关系密切、具有较大需求量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生的发展，堪称

速度惊人。２０００年初，全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点仅有 ４所高校
（人大、南开、复旦、武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增加到包括吉林大学、

新疆大学、青岛大学等１４所；拥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点的高校，
则已接近３０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点列在
理论经济学科，但是大部分学科点主导教师来自人口学，多数博士点、硕士

点设立人口研究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和硕士点的迅速增加，既

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同这几年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研究升温有关；也

同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机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从事人口学科研和教学队伍谋

求交叉学科的新的发展相关联，更体现人口学具有交叉、边缘和综合学科的

特点。

在科研、教学机构和队伍不断壮大情况下，人口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

加，质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如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前期，国家社科基金批
准的人口学立项课题仅有四五项，后来增加到 １０项左右，２００４年则达到
１７项，增长的幅度很大。又据统计，２００１年全国主要报纸杂志发表的人
口学论文数量为１１２３篇，２００３年增加到１４６１篇，增长了３０％。论文质量
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人口学杂志发表的文章的规范性显著提升了。现

今主要的人口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包括内容摘要、关键词、脚注、参考文

献、作者介绍等，都有较大改进，更加规范和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了。一些

杂志注意降低差错率，并在开本、纸张、印刷等环节上加以改进，杂志的

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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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科研单位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比较优势逐渐

明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同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和实施计划生育的

基本国策有关。其结果，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控制

人口增长的必要性、人口政策的可行性和未来的决策选择等问题上来。毫无

疑问，一定时期这样的集中研究推动了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然而也产生了

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人员、研究问题和研究成果的大量重复，

甚至有不少是低水平的重复；二是另有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却得不到相应的

研究，或者虽有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两种情况不仅造成人口学研究重复劳动

和效率不高，妨碍着研究的深入，而且形成各科研单位没有自己比较擅长的

领域，研究趋同至少是研究特色不明显的缺陷。面对这种缺陷，结合 “九

五”期间的人口学科研和教学调整，一些单位开始思考研究方向、重点和建

立本单位学科优势，进行有计划的科研和人才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一

些较大的人口研究所明确，除了应具备一般的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力量外，

重点应向本单位擅长的领域进军，培养和树立学科优势。经过几年的努力，

收到比较明显的成效。如人大人口研究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人口学、人口城

市化、老年人口学等方面，逐渐建立起一定的学科优势；中国社科院在人

口与劳动经济相结合研究显现自己的特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年龄

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北大人口研究所

在加强传统人口学研究的同时，更侧重生殖健康、人口健康方面的研究，

承担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在出生缺陷干预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共性寓

于特殊性之中。“十五”期间在人口科学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一些主

要的人口研究和教学机构如何办出特色，如何强化和发展学科优势，不仅

对这些机构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人口科学的总体发展，产生并将继

续产生重要影响。

（四）基本理论研究取得新的成绩，提出并论证了某些新学科

建设的理论框架

　　尽管 “十五”期间人口学基本理论建设还不令人满意，有待加强，不过

还是获得较大发展，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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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结束了近 ２０年没有系统的、包括可用于教学在内的人口学专著的
局面

集学术界１７位学者科研和教学研究成果于一体的 《人口学》，于 ２００４
年公开出版并发行。该书由田雪原主编，翟振武、李竞能副主编。最早是列

入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中的一卷，然而 “全书”总编委会并未对该书给

予更多帮助，全凭主编、副主编积极运作，学界有关学者艰苦奋斗３年写成
是书。《人口学》在吸取西方科研成果合理成分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

创新，构建了以人口学对象与方法、人口过程、人口结构与特征、人口与发

展 “四大支柱”为支撑的理论体系。各章节内容注意吸收当今国际研究的最

新成果，力求站在学科前沿；同时也考虑到我国人口科学恢复和发展的历

史，结合以往的研究做出有一定自己特点的阐发。并结合目前我国仍为世界

第一人口大国和人口基本国情、基本国策的实际，尽可能做出理论联系实际

和通俗一些的阐述。该书不仅作为学术专著解决了人口学教材缺乏的困难，

已被许多高校指定为攻读人口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教材，而且为实际部门

提供了较为规范化的蓝本，起到推动人口学科向规范化前进的作用。李竞能

编著的 《人口理论新编》，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较系统地评介了不同历

史时期各学派的人口学以及与人口学相关的理论，阐述了某些新的观点。此

外，张文贤的 《人口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编著的 《人口与经济发

展研究》等，也阐发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和某些新的学术观点。

２提出和论证了一些新的与人口学交叉和边缘学科
前面提到，自 ＳＡＲＳ在我国部分地区流行以来，人口健康备受重视，从

引进健康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含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

会状态完好三个基本的方面，到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对出生缺陷进行大规模

的调查研究，当前已发展为健康人口学学科之势。近年来，作为一门新兴学

科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很快，如杨昌明主编的 《人口、资源、环

境经济学》、张象枢的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相继出版，为学科建

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围绕生育文化、人口文化研究，将生育和人口纳

入文化视野，或者反过来说将文化纳入人口学研究范畴，近年来推出一批较

有分量的论著。如潘贵玉主编的 《中华生育文化导论》，２００１年由中国人口
出版社出版；《婚育观念通论》，２００３年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人口文化
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推出 《人口文化通论》等几部新著，向着可能成为独立

分支学科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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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的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口学科从 “九五”低潮中走出来，迎来 “十五”比较迅速和健康的

发展，目前的形势是好的，甚至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在科研成果质

量、队伍建设、规范化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需要认真加

以研究和解决。

（一）虽然科研成果的数量年复一年地往上增加，但是质量却

不能随着 “水涨船高”，真正高质量的精品力作不够多，存在某些

浮躁情绪，对外学术交流也有待加强

　　论科研成果数量，无论专著、论文还是研究报告，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表面看起来相当繁荣。不过对成果进行一下分析，就会发现，无论基

本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学术质量较高或者对策研究针对性强、分析有

力、政策建议可行性强并能产生预期成效的成果不是很多。这几年，重复研

究的低水平成果有所减少，可喜可贺；但远没有绝迹，部分研究主要是对策

性研究仍旧有许多是大同小异，给人以低水平重复之感。“精品”出版了一

些，可是 “精品”数量还不够多，“精品”精到何种程度也颇值得推敲。极

少数被专家鉴定或通讯评审推荐的 “精品”，实则很一般，甚至是错误百出

的平庸之作。社会上炒作之风也波及包括人口学在内的学术领域，随意拔

高，不负责任地吹捧，助长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滋长了不做调查

研究、闭门造车、不求甚解、粗制滥造的学风，在部分青年学者中造成的影

响尤其严重。此外，由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停止对华科研和教学资助等原因，

这些年派出留学、合作研究和参加会议、访问交流等有所减少，从长远发展

看，有待改进和加强。

（二）虽然近年来科研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然而脱颖而出的

中青年学者却不多，这同市场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五”期间，无论人口学科研还是教学队伍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为
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人口学不招本科生，只招收研究

生，人才来源受到一定限制。更为重要的是，纯人口学研究生毕业后市场需

求有限，除各级国家机关有一定数量的需求、高校和科研单位有一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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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与专业对口单位不多，就业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部分在校人口学研究

生选择职业时，向着相关甚至不大相关的部门和单位流动的现象。而留下来

从事人口学研究或从事人口事业的研究生，有的并不十分安心，有的虽比较

安心但鉴于工资等待遇上的差别，也不心甘情愿地去坐 “冷板凳”。这种情

况严重地妨碍着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也妨碍着人口科学健康与可持续的

发展。

（三）虽然近年来人口学基本理论研究有所加强，但是还比较

薄弱，对广大科研、教学和人口计生工作者来说，应用的规范化

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前已叙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研究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同国家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有关，相当多数的科研

和教学人员是从原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甚至是数学、外语等专业转业过

来的。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有的到国外攻读人口学硕士、博士学位，有

的利用出国访问、合作研究和做访问学者机会，较好地补上人口学这一课。

而多数人并没有机会补上这一课，而是凭借原来同人口学相近学科知识，进

行人口学研究和教学的。这就从根本上铸成科研和教学的某些非规范化。从

事人口计生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实际工作的同志，有的经过一定的人口学培

训，有的至今尚没有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训练，规范化更谈不上了。在某些新

闻媒体上和一些重要场合，常常听到和看到对人口学概念、方法和基本理论

的随意解释，造成误解，使人 “一头雾水”。就是在人口学界，至今也还存

在某些非规范化的研究和教学。因此，学科组同志建议全国社科规划办，能

够单独立项，加大资助力度，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四）虽然人口学内外交流不断，但是国际交流有所减少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代前期，各研究单位
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时，规定选送留学生、合作研究以及出国考察交流

任务，专款专用，国际交往频繁；二是那时人口学在中国尚处在创建阶段，

引进、消化和吸收需要较多的往来，来华专家定期讲课也比较多。现在情况

有所不同。一是西方国家关于人口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国内学者已经掌

握，有的在结合中国实际应用中还有所创新，以学习和吸收为主要目的的交

流积极性有所减弱；二是没有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专项费用支持，无论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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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学术交流，还是请进来的国际交往，都受到经费的限制。这说明，尽

管国际交流一定程度的减少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对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毕竟有着某种影响，不利于及时把握国际上人口学学科

前沿和学科建设的最新动向。

三　未来发展趋势和 “十一五”重大选题建议

“十五”期间人口学科研和教学取得的显著成绩，有的人士称为人口科

学发展史上扎实推进的最好时期，为未来特别是 “十一五”的继续发展打下

基础，有望把这种良好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

（一）从人口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看

１来自政府方面的有利影响会不断增强
自１９９４年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中国 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

书》发表以来，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五个方面，人口居其首。中国又是目前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首

先受到重视理所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以来，任何一个发展目标都同

人口状况密切相关，同人口的数量、素质和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口

变动和发展情况同样备受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现代化建设主要驱动力来自人力资本，和谐社会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等基本思想的确立，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人口问题。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

家人口计生委后，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人口科学研究位列其中，也为人口

科学的发展营造了客观的有利环境。

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高度重视
自１９９７年人口学作为全国社科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的一门独立学科以

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同志给予了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实际的帮助，对促进

人口学科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仅立项的数目大为增加，而且有可能

从时间和空间上全面考虑人口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布局，以及在发挥比较优势

下的尽可能平衡的发展，有力地促进、扶持了中西部人口研究和人口学学科

建设。实践证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和规划办，从中国人口多、底

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出发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和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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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起到实际的推进作用。

（二）从人口学科内部环境看

１经过 “九五”期间的调整和 “十五”期间比较健康的发展，科研机

构和教学队伍有可能呈稳定发展和逐步上升的趋势

目前，全国各类人口研究机构超过 １００所，虽然人数多少、素质高低、
结构是否合理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看比过去大大加强了，科研和教学能

力大大提高了，结构不合理状况也有较明显的改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

前已叙及，规模比较大一些、人才素质相对高一些、影响力相对大一些的研

究机构，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优势开始得到发挥，为未来的健康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２随着广义人口转变向纵深发展，研究重点和研究空间的扩展将更加
明确

前面提到，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中心或重

点，主要围绕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战略、人口政策决策选择进行，无疑

这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但是进入 ２１世纪以后，一方面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仍然不能放松，开展实现人口零增长和将来全方位适度人口目标的研究仍是

重要的课题。另一方面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
列，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变得狭小了；世纪之交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人

口增长势能减弱许多；人口流动和迁移增长迅速，人口城乡结构大致达到

“四六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当前已经到了非解决
不可的地步；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原来提出的 “小康”

水平 （对照 “全面小康”笔者称之为 “前小康”），并且要加快向全面小康

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过渡，人口问题的全面解决必须深思熟虑地考虑到这

诸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将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既要强调人口主

要问题的解决，又要兼顾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相互之间的制约和渗透；既

要考虑到人口自身各方面的协调和良性发展，也要高度重视人口与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从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发展目标和奔向现代构建和谐社会总的发展目标。如此，进入 ２１世纪以
后的人口科学研究领域大为扩展了，边缘和交叉研究要求更高了，借鉴发达

国家人口变动和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迫切性更强了。可以预料，２１世纪
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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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五”重大选题建议

基于上面的认识，人口学科 “十一五”重大选题，提出以下１９个项目。
１人口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同人口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我国未来人口数量

变动、城市化进程、不同年龄结构和收入群体、代际关系等的新变化，对构

建和谐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引起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何应对

等，需要在进行广泛社会调查基础上，做出深入的研究。

２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
以前这方面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果，需要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

建设实际，深入探讨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情况下，人口的变动和发展

如何与经济由高耗、低效向低耗、高效转变相适应，如何实现广义的更深层

次的人口再生产的转变和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３“人口红利”与 “人口负债”关系研究

目前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黄金时代”带来的 “人口红利”研究较

多，发表不少成果；关于 “红利”过后的 “负债”研究刚刚提及，然而该

项研究直接关系到２１世纪中叶及以后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需要
做出超前一步的研究。

４人口转变与人口健康研究
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还

将进行下去，人口的年龄结构将进一步趋于老龄化和高龄化，发达国家已经

经历过的 “少子高龄化”也要在我国发生，甚至可能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严

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口发病和死亡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医药、卫

生、保健、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必须将人口健康纳入这样的视野，做出更

符合实际的超前研究。

５流动人口聚居社区与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联合国人居署２００３年发布了 《贫民窟的挑战：２００３年全球人类居住

状况报告》，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由于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猛增而使

贫民窟与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某些国家，已成

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我国在加速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这一问题已开

始显露出来，需要借鉴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展与时俱进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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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迁移本来就是一种发生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现象，人口迁移的发

生将影响两相关区域 （迁出地、迁入地）的 “人地关系”及经济发展。在

近年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扩大的情况下，开展本选题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

意义。本选题要考察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因素、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及规模

分布、移民属性特征，分析人口迁移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后果，探讨并提出人

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以及促进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政策建议。

７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家庭关系研究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子女已经步入成家立业的年龄，父母与子女两

代家庭的内部关系成为婚姻家庭的主要内容。独生子女家庭有其特殊的家庭

结构，是传统家庭结构模式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源分

配、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往研究显示，当今社会离婚率较高，单身家庭增

多，孙子女与祖父母组成的家庭新特征等问题。本课题在这些已有成果基础

上，重点研究由独生子女增多引起的父母及整个家庭发生的变化，对家庭结

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应对的决策选择。

８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未来二三十年将有超过上亿农村人口转变

为城市人口。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要通过何种途径转变为城市人口，

他们将主要流向哪些城市，中国的城市系统怎样才能容得下这些未来新增加

的城市人口，目前农村转移人口在城乡之间以及向城市体系不同层次城市的

集聚是否合理，如何使中国的城市体系适应加速发展的城市化等关系城市化

的健康、持续发展及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迫切需要深入研究、

合理规划、科学应对。

９新时期生育政策研究
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引起的人口老龄化，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引起了政

府的注意，有些地方法规也修改了生育政策。但是，全国性的人口政策不仅

针对的客体更加复杂，而且产生的后果也将更长远，需要很好把握地生育政

策的长期性、稳定性和科学性。本课题主要研究生育政策的理论框架；中国

生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控制和评估理论分析；中国生育政策调整与否的理

论阐述和实证分析；已经调整生育政策地区的政策效果评估；未来生育政策

的合理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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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素质研究
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入 “三低”阶段以后，标志着我国人口增长跨过了一

个分水岭，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在人口控制较好的地区人口和计生工作重

心开始向提高人口质量转移，如果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步伐放

慢，而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势必对人口素质产生某种影

响。在稳定低生育率的基础上来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提高

农村出生人口素质、文化教育素质，这在当前医药、卫生、教育等资源分配

存在较大差异情况下，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素质的研究具有攻坚的性质。
１１迁移、流动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 １４亿人，其中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者达到

１２亿人左右，数量如此庞大。以青年和成年为主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
城镇，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累进式加深，出现大量的农村老年留守群体，给

农村养老保险等诸多老龄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困难，需要适时开展研究。这

项研究既涉及农村 “三农”问题的解决，又关系到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是关

系到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１２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引起广泛重视，也进行了较多研究。

然而这方面问题的解决却不尽如人意，需要开展从出生性别比到总人口性别

比，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西部人口性别比更广泛、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１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研究
东北地区凭借着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资源和邻近苏联的优势，较

早地建设成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开发，目前东北地区的

资源优势已经基本丧失，环境破坏严重，人口也增加许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过程中，如何发挥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方面的优势，避免和克服某些方

面的劣势，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换代过程中，如何谋求人口与资源、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进行综合性较强的研究。

１４西部开发与人口、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研究
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部地区总体上较低的人力资本积聚，

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开发和发展的 “瓶颈”。因此，深入研究西部省、

区、市的土地、森林、淡水等可再生和石油、矿产等非再生资源和环境的人

口承载力，科学确定西部各省、区、市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促进西部地区人

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课题。

１１４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１５人口统计方法与问题研究
目前人口学专业使用的人口统计学教材，大都是十几年前编著和出版

的。期间国外人口统计分析方法有不少发展，我们需要及时更新，吸取最新

研究成果，编著和出版新的人口统计学教科书。人口统计中出现一些新的问

题，特别是数据资料的准确性问题等，需要进行探讨和研究。

１６重大人口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应用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缘、交叉学科发展迅速，这在人口科学中得到充分

的体现。不但哲学、文化、政治等过去很少涉足的社会科学某些学科涌入人

口学领域，而且数学、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也大举向人口研

究发起 “攻击”，并且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开展重大人口问题的跨学科研

究，不仅是研究和解决我国现实人口问题的需要，而且也是学科建设发展的

必由之路，需要大力加强。

１７人口学术语使用规范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经过近 ３０年的比较迅速的发展，前已叙及，无论在普及

还是在提高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当前的问题是，由于从事人口和计生工

作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学科背景不同，对人口学掌握的程度不同，在理论和

实际工作中，规范化的人口学的应用存在某些问题。可考虑在人口学教科

书、辞书等方面做出高质量和实用强的基础研究，推动人口学术语的使用，

进一步走向规范化。

１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涉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

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体现了各门科学的相互渗透与融

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

完整的基础理论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建立需

要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将有关学科贯穿到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

１９人口社会学研究
和谐社会的提出，推动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人口

学研究也应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做出深入一步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推出既具

有实证研究价值，又有基础理论研究意义的新著。当前崭露头角的，是制度

人口学研究。

（第一部分执笔人：田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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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分　报　告

一　人口社会学

（一）学科简介

人口社会学科探究人口和社会现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

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从人口学的视野看，本研究领域主要从两个方面对

人口现象与社会发展进行阐述，一是运用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人口现

象，二是研究人口动态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国人口与社会领域在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主要以生育水平的变化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促使生育率下降
的对策以及与生育意愿的转变相关的问题，这是学术界对国家人口控制政策

和社会发展的回应。经过 ３０多年计划生育的实践，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态
势已得到缓解，生育态势转变，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引发诸多新的人口社

会问题的产生，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问题、性别比失调与婚姻家庭问题、

独生子女问题等逐渐获得更多关注，从而使 “人口与社会”成为人口学的重

要学科领域。

当前，从事人口与社会领域研究的研究队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高校和

社科院系统从事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全国妇联系统和研究

机构中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人员，以及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研究人

员。此外，党校系统、其他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研究或从业人员也成为本

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近年来有关人口与社会的研究项目不断增加，以 ２００４年为例，当年仅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完成的相关调查研究就有６项。人口与社会学界权威、核
心研究刊物刊登和报道了包括人口性别比、婚姻家庭与生育文化、老龄化、

社会保障、流动人口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论文百余篇，出版的学术专著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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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这些论著对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社会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为社会转型时

期我国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对策建议。许多研究与探讨都突破

了人口学的学科界线，进入了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主流。除此之

外，大量的学术交流在高端研讨会议中展开，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６日在海南
三亚召开的世界家庭峰会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思想火花的碰撞与融合的场

所，促进本领域内研究成果的快速进步。“人口与社会”学科在 “十五”期

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人口与社会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憾。

首先是研究层次特别是研究的理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人口与社

会领域研究的内容都直接涉及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以往进行的研究以现

象描述和对策层面研究较多，理论层面研究较少。随着学科发展，迫切要

求研究成果在有较高的对策性和应用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研究层次和理

论水平。

其次，由于本学科领域属于跨学科研究，各子学科之间的整合性不足。

目前的研究人员来自于人口学、社会学、社会性别、老龄研究等学科，诸子

学科间存在一定的分隔，各自成为一个系统，彼此交流较少，不利于研究成

果的共享与学科综合发展。

再次，研究经费少，研究队伍中青年力量参与不充分。构建和发展和谐

社会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导航标，大量的人口社会研究亟待展开，有限的资

助项目数量与项目经费额度限制了多样性与深入性。尽管诸多基金在项目审

批中特开青年资助项目之门，然而在获得资助的项目之中，青年学者项目比

重较低，研究队伍老龄化。

尽管存在不足，不可否认，近年的 “人口与社会”学科研究硕果累累，

其研究贴合党中央和我国政府提出的协调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谐

的战略目标，更提升了本学科的重要性。

（二）学科前沿研究状况

检索近年的研究成果文献，可以发现本学科领域的几大热点主题，主要

集中在关于人口性别比的讨论、生育率变化的讨论尤其是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生育率变化的回顾性探讨、农村养老保障与贫困问题的讨论、制度变迁对婚

姻家庭和生育的影响、少子老龄化的社会问题、流动人口的文化变迁问题

等，其中人口性别比、少子老龄化等问题成为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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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口出生性别比研究取得新进展
人口性别比问题可以从人口出生性别比、婴儿性别比、年龄性别比等分

析视角出发，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人口出生性别比。

我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
的现象日益明显，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对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的
研究基本否定了原先对于人口出生性别比是由于瞒报、漏报原因而产生的研

究结论，进而指出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主要是由于选择性人工流产所导

致。同时，对于９０年代生育水平和出生漏报率的回顾性探讨，进一步支持
了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不是由于漏报而导致的观点，认为影响人口出生登记

准确率的因素很多，实际上 ９０年代计生工作的大大加强、社会经济的迅猛
发展以及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等均可能导致生育水平的下降。

同时，众多研究也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并难以再有较大下降

空间时，在存在男女性别不平等和男女在社会文化等领域中事实上的性别分

工的条件下，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代价之一。此

外，人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也正在发生变化，与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开始偏好

女孩，而农村人口仍偏好男孩。

２少子化和独生子女成为家庭问题的研究中心
随着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婚姻家庭的形式变化显著，而生育率的持续

下降也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少子家庭是传统家庭生活模式转变

的重要因素，“四二一”家庭结构是我国生育政策的必然产物，是一种特殊

的家庭模式和代际关系的混合体，家庭代际关系正在从过去多子女的横向结

构转变为纵向结构，使得独生子女夫妇父母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在成为最突出

的矛盾特征。不少研究着眼于分析独生子女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和人格成

长，分析由于少子化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年轻一代人口的主流意识及其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

部分学者提出，少子家庭的存在提高家庭风险性。如若成年独生子女突

遇伤亡，年过中年的父母可能就要 “空巢”后半生。我国是一个有着庞大农

村老年人口的国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 “养老金”和养老保险，晚年生

活基本上要完全依靠子女。老年人寿命的提高，特别是进入高龄期以后，照

料的担子也还落在子女身上，如果此时子女早亡，则养老保障缺失。此外，

成年独生子女大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生，目前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刚刚
进入劳动力队伍，成年独生子女死亡造成家庭投资无法回收。无论城市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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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一方面固然要减少风险家庭的规模和比例，另一方面则要对已经出现

的 “弱势家庭”或者说 “困难家庭”承担起 “计划生育补偿的国家责任”。

３婚育观念和文化的变迁
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变化直接带来了新时期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

迁。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和养育文化的转变更增进了这种趋势的延伸。原先

许多家庭功能不断社会化，一些其他类型的家庭结构形式出现，诸如不结婚

的单身家庭和单亲家庭出现、同居形式的增多、大量 “丁克”、 “类丁克”

家庭等。因此，新婚姻家庭观念与婚育文化对多元化社会的文化适应性等问

题的研究成为中国婚姻问题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

婚育观念变迁研究涉及面较为广阔，研究包括不同群体女性的婚姻家庭

与生育的价值观念状况，例如高学历人群、流动人口的婚育观念、老年人口

的再婚问题、丁克家庭的出现、家庭暴力问题等，均是近年来婚姻家庭与生

育问题领域研究的热点。部分学者比较国际发达国家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研

究显示，当今中国女性的婚姻家庭观念与传统文化下的婚姻家庭观念明显不

同，正日趋国际化。例如，老年丧偶人口的再婚已逐渐被社会文化所接受和

认同，此外一直以来认为的由男性主导的家庭暴力观念在近年的研究中被质

疑，部分学者提出身体暴力在男女双方的比例相近，而家庭冷暴力对家庭生

活的危害备受婚姻家庭专家们的关注。

而另有研究指出，多元化的生活环境对于流动人口的婚姻生育文化产生

了有益影响，流动人口对于都市的文化适应过程，使其在婚育观上迅速地接

受了现代的城市家庭生活观念，缩短了生育时期、延长了生育间隔，同时其

婚姻与流动相结合的特性，又使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研究的内容与城乡二元的

社会文化差异相结合，使其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４应对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实现问题
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社会中日趋突出。由于我

国老龄社会的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之下出

现的，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亟待采取对策予以

解决。

部分学者指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年人数多、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和

老龄化地区差别大的特点。老年人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老

龄政策要把老年人健康作为优先考虑的内容。老龄化速度快是低生育的结

果，应充分利用 “人口红利”为老龄化做好物质准备。老龄政策必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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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必须由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支持。

新的研究表明，原先我们对老年抚养比的分析运用有所偏颇，老年抚

养比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理论老年抚养比与实际老年抚养比存

在严重偏离，理论老年抚养比分析有关社会、经济情况，只会造成分析研

究的偏失，进而可能引起决策的失误，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

因此，理论老年抚养比偏离实际老年抚养比的问题，应该得到人们的

重视。

５养老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和两孩

户子女逐渐离家求学、就业、结婚和迁移流动后，出现了一批以独生子

女和两个子女的父母为家庭成员的中年 “空巢”家庭。研究显示农村新

“空巢”家庭的父母比城市新 “空巢”家庭的父母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进入老年生活阶段，大约相差１５～２０年之间的时间。因此，农村新
“空巢”家庭的父母年龄比城市新 “空巢”家庭的父母要小些，他们的

自我调节能力较强。而为了能让孩子获得较好的职业，父母也更能接受

孩子的离开。

然而这种流动毕竟为养老带来了忧虑，老年人口与青壮年人口分开居住

的生活方式更增加了养老问题。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产

生了很大影响。对老年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显示，父母的需要是决定其居住

安排的重要因素，在老年人尚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的需要也会对居

住安排产生影响。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外出儿子

的增加特别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外出儿子的存在使得父母与孙子女共同居住的

机会显著增加。

６流动人口的文化研究
人口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现实载体和鲜活样本。随着流动

人口的不断增加，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流动使他们成为文化

变迁最直观的代表。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流动不是无意义的，流动着的不

仅是人口，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无论是在流动的启动中还是流动

中的经历，都渗透着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

的取向。研究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深层剖析，揭示了社会的

深层运行机制，揭示了一个社会中的结构、制度、行动者与文化之间相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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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互制约的过程。

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流动人口在大城市中往往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位，而

近年的研究又显示流动人口的贫困不仅仅是由其自身与城市人口在受教育程

度等差异而导致的，流动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形成的人群特定的行为

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等组成的贫

困文化，是致使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十一五”选题建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村城市化，我国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进。在

此过程中，如何解决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将成为 “十一

五”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 “人口与社

会”学科近年来的前沿回顾，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下列问题值得

特别的关注。

１“人口红利”的实现与养老保障研究
研究显示在今后 ２０年左右时间中我国仍将处在人口抚养比较小的

“人口红利”阶段。此研究意义在于在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中，如何实现

红利，并为未来老龄保障做好充分准备，在此阶段合理地调整养老保障制

度，合理安排 “人口红利”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用，缓解以后迅速增长的

人口抚养比带来的压力。目前需要研究的内容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现

状与未来展望，选题可从城乡流动对人口红利实现的影响、短期兑现与长

期实现模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与老年人口返贫、社会抚养的文化与机制

等角度着手。可选择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在步入老龄社会后的社会资源配

置，机制与制度问题，家庭关系，文化适应，整个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

以及个人、家庭、社会与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协调，实现社会的和谐

统一。

２出生性别比研究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造成未来婚姻性别

挤压，以及养老保障等的忧患。国家已在采取多种法律与制度措施，以求在

短期内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目前的研究基本以预测为主，实证研究较

少。因此需要从文化制度影响角度对当前的出生性别比进行研究分析，鼓励

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可选择的课题选项包括在性别比失调

情况下制度与文化对婚姻挤压的应对，例如跨地区婚姻市场，婚姻挤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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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婚姻家庭模式，从历史、文化、社会或人类学角度对传统文化中婚姻家

庭的变迁进行研究，性别结构与男女平等等。

３生育率变动与未来生育政策
我国妇女的总体生育水平已经在较长时期内低于更替水平，除了人口

老龄化以外，学术界对这种低生育水平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影响

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总体目标下，如何根据各地社会

经济和环境资源的状况和人口转变的进程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就成为一个

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人口、社会因素及生育率的地

区不平衡性，研究如何在城市化和人口大量流动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进西部

地区生育转变的完成，并探索东部地区如何适时调整生育政策，特别要吸

取国际经验，研究在超低生育水平下生育率的反弹的可能性和程度、政策

调控的作用等。

４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家庭关系研究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子女已经步入成家立业的年龄，父母与子女

的两组家庭内部关系成为婚姻家庭的主要内容。独生子女家庭有其特殊的

家庭结构，是传统家庭结构模式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资

源分配、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往研究显示如今离婚率较高、单身家庭、孙

子女与祖父母组成的家庭等家庭现象出现，选题可从研究内容上创新，研

究独生子女家庭变化对其父母家庭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和

对策。

５人口变动与构建和谐社会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群体、代际关系等人口现象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政

策、原有经济、社会机制的不适应，从而使原来的社会关系、资源配置方式

失去平衡，社会矛盾增多，将由于不安定因素而打扰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

此时需要更新的政策与机制来调试，构建新的平衡。这就是我们研究人口变

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目标。

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对整个社会各群体变化有一个较清楚的理解，在政

策、制度上避免弱势人群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可选研究课题主要从两个

角度展开，一是各群体的人群构成以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二是对社会排斥

的研究。

（执笔人：彭希哲　陈佳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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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经济学

（一）“十五”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成果

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研究，为人口科学研究最早关注并且是研究最多的

交叉学科之一。众所周知，马尔萨斯在 《人口原理》中提出的 “两个级

数”，就是论证人口在恒常状态下是怎样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一般规律的；

其后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围绕这一命题展开，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二次世

界大战后一度出现的 “婴儿高潮”，使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再度升温，出现

了 “人口压力论”、“人口危机论”、“人口爆炸论”等悲观学派，催生着多

种形式的家庭计划的出台和实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的下降使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对者找到依据，提出生育率下降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

滞缓经济发展，因而要使人口适当增长的乐观学派，使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直

延续下来。这中间较有代表性的学派和学术论著，主要有 Ｆ皮尔逊 （Ｆｒａｎｋ
Ａｐｅａｒｓｏｎ）和 Ｆ哈伯 （ｆｌｏｙｄＡＨａｒｐｅｒ）合著的 《世界的饥饿》，Ｗ福格
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Ｖｏｇｔ）的 《生存之路》，Ｇ泰勒 （ＧＴａｉｌｅｒ）的 《世界末日》，

Ｊ西蒙 （ＪｕｌｉａｎＳｉｍｏｎ）的 《人口增长经济学》，Ｇ贝克尔 （ＧａｒｙＳＢｅｃｋｅｒ）
的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Ｓ库兹涅茨 （ＳｉｍｕｎＫｕｓｎｅｔｓ）的 《人口再分布

和经济增长》，Ｄ麦多斯 （ＤｏｎｅｌｌａＨＭｏａｄｏｗｓ）等合著的 《增长的极

限》等。

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的众民与寡民之争，其实质是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问

题。尽管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史中众民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两种观
点的争论始终不断，直至清朝洪亮吉先于马尔萨斯提出经济落后于人口增

长，用类似马尔萨斯的方法抑制人口增长的主张。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尔萨
斯人口论在中国传播开来，节制主义主要也是从中国经济落后于人口增长提

出限制人口增加的种种主张的。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７年马
寅初发表 《新人口论》，论证的核心是人口增长太快，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

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迎来人口科学发展的春天，

第一批有分量的文章也集中在人口与物质资料两种生产上，从人口要适应经

济发展角度阐明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提出利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

各种主张。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人口与物质资料 “两种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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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大量的研究是结合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实际进行比较研究的，阐述控

制人口增长和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的基本思想。而从事人口科学研究的

第一批学人，多数也是从原来研究经济学转过来的，造就了我国人口科学研

究比较坚实的经济学基础。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持续发展兴起，人口与经济
发展研究领域大为拓展，从 “两种生产”到 “三种生产”、“四种生产”，将

资源、环境纳入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之中，推动着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的不

断深入。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颇宽，论著也很多。近十多年来特别是

“十五”以来，重点研究的问题和代表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人口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加以比较，分析不同历史时

期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杨魁孚等主编的 《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认

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至１９９８年，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３３８亿人，从而
大大减少了用于未成年人口的抚养费用，支持了经济建设，扣除计划生育投

入后的净经济效益，也是极其显著的。

２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
Ｈ莱宾斯坦 （ＨＬｅｂｅｎｓｔｅｎ）创立的孩子成本—效益学说，后经贝克尔

等人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从家庭支付孩子成本和得到效益比较上，阐释生育

行为和生育子女数量的理论。田雪原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中国，并且结合计划

生育对独生子女奖励和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实践，在 《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

—效益》中，提出并论证了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和计算方法，突破

西方仅在家庭范围内讨论孩子成本—效益的局限，为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人口

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３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有的研究成果便阐发了未来二三十年将出现

老少被抚养人口比例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的 “黄金时代”。在此基础上，结合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所做的预测和研究，不
少论著进一步论述了要重视这一 “黄金时代”和 “人口红利”、“人口视窗”

机遇，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 “人口红利”过后，就是以老龄

化加速到来为主要标志的 “人口负债”期的影响，必须在此之前做好应对准

备，尤其是建立和健全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

４人口与就业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规模迅速扩大，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也出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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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失业问题。近年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由蔡窻主编的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对此做了分析，论述了失业、下岗、女职工和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提出旨在加快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提高劳动

力资源的人力资本含量、完善社会保障帮助脆弱群体的建议。

５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有所创新。曾获得 “五个一”工程奖的 《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从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与技术进步、人口地域分布与生产力布局６个
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提出相应

的改革建议。

（二）目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仍然比较活跃，每年都发表相当多的论著，一

般说来，质量也比较高一些。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发展战略和决策，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科学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围绕经济建设展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今后相当长时间也会如此。与

此同时，人口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也获得较大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１尽管人口与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有些研究
也比较深入，然而有些与现实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人口问题，研究得还不够

深入和到位

如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传统的 “重小轻大”的方针如何评价，历史

发展到 ２１世纪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要不要走大力发展超大城市组
带，搞类似纽约、伦敦、东京超大城市圈战略，这种超大城市组带对

ＧＤＰ的贡献率能否在中国重演，人口如此高度集中的利弊是什么等，并
没有研究清楚，行动上却已经出现超大城市急于扩张的倾向。又如，面

对未来一二十年内劳动年龄人口还要继续增长的态势，扩大就业面与提

高就业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怎样解决，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劳动

就业结构与经济技术结构，人口的变动与发展怎样融入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一类难点和 “热点”问题，都有待做出有厚重理论支撑、符合中国发

展实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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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尽管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然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该学科与人

口学、经济学的关系等，都有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学理论研究多从马克思和
恩格斯著作中寻找依据，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 “两种生产”理论盛行，

一方面在当时推动了人口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一学科

体系是否科学，是否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则研究和交流不够。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人口学、经济学新研究成果的涌现，建立

更科学的人口经济学呼声渐高。

３面对２１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建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
口经济学，尚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目前，经济学界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还没有形成定论和较为一致的共

识，循环经济业已提了出来，经济科学发展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经济

学的建立和发展，要走更新、更长的路。

（三）未来发展趋势和 “十一五”重大选题建议

中国生育率经过３０多年的持续下降后，当前正面临总量高峰、劳动年龄
人口高峰、流动人口高峰、老龄化高峰和出生性别比高峰相继来临的时期，人

口与经济研究要把握 “五大高峰”走势，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以

取得最佳经济、人口和社会效益为重点展开，同时，在进行实证研究中谋求理

论创新，推进人口经济学学科建设。特别是以下一些选题值得探讨。

１“人口红利”与 “人口负债”关系研究

目前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黄金时代”带来的 “人口红利”研究较

多，发表不少成果。关于 “红利”过后的 “负债”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而

该项研究直接关系到２１世纪中叶及以后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需
要深入探讨。

２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前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果，需要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在资源短缺、环境

污染加剧情况下，加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３新形势下的人口与就业研究
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的十多年中还要继续增长的趋势，同时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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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依

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形势颇为严峻。研究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形势下的人口与就业问题，是一个需要开展与时俱进研究的

题目。

４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目前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呈 “四六开”格局，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

城市化步伐有望加快，产业结构也要随之进行有效的调整。当前，对大城市

组带的发展持有不同观点，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海三角 （环渤海）超大

城市组带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有待做出科学的估量和前瞻性较强的研究。

５移民经济效果研究
长江三峡移民和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某些移民后果，特别是移民者本身以

及移出地、移入地经济后果怎样，需要在深入实地调查基础上，做出实事求

是的研究，对于西部某些贫困地区村寨式环境移民，其脱贫致富效应怎样，

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执笔人：田雪原）

三　老年人口学

（一）“十五”期间的重要进展和研究成果

１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
随着中央对 “三农”问题重视的加强，学界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也在

不断强化。当前，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和留

守老人的养老问题。

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建设，学者分别从建立的重要性、建设的思

路、当前存在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在论著方

面，相关成果主要有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著的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王东

进的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李迎生的 《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转型———二元

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和宋晓梧的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郑功成主编的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在论文方面，主要有田雪原的 《“二元经

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姚引妹的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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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对策》，谭克俭的 《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研究》等。

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不仅老年人规模大，缺乏社会养老保障，而且随着

我国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导致农村老龄化在不断的加速，

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空间分离，农村出现大量的 “留守老人”。由

于子女的外出，农村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

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 “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研究提上了日程。在

这方面的相关成果主要有李强的 《中国外出农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杜娟

和杜夏的 《乡城迁移对迁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张文娟和李树茁的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杜鹏、丁志宏等

人的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

２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中国政府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特

别是１９８０年正式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以

来，在宏观层面上，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在

微观层面上，造就了一代特殊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小家庭

成为最主要的家庭形式，家庭规模普遍缩小，独生子女家庭正在成为城市家

庭的主要类型。低生育水平、快速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及独生子女化的现

实，引起学者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共同关注。

目前对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独生子女的形成、现状、

未来趋势及其养老的困境和对策建议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１９９６年桂世勋
主编的 《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照顾问题———上海与东京老龄化对比研究》，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高杏华的 《解决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养老问题应遵循的

原则及其对策建议》，桂世勋的 《银色浪潮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关于独

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生活照顾问题的对策与建议》，柳玉芝等人的 《中国城市

独生子女问题》，宋健的 《“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吴元清和

风笑天的 《论独生子女与隔代养老可能性：来自武汉的调查》，乐章等人的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原新的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

人口学视角的分析》。

３高龄老人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最严峻的挑战是高龄化趋势迅速来临，１９９０

年我国的高龄老人为８００万人，２０００年增长到 １１００万人，根据预测，我国
８０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每年以 ５％左右的速度增长，２０１０年达到 １７０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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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２０年，将为２７８０万人，是老龄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高龄老人自
理能力下降，带病老人、残疾老人、丧偶老人、空巢老人增加。解决他们的

供养、医疗和日常护理问题，是摆在个人、家庭、社会面前一项急需解决的

任务。

在我国，对高龄人口的研究开始较晚，大规模的研究主要开始于北京大

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１９９８开始进行的纵向 《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观测

服务调查》。研究主要涉及高龄老人的人口学、社会学、行为心理学、生物

学等方面，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在 《中国人口科学 （增刊）》——— “中国高

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专辑”和 “老龄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专辑”中。

４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类的

必然要求，这也是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生活质量一词是加

尔布雷思 （ＪＫＣａｌｂｒａｉｔｈ）于 １９５８年在其所著的 《富裕社会》社会中首次

提出，６０年代开始广泛使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开始对老年生活质量进
行研究。由于我国对老年生活质量研究开展较晚，因此，对老年生活质量的

定义、内涵、评价指标以及研究的内容等方面还比较模糊。邬沧萍认为，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包括老年人对自己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身心健康、

自身素质、享有的权利和权益以及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客观状况和主观感受的

总评价。陈功和宋新明认为，对老年生活质量的测量应该以主观指标为主，

但同时也要兼顾指标的客观性，王树新认为，评价老年人的指标设置应该注

意系统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

则等。

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关成果有邬沧萍的 《提高对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科学认识和战略对策刍议》，成功和宋新明的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观

性及其构成》，王树新的 《评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指标及原则》，

徐勤的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应注意性别差异》等。

５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

善的结果。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老年人口的高龄

化，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老龄

的发展问题，具体地说，也就是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生产、消费、分配等领

域带来什么影响，如何在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下达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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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即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是什么关系？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对储蓄、消费、技

术进步和社会有什么影响？在我国人口加速老年化的状态下，如何寻求可持

续发展的新思路？田雪原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首先是满足当代人

需要的发展，不能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只是这种发展不应

损害到后人发展的能力，不能建立在危及后代人需要能力基础上。无论怎

样，老年人口应在 “当代人”之列，可持续发展应将满足老年人口需要包括

在发展宗旨之内。邬沧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机遇和挑

战并存，既有对社会有利的一面，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当前尚无结论，关

键是如何去扬长避短。熊必俊认为，老龄化与社会经济是可以协调发展的，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营造有利的人口环境，即适度的人口数量，高素质的人

口和合理的人口结构。

目前，对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相关论著主要

有熊必俊的 《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可

持续发展热点问题系列座谈会”第２期 《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座谈会》

专辑。

６老年女性人口问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发展，老年妇女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

关注。由于男女两性预期寿命的差别，老年妇女人数不仅多于老年男性人

数，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妇女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会越来越大。据刘金塘预测，６０岁以上的老年妇女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８７２５３万
人，２０２０年超过１个亿，２０４０年超过２个亿。老年妇女在规模变化的同时，
内部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８０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２０１０
年８０岁以上的高龄老年妇女人数将超过１０００万人，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４７９万人，
２０３０年达到 ２１０９万人，２０５０年将近 ４７００万。女性老年人因受到生理和性
别、生命历程、文化心理、社会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成为老年人群中的弱

势群体。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是新世纪所追求的目标。如何解决老年妇

女的养老问题，使她们和其他群体一样享受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

便成为人们考虑的重要课题。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老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经济供养、生活照料

和家庭地位等方面。主要的成果有姚远主持的 《人口研究》论坛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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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万孤寡老年妇女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徐勤的 《我国老年妇女问题研

究》，柳玉芝的 《高龄女性老人的现状和我们的责任》，王金玲的 《非农化

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等。

７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城市养老保障制度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实

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也进

行了相应的改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积累模式。但是，由于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退休人员的规模扩大，使养老金支出快速膨胀，

导致养老金入不敷出。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下，如何使养老金能

够可持续的发展，成为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对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学者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转制成本的问题，即从以前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积累模式的转化成本分担问题，包括由谁来承担，怎么样去承担；第

二，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用延长退休年龄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金的赤字

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方面；第三，主要对养

老金运营的体制问题研究，怎样使养老金不断的保值增值；第四，为了给公

共养老金减轻负担，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年金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曾毅等学者的 《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研究》，卢元的 《试论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持续

发展》，柳清瑞和苗红军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推迟退休年龄策略研究》，

李珍的 《关于退休年龄的经济学思考经济评论》，林宝的 《中国退休年龄改

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史柏年的 《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支付》，林义的 《我

国退休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等，相关论著主要有魏加宁主编的 《养老保险

与金融市场》，杨燕绥的 《企业年金理论与实务》，邓大松和刘昌平的 《中

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

８老年贫困问题
随着老龄人口的急剧增加，贫困老年人也日益受到关注。２００３年在京召

开的 “全国省级老龄委办公室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表示，中国目前

已有５００万老年贫困人口。贫困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健
康状况差，收入不稳定。老龄问题的人道主义越来越突出。

２００４年党的 “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在老年贫困存在的情况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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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不被边缘化，如何去有效提高老年收入水平，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老年贫困的人口、社会特征、老年

贫困原因探讨和对老年贫困的建议方面。在重要成果中，论著主要有蔡窻主

编的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Ｎｏ４———转轨中的城市贫困问题》，论文有
于学军的 《中国贫困老年人研究》、《积极预防和治理老年贫困》，王宁和庄

压儿的 《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徐勤的 《城市特困老人———急需

社会保护的群体》等。

（二）目前的学科状况

同国外老年人口学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

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
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主要的任务是控制人口增长，人们关注的

重点不在人口老龄化上，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

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

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龄化问题。进入 ９０年代，随着中国人
口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部分地区进入老年型人口状态。特别

是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上海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学界
也开始加速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现实的到

来，对人口老龄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这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十多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

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为进一步开展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

龄化问题的研究仍然偏重于考察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

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后果

论述较多，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从各自的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如经济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等。

与此同时，国外有关机构也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

学者说，国外过去关注中国的生育研究，而今开始注意人口老龄化问题研

究。由于伴随低生育水平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媒体也开

始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近年来，媒体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相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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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显增加。与以往相比，目前直接和间接从事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机

构和人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现实的环境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十分

有利。

总之，老年人口学学科的现状十分喜人，成果比以往丰富，且呈多元化

的趋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学者

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正表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态势。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

上，老龄研究正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研究发展；在注重老龄宏观问题研究的

同时，加强了对老龄问题微观问题的研究；以相关老龄理论为指导，对老龄

问题的研究全面展开。老年人口学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是在应

用和对策研究上，都在日益走向成熟。

（三）发展趋势和 “十一五”选题建议

综合考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从人口

学的研究视角看，未来５年应当发挥人口学的优势，老年人口学应该在以下
几方面加强研究，如中国人口老龄化中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构建和谐社会，人口老龄化

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人口老龄化与医疗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老

年妇女问题研究，贫困老年人研究，人口迁移流动对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人

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经济状况等。但建议

重点为以下几个题目。

１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背景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即将发布，势必涉及未来人口发展态势。

在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框架下，如何认识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意义在于紧密配

合国家人口战略的实施，为人口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２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评估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国内外学界和媒体

众说纷纭，有时起到误导作用，需要学界做出科学的回答。这一课题既有理

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

３人口老龄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
老年人口是总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看

待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回答这一

问题具有理论意义，也有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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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对老年人口养老的影响研究
目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已经突破１亿人。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导致

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农村出现大量的 “留守老人”。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既关系到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也涉及 “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人口

城市化的进程。

（执笔人：于学军　杜　鹏）

四　人口统计学

人口统计学是人口学的核心学科，它不仅描述和反映了人口学变量之间

的关系和变化规律，也为人口分析、人口研究以及与人口学相关的领域提供

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人口学学科发展的标志。

下面就 “十五”期间人口统计学科的发展、取得的成就、目前研究的状况、

存在的问题和主要薄弱环节，以及 “十一五”时期本学科发展的趋势、重要

领域、发展方向分别进行介绍。

（一）“十五”期间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

人口统计分析学科的发展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口信息和人口统计

分析方法在人口学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二是人口信息收集和

人口统计分析方法本身的发展。

１人口信息和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
与以往不同的是，“十五”时期人口学者和有关的社会科学学者在学术

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使用人口学数据或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使

他们的研究结论更加科学，证据更加充分。他们不仅越来越多地使用和关注

数据，也开始越来越多地重视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可靠性。近年来学者们发

表的关于人口数据质量的论文迅速增加。这是人口学者的一大进步。

中国目前人口数据的提供者仍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政府部门，如统计

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部、全国老龄委员会等。然而，统计部门

和计划生育部门的数据是最有效的，也是人们使用最多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每年一次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为国家的决策和

人口研究提供了基础的数据。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大大地推动了人

１１６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下卷）



口统计科学的发展，人口研究出现比较繁荣和兴旺的景象，并出现大量的、

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人口普查对中国人口学科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

不可低估的。相对而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对人口学科发展起的作用远远不

如人口普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数据不能够及时公

布，特别是国家不公布调查的微观数据，从而限制了学者对数据的使用和数

据的分析。这不仅是国家宝贵资源的浪费，也大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科

学的研究。

计划生育部门每隔５年进行的有关的抽样调查，对于学者们对人口与计
划生育的某些专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近年来的调查

主要包括１９９７年的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和２００１年对１９９７年调查村的追踪调
查。这两次调查对于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妇女生殖健康方面的研究起到了非

常大的作用。从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妇女生殖健康的研究在 “十

五”时期迅速增加。由于数据的可用性和有效性，导致研究的内容得到不断

的深入，研究的方法更为科学。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人们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比较多
的问题包括：普查数据的漏报问题，出生和生育率的估计问题，出生性别比

问题，人口流动和迁移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由于本次人口普查第一次

提供了全国性的住房普查数据、出生地数据和失业人口数据，从而导致人们

开始研究有关的新问题。

２人口信息收集和人口统计分析方法本身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数据收集方法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制度方面

进行过一些探索。比如，在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加入事后质量抽查；在抽样

调查中增加了关于劳动力状况的调查；在某些特定年度增加了一些特定的调

查项目等。同时还对抽样方法、调查方法和调查对象的改进进行了必要的试

点，获得了大量的经验。

（二）目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人口学者普遍认识到了人口统计学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性，尽管一些统

计背景不是很强的学者，也开始注重对人口统计学的学习和应用。但是，由

于没有受到过系统的学习，在对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分析方法的应用上，还时

常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是，人口统计学已经成为人

口学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这意味着，新的一代人口学者，在人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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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开始更加规范、更加科学。

人口统计学从总的来看更多的是一门方法论学科。这意味着，不仅人口

学者，而且将人口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

学、管理学和社会保障等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公共卫生领域，都应该普遍使用

人口统计学的分析方法。然而，相关领域对人口统计学的应用极为有限，而

且各领域的研究生培养中，也很少开设人口统计学的课程。在这方面人口学

者，特别是以人口统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人口统计学科发展目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据收集方面的

问题；二是数据使用或者说分析方法方面的问题。

在数据收集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对常住人口和城镇人口规模的估

计比较困难；抽样框变动频繁；人口数据的内容不能满足政府和学术研究的

需要；政府人口抽样调查方式与行政管理体制不协调；数据在学术研究方面

的使用受到限制等。

数据使用上同样存在很多错误。比如，对非概率抽样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和统计分析，甚至对 “总体”进行推断；对小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推

断；对抽样数据不进行任何显著性检验，利用频数数据和交叉表数据直接做

结论等。总之，很多人口学者不仅缺乏人口统计学的训练，更缺乏统计学的

训练。

此外，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创新性研究近年来并不多见；人口统计学在

近１０年里也没有新的教材出现，是值得重视的。

（三）“十一五”的发展趋势和选题建议

人口统计学为人口学的其他学科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所以它的发展与

人口学的总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未来人口统计学科

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主要包括：①人们会更加关注对中国目前生育率水平的估
计。因为能否准确判断中国目前的人口生育水平，已经成为人口政策研究，

以及国家能否制定科学的人口规划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性问题。②人们会
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分析。尽管出生性别比偏高已

经成为无需进一步证明的事实，但是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真实原因，

并没有真的搞清楚，从而限制了国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防止出生

性别比的进一步攀升。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定量分析方面的工作需要去做。

③流动人口的研究将进一步得到深入。目前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流动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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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的描述上，而对于流动原因的分析还处在比较肤浅的阶段，对人口流

动后果的分析几乎是空白。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的中国人口大流动，对
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深入的分析将依赖人口学的定量

分析模型，以及一些统计分析模型。④老龄问题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以往
的研究过分关注理论和描述性分析，解释性分析十分薄弱。深入的研究需要

借助人口的定量分析方法。

“十一五”选题建议如下。

１人口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从宏观角度对健康进行评价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人口的健康素质

到底怎样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确立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２中国生育率水平研究
中国统计的生育水平极为偏低。尽管有些学者对真实的生育水平进行过

估计，但是由于问题复杂，单一的研究不能保证估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

要专门的研究。

３人口普查相结合和相配套的研究
在中国，人口抽样调查越来越多，人口普查中也开始包涵抽样调查。如

何将二者的优势互补，提高人口调查的效益，使人口调查发挥更大的作用，

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４人口统计学系列教程
目前人口学者使用和教授的人口统计学教材，基本上都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出版的。近１０年来，国外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也很快，中国的现
有教材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急需进行更新。

（执笔人：乔晓春）

五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

（一）“十五”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成果

“十五”期间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成果，集中在以

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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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模式及人口迁移效应的研究
王桂新 （２０００）等主要通过建立多重引力模型和罗吉斯模型，分析了中

国区域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的新

变化；丁金宏等 （２００３）通过研究小区域的人口迁移年龄模式修正了罗吉斯
迁移模型；周皓 （２０００）等人则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区域模式
及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朱镜德 （２００２）通过研
究指出有效乡城迁移不仅对农民有利，也十分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王德等

（２００３）对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进行了研
究；任远、王桂新 （２００３）通过研究常住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指出人
口迁移是城市发展的巨大引擎。杨云彦 （２００３）主要利用户籍人口统计资料
和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做了较详实的分析，并分别推算了

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以及１９５０年以来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强度，人
口迁移的规模和强度度量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比较有影响力的论著有，“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 （王桂新，《人口与

经济》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中国人口迁移研究》 （周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测算与强度分析》 （杨云彦，《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等。

２国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模式的介绍和比较研究、农村城市化问题以及
乡城人口迁移与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的研究

江立华专门研究和介绍了转型期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经验，王桂

新 （２００２）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模式对中国人口迁移和城
市化的道路与模式进行了研究，辜胜阻 （２０００）、秦润新 （２０００）、朱宝树
（２００２）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农村城市化问题，左学金 （２００１）、朱宝
树 （２００４）则深入分析了劳动力乡—城迁移带来的城乡差别效应，杨云彦、
陈金永 （２０００）、王桂新、沈建法 （２００１）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

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就业上存在着补缺、替代关系。此外，蔡窻等

（２００３）在制度和政策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影响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
这方面研究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 《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 （江立华，

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２），《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辜胜阻，刘
传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 （秦润

新，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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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王桂新等，《人口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中、日两国人口分布、
迁移与城市化之比较》 （王桂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 ２期），
《城市化再推进和劳动力再转移》 （朱宝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 （蔡窻、

都阳，《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等。
３关于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生活、就业状况和权益方面的研究与讨论
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农民工就业等权益问题也日渐突

出。许多讨论和研究都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应该让农民自

由进入劳动力市场 （赵树凯，２００３），城市劳动力市场应该尽快消除对流动
人口就业的劳动歧视，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应该享有与城市劳动力平等的就

业权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应该在大城市建立 “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的

最低生存保障体制，解决农民工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李强，２００１）；
应该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分类分层地保障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权益

（郑功成，２００３）；随着农民向城市移动的持续，二代移民已颇具规模，政府
和社会应重视对流动儿童的教育 （段成荣，２０００）；注意针对外来流动人口
子女而形成的边缘化基础教育问题 （赵树凯，２０００）；应建立起完善的适应
社会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体系，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

益 （段成荣，２００１；杨素苹，２００４）。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边缘化的基
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 （赵树凯，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０年第５期）；《农民流动：秩序建设和政策反思 （英文）》（赵树凯，Ｓｏ
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４）；《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状况分析》 （段成
荣、周皓 《人口与经济》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城市农民工的失业与社会保障
问题》（李强，《新视野》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等。

（二）目前的状况与问题

“十五”期间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发展很快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

果，尤其是在城市流动人口和外来劳动力的研究方面，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目前的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中，有几个领域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

１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问题的研究
一个城市究竟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能够吸纳多少流动人口，正成为理论

和实践研究的热点之一。比较具有影响的研究如上海的人口学者彭希哲、王

浣尘、左学金、王桂新等人所进行的对上海市适度人口规模问题的探讨和研

１１７１人　口　学　　　　



究。其中，王浣尘等人侧重于从人口、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来计算人口的适度

规模，而彭希哲等人侧重于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客观要求来研究人口的适

度规模。尽管关于人口适度规模的研究十分热烈，但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

权威结论。

２对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政策的讨论与研究
这是目前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户籍

制度的研究与讨论比较一致，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存在很

大弊端，直接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尽快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打破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速推进人口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促进人口的合理有

序流动。在政策层面应完善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应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

权益保护，保障城市流动人口的人身自由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

等等。

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前述一些主要成果

基本都属于对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而对人口迁移与城市

化基础理论及方法论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即使这些实证研究，对中国流

动人口相关管理制度、农村人口城市化后的就业、居住与社会融合等问题的

对策性研究，以及对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趋势、特征及问题的

前瞻性研究还都明显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加强。

（三）未来发展趋势和 “十一五”选题建议

考察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发展和目前国内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

研究现状及动态，参考国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进展，可以预测，当前国

内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将主要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１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学科一样，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

也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显著进展，但基本都是重实证而轻理

论。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提出

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理论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

导。努力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理论，是指导和推进未来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２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国内人口迁移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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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研究方法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影响取得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

对国内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和描述，进行定量研究

很少，特别是应用现代系统科学及相关技术方法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进行定

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更明显不足。因此，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的方

法论，也是本领域急需开发研究的前沿课题。

３中国人口迁移、城市化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未

来二三十年将有数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将形成古今中外少有的人

口迁移、城市化发展 “世纪大潮”。为了把握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

的人口迁移、城市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特征及可能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前瞻

性、战略性研究。

４中国人口迁移、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不仅与其他一些社会

经济现象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都具有重大影响。人口迁移、

城市化与其他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是否协调，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的运行和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不仅需要探讨人

口迁移、城市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要研究人口迁移、城市化与其他相

关社会经济现象的相互作用及联动关系，以实现中国人口迁移、城市化与社

会经济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 “十一五”重大选题，提出以下建议。

１人口城市化加速发展机制、模式的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但城市化为什么加速发

展，其动力机制、作用模式及发展特征如何等问题都还没有很好的研究。对

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新世纪中国人口城

市化发展的脉搏，促进和实现城市化健康、持续地加快发展。

２政府与市场作用下的乡城人口流动规律与迁移机制研究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人口

流动与城市化的发展要明显受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在这一问题的研究

中，要考察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探讨受此

双重作用的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尤其应重点探讨户籍

制度对人口流动的深入影响，提出促进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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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议。

３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流动本来就是一种发生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现象，人口流动的发

生将影响两相关区域 （流出地、流入地）的 “人地关系”及经济发展。在

近年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扩大的情况下，开展本选题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

意义。本选题要考察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因素、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及规模

分布、移民属性特征，考察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经济社会效应，分析人口流动

与迁移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后果，探讨并提出人口流动与迁移与区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机制以及促进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４未来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规划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未来二三十年将有数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

市人口。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要通过何种途径转变为城市人口，他们

将主要流向哪些城市，中国的城市系统怎样才能容得下这些未来新增加的城

市人口，目前农村转移人口在城乡之间以及向城市体系不同层次城市的集聚

是否合理，如何使中国的城市体系适应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这些问题都事关

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及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迫切需要深入

研究、合理规划、科学应对。

５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不同区域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动力机

制、发展特征及影响后果都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开展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

展的区域差异研究，考察不同区域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发展

趋势及其差异，并根据区域特点，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人口流动

与城市化发展战略，可以为促进全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与和谐社会提供科学依据。

（执笔人：左学金　王桂新）

六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一）“十五”期间取得的成绩与成果

由于有关民族人口的统计没有列入国家经常性的人口登记项目之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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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人口普查，才能知道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化，所以在 “五普”资料公布

以前，总的来说，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有些沉寂，但也并不完全没有。其中，

由田雪原先生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组织了全国的少

数民族人口研究队伍，撰写了全面反映各民族人口情况的大型著作，至今已

出版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了国

家图书民族一等奖。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组织，以陈昌平教

授为首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们，编写了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文化》二卷本

也已完成出版。另外，由沈林等著的 《中国散杂居少数民族统计与分析》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等都可以认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以后，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家民委经济司共同承担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国家级

重点课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各族人口的变动》，全面地总结了从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总量、性别年龄结构、死亡、

婚姻、生育、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分布迁移等情况，该报告已由民族出

版社出版 （２００４），另外，还陆续地出版了一些民族和一些民族地区的专
著。如马正亮著 《甘肃少数民族人口》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肖永孜、陈洁莲等著 《中国仫佬族人口》 （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４），张
天路、黄荣清、张东亮主编 《中国西藏人口 ５０年》 （中国人口出版社，

２００４）等。另外，在国务院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全国及各地
区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的大型丛书中，全国篇中有全国各民族人口

的分析，地区篇有本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情况介绍，相信不久就将出版问

世。其他还有许多有关少数民族人口的研究论文、分析报告散见于各种报

纸、杂志上。

（二）目前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中国是有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的团结与共同进步，是我国
各项事业发展的保证和基础。因此，对少数民族的研究非常重要。应该说，

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研究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

通过研究，我们基本把握了各民族人口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在发展人口理论

和为政府决策上都起到了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人口学其他领域

相比，无论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在研究的数量和深度方面，少数民族人

口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环节。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机构来说，由于少数民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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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多在西部，所以西部的人口研究机构一般都有研究少数民族人口队伍。

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开始，全国人口研究普遍不景气，西部的人口研
究机构更甚，一些人口研究机构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进入新世纪后，东部

的人口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兴旺的现象，但西部的人口研究似乎尚未复苏，所

以，专业的少数民族人口队伍很小，受过专业训练，坚持长期研究、有科研

经验积累的机构和专家更少。另外，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只占少数，少

数民族研究的特殊性，研究难度往往比较大，有关部门对此认识也不足，投

入明显不足。但同时，中国少数民族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已经停止，早婚早育的现象已经普遍减少，人口生育率

大幅下降，有一些民族的妇女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家庭户规模变

小。与此同时，人口死亡率也大幅度下降，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口素质

大大提高。人口迁移强度加大，少数民族人口向中原地区扩散、汉族流入民

族地区人口增加，民族通婚率加大，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加深。当然，也还存

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一些民族的出生性别比过高，一些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出现过早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一些民族的文盲率尚高，适龄

儿童未入学的还有相当数量，一些民族的死亡率还比较高，民族人口统计资

料质量问题等等，有许多内容需要我们深入去研究。

“十五”其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课题有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人

口素质的提高”（黄荣清承担），由于 “非典”影响了实地调查，再加上去

年忙于国务院 “人口发展战略”课题，使课题的完成延误，估计 ２００５年上
半年能够完成。

（三）未来发展趋势和 “十一五”重大选题建议

今后几年，民族人口研究可能会有较大的进步，主要根据，一是为了

建设中国和谐社会，西部的开发，民族问题的研究将受到政府部门和决策

机构的重视和更大的支持；二是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民族人口研究机构

和民族人口研究队伍将有所壮大；三是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为民族人口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四是 ２００８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将推动
中国民族包括民族人口研究的深入。对 “十一五”的重大选题，提出以下

建议。

１民族人口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要探讨，包括民族人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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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问题的研究。

２人口较少 （１０万人以下）的民族人口调查研究
中国政府已宣布，今后几年特别要使人口较少 （１０万人以下）的民族

在社会经济方面有跨越式的发展，与人口较多的民族相比，人口较少 （１０
万人以下）的民族的人口资料较少，需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３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流动和迁移研究
民族人口分布变动、流动和迁移研究，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包

括如民族的变动、演化和民族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这方面高质量的

研究较少、有些甚至是空白。

（执笔人：黄荣清）

七　人口健康研究

（一）人口健康学科发展

人口健康研究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人口健康的研究既含有人口本身发展

规律与疾病关系的内涵，也涉及人口学与健康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学科外

延。至今为止，“人口健康”一词的提出相对较新没有明确的定义。ＥｎｇＥ
等人早在１９９２年就提出了关于人口健康的定义，他认为人口健康是关注人
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影响人口健康的条件和因素，识别发生模式的系统差异，

并通过所得出的知识发展贯彻有关政策与行动纲领来促进该人口的健康和完

好性的一种方法。①

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人口与健康似有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正宗人口

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无不或多或少地涉及人口健康问题，尤其在解释人口现

象及其前因后果时，就不能不把 ‘健康’列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② 也有

学者将人口健康看作是人口研究的新视角。③ 甚至有人喊出了 “健康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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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ｎｇＥ，ＳａｌｍｏｎＭ，Ｍｕｌｌａｎ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Ｆａ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２；１５：ｐｐ１～１２．
罗淳：《人口研究与健康》，载张开宁、邓启耀主编 《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第４３９页。
乔晓春：《人口发展与健康问题：人口研究的新视角》，《人口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人人为健康”的口号。①

在我国人口学界，首先提出健康人口学定义和内涵的是北京大学人口研

究所。郑晓瑛和宋新明２０００年发表在 《人口研究》上的 《健康人口学的定

义界定和内涵研究》，在人口学和健康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康

人口学的定义，认为健康人口学是一门研究人口特征变化和健康转变之间相

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规律的学科。并在回顾国外学者一些相关观点的基础上，

讨论了健康人口学产生的背景、原因、性质和特点、研究内容和范围等基本

问题。② 黄荣清 （２００２）也提出，在２１世纪，医学将从疾病治疗时代转变到
人的健康时代，而人口学也将从人口死亡研究转向人口健康研究。③

２００１年，针对人口学界认为健康是医学研究范畴的问题，郑晓瑛进一步
对人口、健康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提出了狭义和广义健康研究的概

念④。狭义的健康研究更多与生物医学相关，而广义的健康研究则是一个社

会意义上的健康研究，后者的着眼点是在与健康行为、健康政策、服务利

用、健康筹资有关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狭义的健康研究是广义健康研究

的基础。对于学科的发展，郑晓瑛提出健康研究的重点是健康转变的研究，

即包括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型、疾病模式的流行病学转变、健康危险因素的变

化及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健康问题的差异和变化等四个方面，当这

四个方面相互发生关系并形成的结局即是健康转型。

（二）当前人口健康的前沿问题

２１世纪，健康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并与相关学科合作开展边缘学科的研
究。事实上健康问题的研究与人口学研究结合已有了许多方面的实践，无论

是基础医学研究，还是健康转型研究，都涉及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与疾病模

型的流行病学变化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关系的研究。⑤ ２０世纪医学模式从
生物医学模式逐步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强调生物、心理和社会因

素对人类健康的综合作用，突出了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随着人口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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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开宁、邓启耀主编 《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第
５６８页。
郑晓瑛、宋新明：《健康人口学的定义界定和内涵研究》，《人口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黄荣清：《人口死亡研究的展开》，《人口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郑晓瑛：《人口科学中新的研究领域：人口、健康与发展》，《人口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郑晓瑛：《人口科学中新的研究领域：人口、健康与发展》，《人口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性质的变化和对健康认识层次的不断深化，人们观察和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

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

国内人口学界对人口健康的关注肇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国家计划
生育委员会、全国妇联研究所、云南昆明医学院张开宁教授等、北京大学人

口所郑晓瑛教授、宋新明博士等对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的引领性研究；到 １０
年过后的２１世纪初，北京大学人口所郑晓瑛等学者对 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出生缺
陷）问题的关注使人口健康的干预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京大学人

口所正在开展国家科技部９７３项目 “中国人口出生缺陷的遗传与环境可控性

研究”）。同时，对老龄健康的关注肇始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等学者

对 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ｇｅｉｎｇ（健康老龄化）命题的呼吁和多学科研究。到２１世纪初叶，
有关艾滋病、ＳＡＲＳ等传染病与人口健康的研究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迄今为止，大致可以说，人口健康研究已经形成了五大研究领域：

（１）人口健康的宏观研究；
（２）生殖生育健康研究；
（３）健康老龄化研究；
（４）出生缺陷干预研究；
（５）艾滋病、性病、ＳＡＲＳ等传染病与人口健康的研究。

（三）重要研究成果

２０００年，郑晓瑛、宋新明提出健康人口学概念，分析了健康人口学产生
的背景和原因。首先是人口和健康问题性质的转变。人口问题从单纯的人口

数量控制转变成以人口控制为重点，并与提高人口素质像结合；健康问题从

以关注急性病为主逐步转变成以关注慢性病为主，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

们关注慢性病超过急性病、关注患病和残疾超过死亡，关注生命质量超过生

命的长度。其次是健康问题性质的转变。由于生存率提高，人口构成的变

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和医疗措施的发展，人口健康问题的性

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反映在疾病构成上，从以急性病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慢

性病为主。①

人口健康的投资方向和规模直接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尽管国内外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为解决人口健康问题提供了若干项目形式的基础设施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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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的资金支持，但项目目标效果的半衰期较短，所能产生的示范效果也

不理想，造成卫生资源的极大浪费。为此，卫生投资方式和规模与长远期效

果关系的研究成为卫生经济和人口健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卫生管理投

资模式对提高农村人口健康水平的远期效果大于单纯向卫生服务系统的设施

和技术投资的效果，特别是在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卫生管理投资是提

高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和利用能力的一种有效实践。①

人口健康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国内人口学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是从对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的研究开始起步的，并且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例如，１９９４年国内率先成立的云南省生育健康研究会组织多学科的
力量，自１９９５年开始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 “生育健康与社会

科学丛书”一套四本，即 《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１９９５）、《以社区为
基础的生育健康》（１９９６）、《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１９９７）和 《多学科视

野中的健康科学》 （２０００）。其他的重要著作还有陶春芳和萧扬主编的 《中

国妇女生育健康研究》（１９９５）、郑晓瑛的 《生殖健康导论》 （１９９７）、高尔
生和袁伟主编的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１９９７）等。

在健康老龄化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中国老年学学会编的讨论文集 《实现

健康老龄化》 （中国劳动出版社，１９９５）、周丽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老年人口健康评价与指标体系研究》（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３）、中国老年健康
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 《健康长寿影响因素分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等。

（四）“十一五”选题建议

１人口转变和人口健康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
中国同时面临社会转型、人口转变和健康转型，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

键时期。关于人口转变研究和人口健康研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是较少关

注到人口转变和人口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伴随着我国人口和健康转变

的过程，需要对不同人口特征人群的健康状态和健康相关行为进行研究，探

讨卫生保健服务和利用中的具体问题，关注人群的人口特征如何影响人群的

健康状态、健康相关行为以及卫生服务利用，反过来人群的健康状态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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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为如何影响人口的这些特征，从而为人口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新

的认识和决策依据。

２出生缺陷干预的环境控制研究
北京大学正在山西等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出生缺陷干预的环境控制

需要在多区域进行。不同的地区需要不同的环境控制模式。通过比较研究，

逐渐覆盖不同类型地区并总结出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地区经

验模式。

３新发传染病对人口健康的影响研究
ＳＡＲＳ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发展的脆弱性，教训非常深刻。

ＳＡＲＳ、ＡＩＤＳ等新发传染病的威胁一直存在，对人口健康影响巨大。由于新
发传染病出现突然，传播速度快，具有影响大、诊治困难，还没有特别经济

有效的治疗手段等特点。因此，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展开针对性研究，尤

其是新发传染病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具有很现实的重要干预意义。

４人工流产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研究
人工流产是目前避孕失败的普遍补救措施，一些研究发现人工流产对妇

女生殖健康的影响是负面为主。还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工流产对什么年龄

的妇女负面影响最大，多少次人工流产对妇女的负面影响最显著，人工流产

导致丧失生殖能力的比例有多大，人工流产的政策导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５流动人口未婚人群的生殖健康社会干预研究
现在流动人口未婚人群的生殖健康作为 “桥梁人口”正在成为影响或者

保障 “人口安全”的关键人群。他们的生殖健康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他们自身的健康储量、生活满意度，影响着国家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成功实

现。但目前的情形是，流动人口未婚人群普遍缺乏生殖保健的知识、预防性

病／艾滋病的知识、避孕知识和技能等的教育和环境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
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如何建构一个 “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安全网”已经成为新的

时代命题。

（执笔人：郑晓瑛　陈　功）

八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当前，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人口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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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该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

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十五”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成果

在１９７２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
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１９７８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正
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

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介绍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成果。但是，当时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更关注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对可持续发展

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２１世纪议程》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我国开始重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１９９４年
３月中国政府发表了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提出了我国实施人口、经济、资
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此后，学术界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兴

未艾。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

定》中，中央提出了 “五个坚持”、 “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特别是提出

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人口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十分突

出。２００４年我国人口已超过 １３亿，淡水、耕地、森林、能源等资源严重
不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人口、资源、环境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而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短缺，生

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人口膨胀对资源和环境造成

的影响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首要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多次召开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对人口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十五”期间，国内学术界围绕人口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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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础理论研究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多年来有了长足的

发展，但在方法上和基本理论方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特别是一些新

兴的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十分关注人

口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比如，在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研究方面，杨昌明主编出版了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２００２
年）、张象枢出版了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２００４年）等，这些著
作讨论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基础理论等

问题。

２专题性研究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范围较广，许多学者对一些专题问题开展了深

入研究，在人力资源、出生婴儿性别比、土地承载力、资源状况、环境评估

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比如，由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

课题组”完成的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２００３年），杨魁孚、田
雪原主编的 《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１年）、陈百明主编的
《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能力》（２００１年）、《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２００４年）等著作，对一些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挖
掘和研究。

３区域性问题研究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既包含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应用

性，特别是区域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

的研究方向。这方面，西部地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比如，《西北地区水

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共１０卷，２００４年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该系列著作内容分综合报告、省区报告和专题报告三部分。综合

报告论述了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省区部分分别论

述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６省区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概
况、城镇发展历史概况、城镇发展及用水需求预测、城镇发展战略等；专题

部分重点论述了西北地区的苦咸水利用和城镇防洪减灾对策等。另外，以

省、市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人

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等，成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方向。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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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８月，在长春召开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产生

了一些有影响的重要成果。

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２００４年２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人口发展战略

研究成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人口发展

战略课题组由蒋正华同志任组长，徐匡迪同志、宋建同志任副组长。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课题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二

是人口发展态势研究；三是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互动关系的研

究。共设立４０多个子课题，分别由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社科院、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２００多位两院
院士和专家学者共同承担。２００４年底，该项研究基本完成，取得了一批重要
的研究成果。

（二）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目前，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研究比较分散。

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的面比较广，再加上人口方面的因素，研究领域、研

究课题和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二是重大攻关课题研究比较少。人口与可持

续发展方面有一些国家急需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这些课题的研

究需要大量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进行联合攻关，才能够产生对

国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些重大联合攻关

课题的研究还比较少。三是国家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支持还不能满

足新时期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等渠

道，国家增加了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的支持力度。但是，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国家应该进

一步增加对有关重大问题研究的支持，把各种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跨

学科的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

支持。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还不完善。目前，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方法比较多，特别是定量研究方面，还没有形成一种或者几种主流的研究

方法，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提炼。二是人口研究与资源研究、环境研

究在理论上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特别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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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三是新兴交叉领域还比较薄

弱，比如，人口发展与循环经济、人口与生态等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

（三）“十一五”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即统筹城乡发

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

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科学

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十一五”期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的重点课题包括以下方面。

１中国特色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涉及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

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体现了各门学科的相互

渗透与融合。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不仅需要完

整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更需要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建立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

２中国人口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人口是

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手段。在和谐社会目标框架下，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主要问题，未来发展的目标和途径等一系列问题，是人口与可持续发

展领域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

３中国区域人口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我国是一个大国，区域差异性较大，不同地区面临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问题有很大的差别。从区域的角度研究人口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

我国人口学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构建区域人口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对

于人口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４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研究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极限，分析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最佳关系，以及如何有效地规划和利用资源，如何保护环境等问题，是我国

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５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资源硬约束越来越突出，只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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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作为核心要素，才能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不断提高国际

竞争力。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存量，是确立我国未来优势资

源和竞争优势的重要课题。

（执笔人：王胜今）

人口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田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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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其科学研究任务主要是解决如何通过统计数

据认识社会和经济过程中的规律性的方法，包括统计调查方法、统计分析方

法和统计信息技术等三个大的分支内容。

一　“十五”期间统计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推动全国统计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有两个基本系统：一是全国哲学社会

主义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过统计学科组评审社科基金项目，推动统计学发

展；二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和统计学会通过统计科研规划指导处评审全

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推动统计学发展。

“十五”期间，为了繁荣发展统计科学，统计学科组根据规划办的总体

部署，每年认真制订 《统计科研课题指南》，并在设有统计专业的高校、统

计工作部门和统计科研机关认真宣传和贯彻 “指南”精神，对推动统计学科

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５年中，在 “指南”指导下，全

国统计科研人员申报社科基金项目的热情逐年高涨，评审立项的项目数逐年

增加，由２０００年的５项增加到 ２００４年的 ２４项，５年中共立项 ８１项。详细
情况如下。

（一）基金项目立项概况

“十五”期间，统计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２０００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仅５项，且全部为一般项目。２００１年，项目数量增加
到１５项，其中重点项目２项，一般项目１０项，青年项目２项，自筹经费项
目１项。２００２年，项目数量为１８项，其中重点项目 １项，一般项目 １２项，
青年项目４项，自筹经费项目１项。２００３年，项目数量为 １９项，其中重点
项目２项，一般项目１４项，青年项目３项。２００４年，项目数量为２４项，其
中一般项目１８项，青年项目６项。

分析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统计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有 ８１项。
其中，一般项目是主体，其比重始终在 ２／３以上，其次是青年项目。社
科基金项目与其中的一般项目都存在明显增长趋势，２００１年增长尤其迅
速，整个 “十 五” 期 间，二 者 的 平 均 增 长 速 度 分 别 达 到 ３７７４％
和 ４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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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统计学国家 “十五”社科基金项目规模分析

项目

年份

数量：项 比重：％ 增长率：％

重点 一般 青年 自筹经费 总数 重点 一般 青年 自筹经费 一般 总数

２０００ ５ 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２００１ ２ １０ ２ １ １５ １３３３ ６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１ １２ ４ １ １８ ５５６ ６６６７ ２２２２ ５５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 １４ ３ １９ １０５３ ７３６８ １５７９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５５６

２００４ １８ ６ ２４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２８５７ ２６３２

十五 ５ ５９ １５ ２ ８１ ６１７ ７２８４ １８５２ ２４７ ３７７４ ４８０２

（二）基金项目承担单位分布情况

统计学国家 “十五”社科基金项目的承担单位，主要为高等院校与统计

机关。高等院校中既包括经济类院校，也包括部分其他院校。统计机关包括

国家统计局及其直属部门，以及地方统计机关。

表２　统计学国家 “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分布分析

项
目
分
布

项
目
数
量

数量：项 占项目总数比重：％ 项目构成：％

高等

院校

其中

经济类

统计

机构

其中

国家

高等

院校

其中

经济类

统计

机构

其中

国家

高等

院校

统计

机构

重　点 ５ ３ ３ ２ ２ ３７０ ３７０ ２４７ ２４７ 　４２３ ２０００

一　般 ５９ ５２ ４４ ７ ５ ６４２０ ５４３２ ８６４ ６１７ ７３２４ ７０００

青　年 １５ １４ １２ １ １ １７２８ １４８１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９７２ １０００

自筹经费 ２ ２ ２ ２４７ ２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２ ０００

总　数 ８１ ７１ ６１ １０ ８ ８７６５ ７５３１ １２３５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由表２可见，“十五”期间，统计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为
高等院校，在全部８１个项目中占 ７１个，比重高达 ８７６５％。其中，又以经
济类院校和综合大学的经济管理院系为主体，项目数量共有 ６１个，占全部
项目的７５３１％。统计机关承担项目数量较少，全部１０项中８项由国家统计
局承担，分别占全部项目的 １２３５％和 ９８８％。不过，从项目具体构成来
看，统计机关承担的项目中，重点项目比例高达２０％，而高等院校的同一比
例只有４２３％。在高等院校中，项目数量排名居前的单位主要有：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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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统计学院 （６项），厦门大学 （５项），东北财经大学 （５项）。并且，
高等院校承担的３项重点课题中，以上三个单位各有１项。此外，承担３项
课题的高校还包括：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杭

州商学院、湖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西安财经学院等等。

（三）基金项目研究方向分析

统计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包括三个研究方向：①一般理论与方
法；②专题研究方法；③实证研究。按照以上划分，统计学国家 “十五”社

科基金项目中，一般理论与方法方向１９项，专题研究方法方向５６项，实证
研究６项。针对各类研究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方法问题，下面分别简
要评述。

１一般理论与方法
一般理论与方法研究是指对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这类研究旨在解

决某些基础性理论方法问题，其成果可以为多种专题研究提供支撑，具有

较强延展性。如，中国人民大学袁卫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 “现代统计推断

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向书坚教授主持的 “绿色 ＧＤＰ核算
理论与方法研究”；北京大学秦怀振教授主持的 “域及小域推断理论与方

法”等等。

２专题研究方法
专题研究方法指针对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一般理论与

方法研究相比，这类研究具有更强的专题性。因此，其在所涉及领域具有更

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且往往直接服务于实证研究，当然其适用范围相对

较窄。这类研究在全部项目中占有很大比重，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１）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如国家统计局朱之鑫局长主持的重点项目 “中

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司许宪春司长主持的 “中

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蒋萍教授主持的 “非市场

服务产出与增加值核算问题研究”等等。

（２）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如国家统计局贺铿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统计监测方法研究”；厦门大学高鸿桢教授主持的 “中国金

融安全指标体系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庞皓教授主持的 “中国货币与金融统

计体系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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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统计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如东北财经大学邱东教授主持的重
点项目 “中国统计能力评估与统计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厦门大学曾

五一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 “统计调查体系与方法改革问题研究”；国家

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文兼武所长主持的 “新世纪国家统计发展战略研

究”等等。

（４）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如天津财经学院肖红叶教授主持的 “新经济增

长理论与政策选择的计量模型研究”；湖南科技大学肖国安教授主持的 “中

国粮食市场博弈分析及其预测模型研究”；河北大学顾六宝教授主持的 “西

部大开发中 ‘贫困陷阱’问题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等等。

（５）特定社会经济领域统计研究。如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主持的
“我国股票指数产品创新及其风险控制研究”；厦门大学杨灿教授主持的

“中国金融与经济周期的统计研究”；南京经济学院凌亢教授主持的 “中国

城市化进程与质量的统计研究”等等。

这些项目都运用特定的统计方法研究专门的社会经济问题，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当然，上述分类并未涵盖所有专题研究。

３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指运用统计数据验证经济理论，并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解

释，是对前述两类研究的进一步应用。实证研究在全部项目中所占比例较

小，不过在上述分类中，部分专题研究包含一定比重的实证内容。实证研究

项目如，国家统计局邱晓华副局长主持的 “外资利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

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杭斌教授主持的 “制度因素与居民消费行为关系

的定量研究”等等。

二　统计学的研究范围

统计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有学者认为，关于统计学的学理研究起

始于距今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尽管统计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

但直至今天对统计学的性质、研究范围也还没有统一认识。在我国，统

计实践也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但是在现代统计学的学理研究方面却

落后于欧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由于受苏联统计学学术思想的影

响，数理统计与社会经济统计相对立，严重影响了现代统计科学在中国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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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统计学发展的历史梗概

一般认为，１７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 （１６２３～１６８７）是现代统
计学最重要的开创人之一，他阐明了现代统计学的基本性质。１６９０年，威
廉·配第的著名著作 《政治算术》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指出，他希望 “不

用比较级、最高级进行思辨或议论，而是用数字……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

题……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① 日本松川七郎在对这本书

的 《解题》中指出：“配第所谓 ‘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应该不仅意味着

超越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也同时意味着植根于各种现象的内部

联系上面的东西。”② 可见，按配第的思想用数字方法借以考察自然中的规律

是现代统计学的基本性质。威廉·配第还开创了国民核算工作。１６６５年，他
对生产的收入和支出流量进行估算，这是国民核算账户体系的初始思想。

现代统计学在 “政治算术派”基础上不断发展。“政治算术派”与德国

Ｇ孔林 （１６０６～１６８１）为代表的 “记事学派”最重要的区别是将统计学提

高到了 “方法论”的高度。 “记事学派”也是统计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

段，但 “记事学派”关心的是统计数字的应用，而不是统计观察和资料整理

的方法。可以说，在整个 １８世纪，统计学的发展仍然处在实践阶段，还没
有真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在社会与经济统计方面有重

要建树，一些国家相继设立了统计机构。１８６３年，俄罗斯内务部设立了中央
统计委员会；１８６７年，美国商务部设立了国情调查局；１８９０年，英国设立
了中央统计局。由于各国的国家统计机构相继建立，国民经济统计的作用也

日益增长。于是，在国际统计实践中，统一统计观察和资料整理的方法问题

提到了议事日程。至１９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了促进统计实践和统计学术
发展的半官方组织———国际统计大会。

第一次国际统计大会于１８５３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统计大会每隔两、
三年召开一次，历时３０年，先后开了１０次会议，包括１８７８年常设统计委员
会召集的最后一次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政府统计专家、统计学家以及相关的

科学家。与会人数由第一次１５０位学者逐渐增至７００余位学者。国际统计大
会最初是由著名的比利时统计学家 Ａ凯特尔 （１７９６～１８７４）发起并组织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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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以统一统计观察和资料整理方法为主要活动内容。国际统计大会对人

口统计、工业统计和农业统计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对统计科学的发展和

统计工作的改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凯特尔本人在发展数理统计方法方面也

发挥了先驱性作用，他在１８４６年就发表了 《对于精神和政治科学应用概率

论的信》。

后来，国际统计学会替代了国际统计大会。国际统计学会成立于 １８８５
年。与国际统计大会相比较，它的学术性质更为明显。１２０年来，它在现代
统计学的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统计学会的章程明文规定：“国

际统计学会是以发展和改进统计方法，使之在世界各国得到应用为宗旨的一

个协会。”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统计学会的工作重点是社会与经济

统计工作的方法论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１４年前，注意力主要集中
在社会统计上，如劳动统计、司法统计、国民教育统计，等等；１９１８年以后
至二战前，学会历届会议的工作重心是经济统计问题。学会在 １９１３年建立
了国际统计学会常设局，其任务是：①组织学会的工作；②指导学会各专委
会的工作；③研究各国搜集和整理统计资料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统计学会的工作方向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偏重于统计理论。关于社会与

经济统计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如制订统计标准、统计分类、对比分析方法

等，均由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来完成。国际统计学会开始更多地关注数理统

计方法的研究和统计学方法在社会与经济统计之外的各个不同学科领域中的

应用问题研究，逐渐建立了四个直属国际统计学会的常设组织：其一，贝努

里数理统计及概率协会；其二，都市统计协会；其三，国际行政统计工作协

会；其四，国际统计工作应用电子计算机协会。从四个常设组织的职能看，

国际统计学会是 “大统理念”的统计学会。它既重视社会与经济统计工作的

方法论研究，又重视数理统计方法及其在社会经济统计领域和在其他学科领

域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同时还重视计算机技术在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资料

的方法论研究。

（二）现代统计学的研究领域

因为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决定了统计学的交叉性和边缘性，从而

也决定了它的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但是，我们认为，不宜将统计学的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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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界定过宽，如果我们将凡与统计数字有关或使用了统计方法的科学领域都

视为统计学的研究领域，那么，统计学就会走向反面，甚至会逐渐消亡。我

们主张把统计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社会统计和经济统计实践基础上的方法论

范围内，包括统计工作方法和统计理论及方法 （或一般统计方法）。前者是

如何保证统计数据可比的工作性规范 （如统计制度、统计组织、统计标准、

统计分类，等等）；后者是如何获取统计数据，分析统计数据和应用统计数

据的技术性法则 （如统计观测方法、抽样方法、推断方法、统计模型设计及

应用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等等）。工作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对于

做好社会经济统计工作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同时，我们也不赞成将概率

论、测度论等与数学理论更为接近的研究领域纳入统计学的研究范围，它们

应当属于数学领域。一门科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具体、实在，不能让人感到宽

泛无边，更不能使人感到虚无缥缈。科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任务应当一致，

或者说是由特殊矛盾性决定的。统计学的研究任务是解决如何通过统计数据

认识社会和经济过程的方法论问题。具体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领域：

（１）统计调查方法。如抽样调查方法、报表及问卷设计与调查方法、普
查方法和电子调查方法，等等。

（２）统计分析方法。如推断分析、指数理论、国民核算及投入产出分
析、经济计量学及时间序列分析，等等。

（３）统计软件或统计信息技术 （ＳＩＴ）。包括数据库及数据仓库、统计决
策支持系统和电子调查软件，等等。

（三）我国统计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及国际统计学会关注的研究

方向

２６年前，戴世光教授的论文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在争鸣中，中国统计
学术不断发展：一是初步拆除了两门统计学的藩篱，逐渐形成了 “大统计理

念”；二是在国民核算制度上废止了ＭＰＳ，实施了ＳＮＡ，加入了ＧＤＤＳ，中国
统计工作逐渐与国际接轨；三是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经济计量模型方法引

入中国，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统计分析与预测工作，逐渐建立了现代统计

学的学科体系，并且形成了现代统计科学队伍。在统计工作性方法和技术性

方法方面至少取得了以下成绩。

１工作性方法
（１）统计标准、统计分类在主要方面已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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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按抽样法则，在城乡实行了住户调查；
（３）在价格缩减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计算工业发展速度正在取得成

功经验；

（４）国民核算方面在环境核算、非正规经济测算和非市场服务测算等都
有突破性进展；

（５）对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了试验性研究。
２技术性方法
（１）在统计资料的电子整理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２）在测量贫困程度和小康标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３）在抽样技术方面有新的进展；
（４）在非均衡模型及模型导向方面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５）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信息产业获得了创造性成果。
从国际统计学会的活动状况看，１９６０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３２届会议

和１９７７年在印度德里召开的第４１届会议值得认真总结。这两届会议全面讨
论了许多统计学研究的新问题。包括经济计量学、信息论、大样本理论、空

间统计学、统计逻辑学、点过程经济统计、资料的电子整理、统计控制、平

衡表的编制、经济过程的预测、统计能力建设以及进行统计调查的道德和统

计工作者的责任等问题的讨论。同时，这两次会议还讨论了生物统计学和现

代应用数学等问题。

三　统计学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发展情况

作为方法论科学的统计学，其核心内容是统计实务中的工作性方法和技

术性方法。从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分析，近些年来都有长足发展。

（一）关于工作性方法的研究和发展

工作性方法的研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统计标准和统计分类。

“十五”期间，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认真研究了欧洲分类标准和北美

分类标准，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了能与国际接轨的产业分类标准。统计分类

标准的出台，为中国加入世界通用数据公布系统 （ＧＤＤＳ）奠定了基础。第
二，统计制度和统计组织。“十五”期间，在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贺铿、郑

京平等开展了 “中外政府统计体制比较研究”，为建立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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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需要，能与国际接轨的政府统计组织做了较好的理论准备。该研究成

果已形成专著出版，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该书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

内容。

１政府统计体制的分类标准、类型和特点
政府统计工作的组织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统计机构

（ＮＳＯ）对各专业统计工作的管理，即中央 （综合）统计与部门统计的关系，

也称横向关系；二是国家统计机构 （ＮＳＯ）对地方政府统计工作的管理，即
中央 （综合）统计与地方 （综合）统计的关系，也称纵向关系。根据这两

个关系，以国家统计机构 （ＮＳＯ）在官方统计体制中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中
的作用和权限的大小，作为划分各国政府统计体制类型的标准。按此标准，

可以将各国政府统计体制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１）“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国家统计机构在横向 （即对专业统计）

和纵向 （即对地方统计）方面的官方统计工作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为

“专业统计集中、地区统计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

（２）“专业统计集中、地区统计分散”型政府统计体制。国家专业统计
集中于国家统计机构，但是地方统计工作由各地方政府统计机构负责，国家

统计机构对地方政府统计的管理相对松散，一般仅限于业务指导。

（３）“专业统计分散、地方统计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国家专业统计
分散于政府各有关部委，国家统计机构只负责业务指导和必要的协调。但对

地方政府统计机构则实行集中垂直管理，或不设地方政府统计机构。

（４）“分散型”政府统计体制或称 “专业统计分散、地区统计分散”型

政府统计体制。国家统计机构对专业统计和地方统计的管理十分松散，专业

统计工作基本上由政府各部委来管理，地方统计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国家

统计机构在官方统计体制中主要起协调的作用。

由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 （包括统计管理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

一种分类标准都是相对的。现实社会中，很难说某个国家的政府统计体制就

“纯粹”属于某一类型。由于各国的国家结构、政府管理体制千差万别，即

使实行同一类型体制的国家，对专业统计和地方统计管理的集中和分散程度

也会各具特色。

２政府统计体制的共性及其发展趋势
实行哪一类型的政府统计体制，是由各国的国情决定的，与该国的国家

结构、政府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无论实行哪种类型的政府统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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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于统计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使各国政府统计体制在许多方面具有共

性。各国政府统计体制的共性及其发展趋势包括：政府统计的独立性、中立

性和透明性；统计法律体系比较完备；统计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服务渠道的

多样化、服务制度的规范化；国家统计机构的综合协调功能不断强化；注重

政府统计工作的计划管理；注重中央统计局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政

府统计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３中国政府统计体制的现状
目前，中国政府统计体制属于 “专业统计分散、地方统计介于集中和分

散之间”的混合型统计体制。官方统计体系包括两大部分：政府综合统计体

系和政府部门统计体系。政府综合统计体系由自上而下的统计机构或配备的

统计人员组成，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政府部门统计系

统由国务院各政府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组成部门根据需要设立的统计机

构或在有关机构中设置的统计人员组成。国家统计局与政府部门统计机构是

业务审批和协调管理关系，当然也存在不少弊端，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统计体制和统计工作已初具特色。

如：统计工作逐步走上法制轨道；主要专业统计和国民核算开始与国际接

轨；统计数据的传播和对公众的服务从 “封闭式”走向 “开放式”，建立了

多渠道的统计信息发布系统；国际统计交流和合作日益扩大等。

４对我国政府统计体制改革的设想
经过比较研究，结合中国国情，我们提出以下改革设想。

（１）政府统计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包括：与国情相一致的原则，服务
于公众的原则，服务于政府的原则，与国际统计惯例接轨的原则，政府统计

的独立性、中立性和透明性原则。

（２）基本框架及其职能。政府统计应当建立 “专业统计相对集中，地方

统计分散”管理体制。该系统由中央综合统计系统、地方综合统计系统和政

府部门统计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并且，成立全国统计协调委员会，协调中央

综合统计和部门统计之间、中央综合统计和地方综合统计之间、政府统计机

构与统计数据用户之间的关系；研究全国性统计调查计划和协助制定有关统

计法律法规；审查政府统计工作计划及其招待情况。

（３）最终目标。我们希望经过努力和探索，建立一个全新的符合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接轨的、高效的政府统计体制。

下面将介绍技术性方法的研究和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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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调查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１统计调查的内容与组织形式
统计学的真谛是科学地获取、分析与解释数据，而数据的获取是前提。

调查就是使用明确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从总体

的部分或所有单元中收集感兴趣的指标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综合编辑成有用

的简要形式的所有活动。

统计调查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全面调查与非全面调查。全面调查，是

对调查对象总体中的全部个体进行调查。普查就是一种全面调查。我国在计

划经济时代采用全面报表制度获得统计资料也是全面调查的一种形式。非全

面调查，是只对调查对象总体中的部分个体进行调查，包括典型调查、重点

调查、抽样调查等。

相对于全面调查即普查而言，抽样调查的作用可归纳为：

（１）对那些不可能进行全面观察或普查而又需要了解全面情况的客观对
象 （总体），只能采用抽样；

（２）抽样调查适用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和民意测验等。在这类调查
中，总体虽然是有限的，理论上可以进行普查，但由于实际操作的种种困

难，特别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只能用抽样调查；

（３）抽样调查能节约调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大大降低调查
费用；

（４）抽样调查周期短、时效性强；
（５）抽样调查能提高调查的质量。虽然由于抽样调查存在抽样误差，但

事实上，一项调查的误差来自于多个方面，调查数据的质量显得更为重要。

一项经科学设计并严格实施的抽样调查完全有可能获得比全面调查 （普查）

更为准确更为可靠的结果。

２抽样调查设计与推断的研究和发展
抽样调查的基本推断目标是通过调查数据构造总量、均值、比值等总体

参数的估计及相应的标准误差 （抽样方差），更为复杂的描述性参数有域总

量、域均值、分布函数、分位数、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等。

关于抽样调查的统计推断，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四种正式框架：基于抽

样设计的随机化推断、基于模型假设的模型化推断、模型辅助推断以及关于

总体结构的分析推断等。纵览抽样调查的发展史，统计学家们在改进抽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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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统计模型的作用，各种数理统计技术愈来愈广泛地被

应用于抽样调查领域，与传统抽样理论日趋融合。

（１）有限总体上的抽样设计。抽样调查涉及的总体是有限总体，其中单
元都可识别。设总体中共有 Ｎ个不同单元，记为 Ｕ＝ ｛ｕ１，Ｌ，ｕｋ，ｕＮ｝，或
简记为 Ｕ＝ ｛１，Ｌ，ｋ，Ｌ，Ｎ｝。样本 ｓ即是总体 Ｕ中的一个子集。

抽样调查中的变量有三种：研究变量、辅助变量以及协变量。研究变量

就是待调查的指标变量ｙ，它对任意单元ｋ∈Ｕ在调查前都未知，记为ｙｋ。辅
助变量在调查前对任意单元 ｋ∈Ｕ都已知，记为 ｘｋ。辅助变量实际上是一种
设计信息，可用来有效地构造抽样设计。协变量的性质介于研究变量和辅助

变量之间，只知道部分信息，如相关的总体总量等，调查时只对样本搜集有

关信息，但不是推断对象，在估计阶段用来提高研究变量的推断精度，如比

估计和回归估计中所用的协变量。

为获取总体的有关信息，需制定合理的抽样方案，选取对总体具有代表

性的样本进行调查，然后加工样本信息，对总体进行科学推断。抽样调查的

第一步就是设计抽样方案。称所有样本组成的集合为样本空间，抽样空间上

的随机变量 Ｓ为随机样本，它取值于 Ｓ，具有概率分布 ｐ（·），即

ｐ（ｓ）＝Ｐｒ（Ｓ＝ｓ）０，　ｓ∈Ｓ，　∑
ｓ∈Ｓ
ｐ（ｓ）＝１

对给定的抽样设计 Ｐ（·），在具体实施抽样以前，对任意 ｋ∈Ｕ“单元
ｋ被抽中”的概率 πｋ称为一阶与二阶包含概率；“单元 ｋ与 ｌ都被抽中”的
概率 πｋｌ称为二阶包含概率。

一阶包含概率全为正的抽样设计称为概率抽样设计，这种设计能确保每

一单元都有机会被抽到，可以构造总量等参数的无偏估计量。二阶包含概率

全为正的设计能确保有效地构造估计量方差的无偏估计。可测抽样设计是指

一、二阶包含概率全为正的抽样设计。许多常用的抽样设计是可测的；而与

系统抽样有关的设计是不可测的。Ｂｅｔｈｌｅｈｅｍ＆Ｓｃｈｕｅｒｈｏｆｆ（１９８４）及Ｓｅｎｇｕｐ
ｔａ（１９８９）给出了设计可测的充要条件。

利用辅助变量的不等概率抽样有很高的效率，例如包含概率与其规模成

比例的概率抽样 ＰＰＳ抽样，其中尤以不放回的 ＰＰＳ抽样设计，即 πｐｓ抽样设
计更受重视。如何构造和实施 πｐｓ设计是一个长期的公开问题。

Ｈａｎｉｆ＆Ｂｒｅｗｅｒ总结了５０多种不放回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其中典型方法
有 Ｈａｎｉｆ（１９５１），Ｍｉｄｚｕｎｏ（１９５２），Ｂｒｅｗｅｒ（１９６３），Ｒａｏ（１９６５），Ｓａｍｐｆ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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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Ｈａｎｕｒａｖ（１９６７）等。在实际应用中，ｎ＝２的 πｐｓ抽样应用最为广
泛 （通过分层抽样），研究也最为充分。对 ｎ≠２的 πｐｓ抽样方法，由于包含
概率计算复杂、样本抽选麻烦等问题，因而应用相对较少。唯一例外的是

πｐｓ系统抽样，在实际中应用较多，但由于系统抽样是不可测的，因此它的
方差估计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２）随机化推断。传统抽样调查以抽样设计为基础进行样本的随机化抽
选，并应用样本数据进行有关推断，因此称其为随机化框架。这种方法认为

总体中各单元的指标值是固定不变的，随机性仅在于样本的选取，对推断的

评估建立在反复抽样的基础上，推断的合理性和总体结构无关，即使是在复

杂情况下也是如此，至少对大样本调查是这样。尽管在调查的设计阶段也常

常对总体进行一些合理的假设，但这只不过是用来帮助选择优良的抽样设计

与估计量，并且这些假设通常都是非常宽松的，譬如说，假定总体及抽样获

得的估计量服从中心极限定理。

Ｎｅｙｍａｎ（１９３４）奠定了随机化框架的基础，经 Ｃｏｃｈｒａｎ（１９３９），Ｈａｎ
ｓｅｎ＆Ｈｕｒｗｉｔｚ（１９４３），Ｍａｈｏｌａｎｏｂｉｓ（１９４４），Ｈｕｒｖｉｔｚ＆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５２），
Ｓｕｋｈａｔｍｅ（１９５４）和 Ｇｏｄａｍｂｅ（１９５５）等人的发展，随机化推断理论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已相当完善。Ｒａｏ＆Ｂｅｌｌ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０）对抽样调查的早期发展进行
了简洁的概述。随机化推断框架的基本性质是抽样和推断都不依赖总体模

型，因而是模型自由的。正因如此，随机化方法对抽样调查实践中有着巨大

的作用。回顾抽样调查的实践，几乎所有的由政府及民间统计机构开展的主

要调查事实上都采用传统的抽样调查方法，参见 Ｋｉｓｈ（１９６５），Ｃｏｃｈｒａｎ
（１９７７），冯士雍和施锡铨 （１９９５）等。

随机化推断认为，总体单元待调查指标值未知却是客观存在的固定常

数，把推断建立在抽样设计上。如果忽略无回答和计量误差，则随机性主要

在于样本的随机选取。抽样调查中最基本的推断就是总体总量 Ｙ＝∑
ｋ∈Ｕ
ｙｋ或

总体均值 Ｙ＝Ｙ／Ｎ的估计。对总量的经典的估计是 Ｈｏｒｖｉｔｚ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估计。
总量的 ＨＴ估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多优点，因此长期以来
备受关注。在抽样调查的实践中，虽然很多有放回抽样方法是有序样本，但

一般不会对其中的重复单元进行重复调查，常常调查之前就将有序样本简化

为相应的集合样本。因此，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员常常只能看到集合样本数

据。再者，利用 ＨＴ估计可得到进一步的估计，如均值和各种比例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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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等。

（３）复杂样本的方差估计。经典 （概率）抽样的目标量估计及其方差

估计在理论上都已解决，但在实际问题中所使用的抽样方法可能是多种抽样

的组合，估计量也不限于简单的线性估计。复杂样本的方差估计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讨论得比较多的一种技术，其中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随机组方法。这种方法的思想最早是印度统计学家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提出来的交叉子样本方法。

第二，平衡半样本方法。

第三，刀切法与自助法。

第四，泰勒级数法。

Ｔａｙｌｏｒ线性化和再抽样在复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起到了显著作用。利用
Ｔａｙｌｏｒ线性化得到的关于整群抽方差估计和夹心方差估计密切相关。Ｗｕ（吴
建福）回顾了回归分析中的４种再抽样方法，提出了加权刀切法、加权自助
法及刀切—自助法。Ｓｈａｏ（邵军）和 Ｔｕ（涂冬生）系统阐述了再抽样技术，
并专门讨论了它们在抽样调查中的应用。

复杂样本的方差估计是许多抽样调查的软件的主要内容。已有多种相应

的软件包问世，比如利用Ｔａｙｌｏｒ线性化开发的ＳＵＤＡＡＮ和ＰＣＣＡＲＰ，利用再
抽样技术开发的 ＷＥＳＶＡＲ和 ＶＰＬＸＴ等。

（４）模型化推断。模型化推断法认为，有限总体的研究指标值 （ｙ１，Ｌ，
ｙＮ）是某个随机模型 （超总体）的一个具体实现，推断目标是有限总体参

数，但把推断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Ｂｒｅｗｅｒ（１９６３）首先提出依赖于模型的
推断方法，而 Ｒｏｙａｌｌ（１９６３）是模型化推断理论初步形成体系的标志。考虑
超总体回归模型

ｙｋ＝βｘｋ＋εｋ，　ｋ∈Ｕ

其中 ｘｋ是固定的设计变量，随机误差相互独立，并且

Ｅｍ ［εｋ］ ＝０，　Ｖｍ ［εｋ］ ＝ｖ（ｘｋ）σ
２，　ｋ∈Ｕ

在上述模型下，Ｒｏｙａｌｌ（１９７０）建议对有限总体总量采用估计：

Ｙ
∧

Ｓ ＝∑

ｋ∈Ｓ
ｙｋ＋β

∧

∑
ｋ∈Ｕ／Ｓ
ｘｋ

其中 β
∧
是回归系数 β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显然，这种估计以模型预报为基

础，只和样本单元及其观测值有关，而不依赖抽样设计。Ｒｏｙａｌｌ采用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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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计均方误差

Ｍ （ｐ，ＹＳ） ＝ＥｍＥｐ［Ｙ
∧

Ｓ －Ｙ］

２

评价 ＹＳ 的精度，Ｍ （ｐ，ＹＳ）越小，估计越精确。Ｒｏｙａｌｌ考虑了各种各样的
ｖ（ｘｋ），发现最优抽样是目的抽样：选取 ｎ个辅助变量值最大单元入样，而
目的抽样是受到大多数实际调查者排斥的，因为它是一种非概率抽样。后

来，Ｒｏｙａｌｌ又提出了关于模型稳健的平衡抽样法，见 Ｒａｙａｌｌ＆Ｐｆｅｆｆ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８２）。

当模型假设和实际情况相符时，模型化推断比随机化推断更有吸引力，

因为它利用了模型信息，而随机化推断虽有模型自由的优势，但具体到一次

调查只能利用样本信息。但是，当模型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模型推断的

大样本表现就不甚理想，见 Ｈａｎｓｅｎ＆Ｍａｄｏｗ等 （１９８３）。
（５）模型辅助推断。随机化推断和模型化推断各有优缺点，二者的理想

融合自然是科学地建立模型，综合利用抽样设计和模型信息进行统计推断。

模型辅助推断是随机化推断的一种形式，利用模型构造有限总体参数的估

计，对模型的假定一般较弱。Ｃａｓｓｅｌ等 （１９７６）提出了总体总量的广义回归
估计

Ｙ
∧

ＧＲＥ ＝∑
ｋ∈Ｓ

ｙｋ
πｋ ∑ｋ∈Ｕｘｋ－∑ｋ∈Ｓ

ｘｋ
π( )
ｋ

Ｂ
∧
ｒ

其中 Ｂ
∧
ｒ是回归系数的估计组成的行向量。Ｓａｒｎｄａｌ等 （１９８９）得到了

Ｙ
∧

ＧＲＥ基于设计的理论方差，并证明了当 ｙｋ＝ｘｋ（对一切 ｋ∈Ｕ）时，Ｙ
∧

ＧＲＥ＝Ｙ。
既然模型辅助法涉及随机设计与模型假设两种不同的随机机制，一个很

自然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度量估计精度，Ｓｕ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４）倡导用平方
预报方差的均方误差作为度量估计精度的统一标准。

（６）总体结构推断。这种推断针对总体结构，而不直接针对客观存在的
有限总体，虽然它是样本来源。通常的做法是将有限总体的研究变量 ｙ的取
值 ｙＵ＝ （ｙ１，…，ｙＮ）和辅助变量 ｘ，ｘＵ＝ （ｘ１，…，ｘＵ）的取值看作某个
超总体模型 ｍ（ｙＵ／ｘＵ；θ）的一次具体实现，其中 θ是模型参数。只要确定
了 θ，总体结构就清楚。因此，这种推断的首要任务是估计 θ。结构推断的
进一步任务是估计 θ的泛函，譬如说回归模型中的回归参数 λ。

抽样设计和模型假定的作用也是结构推断中的重要问题。一般来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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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者应该明确两种随机性：产生有限总体指标值的超总体模型和样本的概率

选取。如果抽样设计完全已知，那么，对于 λ的似然推断就可以忽略抽样设
计。总体结构的细节，如层、群等可能仍在推断中起作用，这里忽略掉的只

是重复抽取过程，如有序样本中的单元顺序。对于信息抽样来说，利用 ｙＵ
的边缘分布对 θ的进行推断时一般不能忽略抽选过程。一阶包含概率经常包
含总体信息，如层权，即使是在模型化推断中也是如此。二阶包含概率很少

包含总体信息，因此在随机化推断下的方差分析在结构推断中的作用很小。

３非抽样误差分析的研究和发展
所有调查必然包含有误差，除了抽样调查中由于样本的随机性而引起的

抽样误差外，其他误差称为非抽样误差。对非抽样误差的研究是近二、三十

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

非抽样误差可产生于抽样调查的各个环节，即调查的设计 （包括抽样设

计与问卷设计等），调查实施与数据采集以及数据的汇总分析与处理等过程

中。非抽样误差按其来源、性质和处理方法不同常分成以下三类：

一是抽样框误差，即由不完善的抽样框引起的误差；

二是无回答误差，即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对被抽出样本单元或某些调

查的项目进行计量，从而没有获得有关这些单元或项目的数据；

三是计量误差，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与调查项目的真值之间不一致而产生

的误差。

（１）抽样框误差。抽样框是有关总体全部单元的名录、地图等的框架，
用作抽取样本单元的依据。但在实践中抽样框 （抽样总体）与所研究的总体

（目标总体）常不一致。理想的抽样框是这两个总体完全一致，或者说目标

总体中的单元与抽样总体中的单元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两者不一致，就会产

生抽样框误差。抽样框误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丢失目标总体单元。在这种情形抽样框没能覆盖全部总体单元，

它使总体总量的估计偏低，同时也会造成对均值估计的偏倚。这是抽样框误

差中影响最为显著而且也较难进行补救的一种。对丢失目标总体单元的补救

有两条途径：一是尽可能将丢失的目标总体单元寻找回来，例如采用将丢失

单元与抽样总体单元实行某种形式的连接方式以及采用辅助抽样框 （利用辅

助抽样框重新构造一个较为完善的新的抽样框）；二是利用有关资料对丢失

单元的数据进行推算或采用核查等方式，查清丢失单元的影响程度，再对估

计进行调整。一个常用的技术是使用多重抽样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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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包含非目标总体单元。在这种情形下抽样框包含了一些不属于研

究对象的即非目标总体单元。这种情况常造成总体总量估计的偏高。由于发

现非目标总体单元相对比较容易，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进行剔除，因此比较前

一种误差，这种误差影响较小。

第三，抽样框中的单元与目标总体单元不完全是一对一对应而是存在一

对多或多对一的现象，这种情况称为抽样框 （抽样总体）与目标总体存在着

复合连接。

第四，有些复杂抽样框还包含辅助信息 （当采用分层抽样、不等概率抽

样以及使用比估计或回归估计等情形），如果这些辅助信息不完全或不正确，

不仅不能提高抽样的效率，反而会降低估计的准确性，从而导致误差。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对不断变化中的总体的抽样，例如批发零售贸易

业与餐饮业调查和交通运输量调查及出入境调查等。对变化中的总体，由于

不可能获得完善的，及时更新而适用的抽样框，抽样有很多困难。对这类特

殊领域的抽样，近年来也作了针对性的研究。

（２）无回答误差。无回答分为两类：单元无回答与项目无回答。
第一，单元无回答的处理与调整。对单元无回答的影响部分取决于人们

对无回答是怎样发生的假定，即取决于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的类型。无回答

有确定论与随机论两类：确定论假定总体单元回答与否在入样前就已确定；

而随机论认为每个单元在入样时有个回答概率 ｐｉ（０＜ｐｉ＜１）。此时统计推
断必须考虑由于回答的随机性所带来的额外不确定因素。

早期对无回答的研究大多采用确定论观点，例如 Ｈａｎｓｅｎ与 Ｈｕｒｗｉｔ
（１９４６），他们采用二重或二阶抽样处理无回答。Ｅｒｉｃｓｏｎ（１９６７），Ｓｉｎｇｈ与
Ｓｅｄｒａｎｓｋ（１９７８）则用贝叶斯方法对无回答者用再抽样进行处理。Ｒａｏ
（１９６８）也采用二重抽样来处理。

Ｐｉｌｉｔｚ和 Ｓｉｍｍｏｎｓ（１９４９）的工作是把无回答视为随机的最早研究之一，
另一个早期的研究是 Ｄａｌｅｎｉｕｓ（１９６１）。Ｐｌａｔｅｋ（１９７７）发展了一种称为回
答—无回答的误差模型，该模型在假定回答概率 Ｒｉ相互独立条件下将计量
误差和无回答误差进行合并。Ｌｅｓｓｌｅｒ（１９８３）通过将抽样的贡献增加到误差
模型中，将这些成果加以扩展。Ｔｈｏｍｓｅｎ与 Ｓｉｒｉｎｇ（１９８３）在多重访问的框
架中提出一个无回答随机模型。

将无回答随机论观点与模型推断结合在一起，是近期许多研究无回答文

献中所关注的问题，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提到了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Ｃａｓｓ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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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１９８３）则采用一般的随机机制追溯条件样本中最初的回答概率，采用的
是另一种模型推断方法。

在所有关于无回答的研究中，都着重讨论无回答时对总量或均值估计中

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调整方法。

第二，项目无回答的处理———插补技术。处理项目无回答的主要方法是

插补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将无回答的项目，即缺失的数据用一些替代值代替，对
如此得到 “完全数据集”，使用完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数据并进行统计

推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着力研究插补方法。迄今为止，提出
并发展了３０多种插补方法，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插补后数据的方差估计
以及改进或简化多重插补的计算。主要的插补方法有以下几类。

一是单一插补。单一插补指对每个缺失值，从其预测分布中取一个值填

充缺失值后，使用标准的完全数据分析进行处理，它是目前调查实践中处理

项目无回答最通用的技术。单一插补的方法很多，总的说来又可以归为两

类：随机插补 （Ｒａｎｄｏｍ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和确定性插补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ｉｓｔｉｃＩ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随机插补含有随机的因素，而确定性插补意味着对特定的缺失数据，
可能的插补值只有一个。早期常用的插补方法包括：推理插补、均值插补、

热平台插补、冷平台插补、最近邻插补、比率／回归插补等。近期又发展了
ＥＭ算法、贝叶斯自助法及近似贝叶斯自助法等。

ＥＭ算法是一种迭代算法。ＥＭ算法主要包括两步：若将观测数据记为
Ｙｏｂｓ，缺失数据记为 Ｙｍｉｓ，模型参数记为 θ，在 ｔ次迭代中， “Ｅ”步是根据
Ｙｏｂｓ和θ（ｔ）预测Ｙ

（ｔ）
ｍｉｓ；“Ｍ”步是根据Ｙｏｂｓ和Ｙ

（ｔ）
ｍｉｓ估计θ（ｔ＋１）。一开始给模

型参数 θ赋一个初值，重复 Ｅ步和 Ｍ步，直到参数估计收敛为止。
ＥＭ算法广泛应用于缺失数据问题，它既能用于插补缺失值，又能直接

用于估计总体参数。

每一种确定性的插补方法都对应着一种随机插补方法。插补定量数据

时，用确定性的方法得到一个插补值，加上从某个适宜的分布后模型产生的

一个残差作为最后的插补值，就成为随机插补。随机插补能更好地保持数据

的分布，保持比确定性插补更真实的变异性。贝叶斯自助法及近似贝叶斯自

助法是两种基于贝叶斯观点的随机插补方法。

单一插补有两个最具吸引力的特征：首先，标准的完全数据分析可用于

填充后的数据集；其次，对公众应用的数据库，可能潜在要求建立合理的插

补，只需数据生成程序运行一次，并且这些插补能够融合数据收集者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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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单一插补也有明显的缺点：插补的单一值不能反映对无回答所服从的分

布，也不能反映由插补增加的变异。针对这一问题，Ｒａｏ使用刀切法与自助
法等再抽样方法对矫正估计量的方差估计做了大量工作，也是近 １０年来插
补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二是多重插补。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Ｒｕｂｉｎ提出了多重插补方法，后经
Ｒｕｂｉｎ、ＭｅｎｇＸＬ（孟晓犁）和 ＪＬＳｃｈａｆｅｒ等人完善和发展，已经在著名
的统计软件 ＳＡＳ中采用。多重插补是一种以模拟为基础的方法，对每个缺失
值产生 ｍ（＞１）个合理的插补值，这样插补后可得到 ｍ组数据，使用标准
的完全数据方法分析每组数据并融合分析结果。

多重插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得到对缺失数据 Ｙｍｉｓ的多个插补版本。
为正确地进行插补，需要首先明确缺失机制，然后讨论插补机制。

多重插补中常用的方法有回归方法、倾向得分法、ＭＣＭＣ方法等。
三是几何插补。从几何的观点来研究插补就是用逼近观测数据的函数去

插补缺失数据。Ｄｅａｒ（１９５９）提出了主成分方法 （ＤＰＣ），后来又发展了广
义迭代的主成分方法 （ＧＩＰ）。

几何插补基本上只关注点估计，不考虑方差，在基因研究、图像处理等

方面应用较多。

（３）计量误差。计量误差是非抽样误差中不可避免，同时也是最难处理
的一种误差，对计量误差的研究首先需要对计量误差进行量化。

数值型的计量误差对调查估计影响的最简单模型是考虑计量中的固定偏

差，但没有随机变异的模型，例如 Ｚａｒｋｏｖｉｃｈ（１９６６）讨论的模型。对于有偏
计量的数值化研究可通过收集样本单元其他准确或无偏的计量来进行，这通

常在子样本的基础上实施操作。

对于分类数据的计量误差，误差是由于错误分类引起的，特别是对敏感

性问题的回答。目前发展了不少基于随机化回答技术 （ＲＲＴ）来减少这类误
差。随机化回答也可以处理数量化的敏感性问题。随机化回答技术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如何在尽量解除被调查者顾虑的同时，提高抽样估计的效率。

除了用随机化回答技术来处理敏感性问题用来减少计量误差外，关于计

量误差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系统，多是针对个案进行讨论，真正能用于一般

的普遍方法还很少。

Ｂｉｅｍｅｒ＆Ｇｒｏｖｅｒｓ等 （１９９１）和 Ｌｙｂｅｒｇ等 （１９９７）两部专著详尽地论述
了计量误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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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域与小域估计的研究和发展
（１）域与小域估计概念。抽样调查中的域是指不作为层处理的子总体，

也称为研究域 （ＳｔｕｄｙＤｏｍａｉｎ）。所谓 “小域”，是指规模很小的域，在文献

中一般记为 “ｓｍａｌｌａｒｅａ”、“ｓｍａｌｌｄｏｍａｉｎ”或 “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它既包括地理上
的小区域，如县、自治区、市；也包括总体中按照某种属性划分出的一个很

小的子总体，如按照性别、年龄、种族划分的特定人群。在典型的抽样调查

中，调查方案往往是为估计总体 （或层）目标变量而设计的，不是为了估计

域设计的。这样会出现一些域，落入其中的样本单元很小，甚至为零。这样

的域即为 “小域”。对域，特别是小域估计的研究，在最近２０年间，也已成
为国际调查方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对域估计方法研究最早出现于人口统计中。随着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对

可靠的小域估计需求的不断增长，该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统计、医疗

卫生统计、社会统计及企业和商业统计等领域。

最近一二十年来，小域估计的研究热点已经由过去基于设计的方法研究

转入以模型为基础的方法研究，传统数理统计学科中线性模型、时间序列分

析以及贝叶斯方法都被用于小域估计的研究中。

（２）小域估计的一般方法。
第一，合成估计量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合成估计量是一种简单的间

接估计量。用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１９７３）的定义，合成估计量就是 “当一个大域的可

靠的无偏估计可以由调查样本直接获得时，在假定大域与其所覆盖的各小域

有共同特征的前提下，可以用大域的估计量协助产生小域的估计量，将这些

小域的估计量称为合成估计量”。用大域的估计量协助产生小域的估计量，

这就是合成估计的思想。

假定总体可以分为 ｇ＝１，２，…，Ｇ个大域，ａ＝１，２，…，Ａ为总体划

分的小域，对于每一个大域 ｇ，其总量 Ｙｇ的可靠估计为 Ｙ
∧

ｇ，Ｙａｇ为 （ａ，ｇ）
单元的总量，假定可得到辅助信息总量 Ｘａｇ，则小域的合成估计量为：

Ｙ
∧

ａ ＝∑
ｇ

Ｘａｇ
Ｘ( )
ｇ

Ｙ
∧
′ｇ

其中 Ｘｇ ＝∑
ａ
Ｘａｇ，Ｙ

∧
′ｇ为大域的直接估计量。虽然合成估计量是有偏的

估计量，但它具有一致性。

合成估计量的早期文献有美国健康统计中心 （１９６８）和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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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Ｎｉｃｈｏｌ（１９７７）提出了联合合成—回归估计量。经验研究表明该估
计量既优于样本回归估计量，也优于合成估计量；Ｃｈａｍｂｅｒｓ和 Ｆｅｎｅｙ
（１９７７），Ｐｕｒｃｅｌｌ和 Ｋｉｓｈ（１９８０）提出了合成估计的一种推广估计—ＳＰＲＥＥ
量，该估计量应用了更多的可靠估计，提高了合成估计的效果。

第二，组合估计量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合成估计量对假定条件非常
敏感，在假定条件不满足时，会产生非常大的偏差，因而把直接估计量与合

成估计量进行加权平均，即为组合估计量：

Ｙ
∧

ａ；ｃｏｍ ＝λａＹ
∧

ａ（ｄ）＋（１－λａ）Ｔ
∧

ａ

其中 Ｙ
∧

ａ（ｄ）为直接利用落入小域的样本得到的直接估计；Ｔ
∧

ａ是小域的合

成估计；权 λａ的选取依赖于落入小域的样本量大小及其取值。关于组合估
计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权 λａ的选取上。关于权的选取主要的文献有 Ｐｕｒｃｅｌｌ
和 Ｋｉｓｈ（１９７９），Ｓｃｈａｉｂｌｅ（１９７８）以及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１９９６）。

合成估计量和组合估计量都属于基于设计的估计量，这类估计量的优点

是应用简单，但精度往往不高；而利用显式模型对小域目标量进行估计的方

法成为近年小域估计的重点。小域估计的显式模型多为既包含固定效应又包

含随机效应的线性混合模型，尤其是具有分块对角写方差阵的线性混合

模型。

第三，经验最佳线性无偏预测 （ＥＢＬＵＰ）方法。该方法主要基于 Ｈｅｎ
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５０）的方法，对线性混合模型在正态性假定下求得随机效应的
ＢＬＰ估计量，结合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估计量给出目标量的 ＢＬＵＰ估计量，
这里的 ＢＬＵＰ是指在所有线性无偏预测类中使得均方误差最小。在实际应用
中 ＢＬＵＰ的方差分量通常未知，可通过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５）的方法给出方差
分量的 ＭＬ估计或 ＲＥＭＬ等估计，并带入 ＢＬＵＰ，即得到 ＥＢＬＵＰ估计量。

由于 ＥＢＬＵＰ方法简单易用，在小域估计中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其中 Ｆａｙ
与 Ｈｅｒｒｉｏｔ（１９７９）开创了小域估计量被广泛应用的先河；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１）
对 ＥＢＬＵＰ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多个应用实例。

在 ＥＢＬＵＰ方法中，模型的正态性假定如果只作点估计时是不必要的，
但在求估计量的 ＭＳＥ时是必要的。关于 ＥＢＬＵＰ估计量的均方误差及其估计
理论见 ＰｒａｓａｄａｎｄＲａｏ（１９９０）、ＫａｃｋａｒａｎｄＨａｒｖｉｌｌｅ（１９８４）以及 Ｄａｔｔａ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２０００）。

第四，经验贝叶斯 （ＥＢ）方法。经验贝叶斯方法是近年来小域估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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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使用的方法，关于这一方法的研究应用文献较多。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８３）详细
介绍了 ＥＢ估计方法，并列举了这一方法的典型应用。Ｓｔｒｏｕｄ（１９８４），
ＧｈｏｓｈａｎｄＬａｈｉｒｉ（１９８８），Ｈ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ｒ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１）以及 Ｍｉ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１９９７）是将经验贝叶斯方法应用于小域估计的应用文章。Ｃａｒｌｉｎ和 Ｇｅｌｆａｎｄ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Ｈａｒｔｉｇａｎ（１９６９），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１９８９）则分别提出了贝叶斯估
计的改进估计。

经验贝叶斯估计的原理对线性混合模型，假设目标估计量为 μ是固定效
应 β和随机效应 ｕ的线性函数，λ是模型参数，首先由条件密度 ｆ（ｙ／μ，β）
和先验信息 ｆ（μ／λ）利用贝叶斯原理求出目标量的后验分布 ｆ（μ／ｙ），后验
分布的均值作为目标量 μ的贝叶斯估计，当模型参数未知时，利用样本数据

的边缘分布 ｆ（ｙ／λ）计算出模型参数的估计，用后验估计 ｆ（μ／ｙ，λ
∧
）作为

目标量的推断基础，即得到 μ的经验贝叶斯估计。
经验贝叶斯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分布的假定自由，能够处理二元数据和计

数数据；缺点是在后验分布比较复杂时，需要进行数值积分的计算。ＥＢ方
法在正态模型假定下的估计量与 ＥＢＬＵＰ估计量一致。

第五，层次贝叶斯 （ＨＢ）方法。层次贝叶斯 （ＨＢ）方法是一种较经验
贝叶斯 （ＥＢ）方法更直接的方法，其推断也更简明精确。随着计算技术的
发展，这一方法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小域估计问题的研究中。层次贝叶斯

（ＨＢ）方法的一般原理是：分层次地对模型中的参数及随机效应给出先验分
布，这些先验分布既可能是信息先验也可能是无信息先验；由所给的先验信

息，结合模型假定，利用贝叶斯公式导出待估目标量的后验分布；以后验分

布作为贝叶斯推断的基础，用后验分布的均值作为目标变量的 ＨＢ估计量，
用后验方差作为 ＨＢ估计量的精度度量。

在 ＨＢ方法中，正确地选择先验分布，是获得准确估计结果的前提。不
恰当的先验往往导致不正确的后验分布，从而影响推断效果。因此，在选择

先验分布时，最基本的原则是确保所选的先验信息能导致足够精确的推断结

果。应用中一般要求估计量的偏倚Ｅ（
∧
ＨＢ－）以及估计量的均方误差ＭＳＥ

（
∧
ＨＢ）足够小。关于先验信息的选择问题，Ｄａｗｉｄ（１９８５），Ｂｒｏｗｎｅ和Ｄｒａｐｅｒ

（２０００）对选择标准和方法给出了详尽的论述。
很明显，分层次地对模型参数给出先验分布，对先验分布的刻画更精

细，先验信息更为准确，从而使推断结果的精度大为提高。然而，复杂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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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信息也增加了计算的负担。在 ＨＢ方法的应用中往往要涉及高微积分诸问
题，这曾是阻碍 ＨＢ方法推广应用的一个难题。可喜的是，随着计算机计算
能力的提高以及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 （ＭＣＭＣ）的出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这一难题，尤其是吉布斯抽样 （Ｇｉｂｂｓ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算法及其推广形式
ＭＨ算法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ｏ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 ＨＢ方法在实际问题
中的推广应用。

５我国抽样调查研究与应用中的主要问题
（１）我国抽样调查应用概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统计制度的深化改革。近 ２０年来，抽样调查作为统计
调查的一种重要方法及获取统计资料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政府各部门、企

业、学术界与社会公众的重视，它的应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极大的

发展。目前，从抽样调查的应用部门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与地方统计部门；

第二，其他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与学术机构；

第三，专业调查咨询机构 （公司）。

在应用的范围、经验等方面，它们各具优势与特点。

（２）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多年来，我国抽样调查的理论与应用面临
以下两个主要课题。

第一，抽样调查如何满足多层次需要。中国各级政府都要管经济，各级

行政长官特别关心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需要掌握有关统计数据，这

是中国的国情。既然抽样调查可以用来获得所需要的统计数据，因此很自然

的，要求抽样调查能够满足多层次推断的需要。从统计理论上讲，要解决这

个问题，简单且可行的方法是将需要进行的层次 （如省，县、乡等）各作为

子总体进行分层抽样。但实际上用分层抽样来满足每个层次抽样推断的需

要，从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也与采用抽样调查方法的本意相违背。

解决途径与方法：

一是从改进估计的角度出发，通过使用与目标量高度相关的辅助信息，

校正样本偏离总体结构的状况，从而获得可靠的目标量估计值。如事后分层

估计方法；广义线性回归估计方法 （ＧＲＥＧ）以及校准估计方法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等；

二是借助于辅助信息和建模预测手段，采用４中域与小域估计方法；
三是样本追加策略。这是由冯士雍和秦怀振 （２００１）提出的新方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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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思想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概率抽样方法，从总体中抽取基本样本对总

体 （以及作为子总体的层，如果进行分层抽样的话）进行估计；对于特定的

域，如果落入该域中的样本单元不能保证直接对域目标量推断的需要，就在

该域内再按照某种方法抽取部分单元作为追加样本，与原来落入该域中的样

本组成合样本来对域目标量进行推断。这种方法的思想是在为估计上一层

（例如全国）目标量为目的而抽取的样本基础上，通过样本追加来满足估计

下一层 （例如省）目标量的需要，且两级样本相互兼容。当估计下一级

（省）目标量时，同时用到上一级 （全国）落在本省的样本与本省的追加样

本。追加样本的目的不仅仅是因为需要增加样本量，更主要是因为全国样本

中落在本省内的样本对本省并没有代表性。样本追加策略的另一个优点是利

用下级追加样本，可以进一步提高上级目标量的估计精度。样本追加策略已

用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及限额以下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抽样调查等

一些实际项目中。

第二，多主题或多指标抽样。多主题或多指标抽样不仅在我国，也是许

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用一套样本同时满足多个调查指标

的估计精度。解决途径与方法有：

一是结合多项抽样，并利用不同指标的辅助变量作比估计或回归估计；

二是用多变量 ＰＰＳ抽样，即 ＭＰＰＳ抽样。
６统计推断方法的内容和发展
统计推断包括：假设检验、参数估计、列联表分析等涉及分类数据的研

究、多元分析包括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典型相关

分析、对应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各种非参数统计方法、试验设计和方差分

析、各种回归分析、纵向数据分析、生存分析、贝叶斯统计、空间统计等广

泛的内容，而数据挖掘属于在海量数据环境下发展的统计推断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表现为统计方法在人文

社会科学中应用程度的差距，即数量化差距。由于国情和历史等原因，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的数量化远远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

的重新崛起，中国经济类学科的数量化，或者是统计在经济类学科的应用有

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就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来说，鲜有

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 （ＳＳＣＩ类）发表文章；这和大量中国自
然科学学者在 ＳＣＩ类上发表文章成为鲜明的对照。

统计推断是指比描述性统计更进一步的所有的统计研究和应用方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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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各个分支方向的内容做简单介绍，这些方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互

相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基本的统计推断内容是由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组成的。自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直至六七十年代，这部分内容一直是统计推断的主要内容。由于这些内

容主要是由数学家发展的，数学味较浓。这些内容是许多统计方法的哲学思

维基础。最近二三十年，这些经典内容在许多方向，以各种形式得到发展。

但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其他统计方向发展得更快，较单纯的经典部分内

容在统计推断中所占的比例逐步缩小；但检验和估计方法在多数统计方向中

有着重要地位。

回归分析是统计推断中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它也是许多研究方向的基

础。回归分析开始于最简单的线性回归，然后发展成较一般的线性模型，又

被拓广出广义线性模型、广义可加模型、非线性模型、岭回归、偏最小二乘

回归、非参数回归模型 （包括诸如核光滑、样条光滑、局部多项式模型等）

及半参数模型，等等。就连生存分析中的各种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及纵

向数据中的各种模型，无不源于最原始的回归思想。

回归分析的一个方向，更确切地说是广义线性模型的特例，是数据中涉

及分类数据的方法的研究。这种数据在经济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生物

医学领域十分常见。这和这些领域的历史、特点和研究方式有关，其中最常

用的方法包括分析列联表时常用的 Ｐｏｉｓｓｏｎ对数线性模型、多项分布对数线
性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等。这些模型在广泛的应用中不断更新。它们的应用范
围比刚问世时更广，能力也大大增强。比如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的发展的

过程中，产生了偏最小二乘版的这些模型。

回归分析中的非参数回归是发展最快的方向之一，它和传统的回归分析

方法很不相同，并不假定任何诸如线性和非线性模型那样的数学形式，主要

让数据本身来确定模型本身。这个方向只有在计算机时代，才有发展的

可能。

回归分析的一个发展是偏最小二乘回归及其相应的后继方法，这个方法

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很好地处理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连带的变量

（和观测值数目相比）过多的问题。它比主成分回归更加优越，比岭回归在

实践上更加方便。

纵向数据 （或者面板数据），是几乎所有领域都会遇到的数据，在经济

模型中这是很主要的数据形式。纵向数据分析也属于回归分析，但和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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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模型有所不同。这里有些隐含变量，也许包含随机效应 （也可称为随机

效应模型），或者各种形式数据的混合 （比如，包含固定效应、随机效应、

类似于时间序列的个体相关数据，等等）。纵向数据的应用相当广泛。我国

这方面应用不多，原因主要是有这样的需求，但由于不知如何更好处理而用

粗糙的简单线性模型处理了。

时间序列是一种回归，但是其解释变量是相关的。比如每个个体随时间

的观测，等等，这就需要特别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数据最多地出现在经济领

域，而且从数学味十足的 ＡＲＩＭＡ模型发展到针对经济模型的许多其他方法
（如 ＡＲＣＨ，ＧＡＲＣＨ等）。

试验设计和方差分析起源于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质量的努力之中，现在

已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试验设计的原理本身是基于代数

理论，但试验设计的数据分析则可分为方差分析中的各种 Ｆ检验 （方差分析

表）和有关的各种回归模型。

多元分析方法是经济分析中广泛使用的一类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因

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等。这些方法在处

理含有大量指标的经济数据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方法在对经济个

体分类、排序、判别及各种相关分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类统计学

位论文中，多元分析内容占有很大比例。

生存分析的内容在质量控制领域属于可靠性范畴。其主要目的是研究某

种状态 （比如生命或产品的寿命）的持续时间的概率分布。由此也涉及这样

的分布由其他解释变量预测的各种模型。生存分析在医药界、人寿保险业、

工业和科研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构方程模型或图模型是在市场研究方面广泛使用的模型。最著名的有

顾客满意度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若干无法观测的隐含变量。其解法有偏最

小二乘法 （不是偏最小二乘回归）和最大似然法。后者限制颇多，不如前者

那么方便。目前我国市场调研方面已经出台了以偏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计算

顾客满意度的行业标准。

贝叶斯统计的思维基础和基于频率思想的经典统计完全不同。贝叶斯统

计认为所有的分析都应该基于概率。贝叶斯统计的数学严格，广泛应用于决

策分析 （包括商业、外交及军事决策）及可靠性问题。它并不要求大样本，

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必须利用贝叶斯统计的思维方式。其计算有许多难点，由

此又推动了统计计算方法的发展；比如 ＭＣＭＣ算法等等。在贝叶斯统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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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还发展了实用的经验贝叶斯统计 （但不被认为是贝叶斯统计）。

空间统计是应用于地理信息，或更广泛地说，与空间位置有关的数据分

析上。这在商家分析顾客分布，需求分布和由此而来的决策中有重要意义。

由于变量与空间位置的特殊相关性质，空间统计发展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方

法和模型。为着不同的目的服务。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的发展，随着信息化的加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

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海量数据无法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和传统的统计软件来处

理。这样就出现了数据挖掘这样的应用和研究方向。其理论核心是如何用统

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来处理海量数据。这需要计算机数据仓库 （各种数据库

的组合）、计算机软件、统计、用户等各方面共同努力。数据挖掘的最大用

户是和海量数据打交道的信息、通讯、传媒、网络、银行、税务、海关、商

业、司法等国家机关、咨询业、市场营销公司等等。

（三）统计信息技术 （ＳＩＴ）的研究和发展

统计学科从诞生开始就无法与信息技术分离。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信息技术成为统计学科的必然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统计学科体

系的不断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渗透，关于统计信息技术 （ＳＩＴ）也逐步形
成了其特殊的领域及应用方向。因此必须规范统计信息技术体系的内涵，明

确统计信息技术体系的具体内容，找出 ＳＩＴ与信息技术 （ＩＴ）发展的相关关
系，研究解决统计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瓶颈问题，充分利用先进的 ＩＴ技术，
有效指导统计信息系统的建设。

１信息时代统计发展的趋势及特点
（１）统计过程电子化和网络化。信息技术被有效地应用在统计系统中，

实现了网络环境下的网络统计，即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统计设计和数据采集、

传输、处理、存储、分析、发布，实现统计数据存储、交换、更新、查询的

自动化；以网络为主渠道，以统计网站为平台，提供多种信息服务，实现社

会最大限度地共享统计数据资源。

（２）统计信息处理的技术化和科学化。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使得企业和
政府各部门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将成为最重要

的统计信息处理技术，用于解决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

随机的统计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但又是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寻找数据之间

的关联关系，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有效的预测和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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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统计信息分析方法的复杂化和数理化。２０世纪末期伴随遥感调查
技术和电子辅助调查技术的应用，数据出现了高维、相互关联、非线性和不

完全等复杂特点，统计信息分析方法已经突破传统方法，出现了模糊数学分

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联合分析法等，统计分析方法进一步复杂化和数理

化，这样在分析工具和手段上必须借助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

（４）统计信息提供的大众化和社会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统计信息的提
供呈现形式醒目、内容生动的特点，信息将由单纯的数字、表格发展成图

像、声音等多媒体形式，统计信息的使用上也会趋向简单、方便、快捷，统

计信息的存储载体也将由单一的纸介质发展为磁介质、光介质和电子介质

等，统计系统将提供高度可视化的操作界面和智能化的使用。

由此可见，统计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信息技术溶合

于统计已成为必然。

２我国统计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状况
随着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统计部门和机构已经基

本使用信息技术来完成统计基础工作，如统计数据计算、汇总，统计结果的

图表表示，统计数据的存贮与管理，统计数据的分析，统计数据的电子传播

等等。

我国统计信息技术的研究与普及应用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国家统
计信息系统建设，经过 ２０年的发展，国家统计信息系统已粗具规模，统计
信息网络基本通达到全国地市级，东部发达省份的网络已经连通到县甚至乡

镇，统计的网络环境已经形成，各级统计部门的计算机硬件设备性能也普遍

有了很大提升，地市以上统计人员已经达到 “人手一机”，统计的数据处理

已经实现了无纸化，各地研究、开发和建立了不少统计专业数据库及其应用

系统，ＯＡ系统得到了普遍应用，在技术上通过网络环境下的信息采集即上
网直报和信息查询这两个环节的技术开发，带动统计数据处理和管理这两个

中间环节的应用技术发展，统计信息系统采用先进而又成熟的实用的软件技

术和软件工具，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电子业务软件、在线处理 （ＯＬＴＰ）和
在线分析 （ＯＬＡＰ）软件，以及数据挖掘、数据仓库软件等等，使现代统计
信息系统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然而，我国统计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

上还远远满足不了现代统计发展的要求，如很多已经建成的统计数据库由于

没有相关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手段，数据并未得到充分应用而变成了 “死

库”；许多应用软件由于没有规范化、标准化等原因而未得到实际使用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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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如地理信息系统、决策系统以及数据仓库等；全国不同部门研究开发的

统计软件如网上直报和在线采集处理系统等各具特色，但少有形成统计行业

统一认可的应用平台和标准而使信息系统开发建设重复、效率低下；通过长

期跟踪研究，我们认为影响我国统计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１）对信息技术与统计的融合没有高度统一认识，因此缺乏统计信息技
术应用的统一规划研究。通常来说，总体规划的目的是制定信息化的统一的

目标和完成的任务，在系统内达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信息与信息技术；找出现

有的工作流程中的问题，促进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

如果没有严格的一贯坚持的整体规划，这就导致如下结果：第一，信息的浪

费和信息技术的重复使用；第二，无法改革传统的不合理的工作流程；第

三，没有预期 （短、中、长期）目标和统一的要求，使得应用系统的建设缺

乏通用性、连续性、一致性。

（２）缺乏统一的数据规划研究。统一数据规划有利于信息共享、减少数
据冗余、统一数据口径，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同时有利于挖掘信息和综合利

用信息，避免造成信息孤岛和减少 “数据死库”。

（３）缺乏统一的统计信息技术内容、标准和规范研究。信息技术的渗透
过程应当是一个从统计设计开始，经过统计数据的采集、处理、管理、分析

到信息发布服务，在网络环境下一环扣一环的 “一体化”作业的完整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必须要有统计业务流程的规范和相对稳定的信息

技术标准。没有统一的信息技术标准，我国庞大的统计系统只能各地自成体

系、自建标准，其结果必然造成统计应用软件多而杂；系统之间的数据不能

方便地进行整合，难以达到信息共享；应用程序难于维护；数据加载的困

难；软件的生命周期短暂等弊病，造成了资源浪费。

３统计信息运动全过程电子化
关于统计信息及它的特性。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反映了社

会、经济、科技、环境、人口、教育等方面的运行状况、运行过程和运行规

律。统计信息包括研究对象的状态、规模、水平等原始信息；也包括结构、

特征、行为、功能等加工的深层次信息，既包括历史、现状的描述信息；也

包括未来的预测信息，既包括认识世界的分析信息；也包括改造世界的决策

信息；因此统计信息除了具有通常信息的事实性、可压缩性、扩散性、传输

性、分享性、增值性和转换性属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数量性：统计信息从数量上反映社会的各方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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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统计信息源自社会，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

客观性：统计信息是对统计对象的客观真实的反映；

时效性：统计信息要求及时收集、传递、处理和储存；

共享性：统计信息可为社会各方同时使用 （有偿或无偿）；

再生性：统计原始信息经过不同的科学方法分析加工会产生不同的再生

信息；

法律性：作为反映国民经济社会科技总体情况的统计信息具有法律权

威，一切社会团体或成员有义务向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真实的统计数据，同

时，统计部门对一切虚报、瞒报、迟报、拒报、伪造、篡改等违法行为可以

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和制裁。

４统计信息的运动过程
信息作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也是有生命周期的，通常信息从产

生到死亡的生命周期过程中要经历需求、获得、服务、退出４个阶段。统计
信息作为特殊的信息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相对于一般信息的运动过程也有其特

殊性，这个过程可以用以下４个环节描述。
（１）统计信息的收集。统计信息的收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统计设计；

二是统计调查和数据整理。统计设计是统计信息的孕育阶段，是统计信息运

动的开始，主要根据从研究对象信息系统目标出发，确定信息需求，了解客

观情况，规定数据范围。这一阶段通常由对象的决策者和建立该信息系统的

分析员来具体完成。决策者是该信息的用户，由用户明确系统的目标和信息

的需要；由系统分析员把信息的需要和用途联系起来，用具体的、简单的指

标和计量方法将信息进行描述，设计数据库模型，以便数据的采集。

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是按统计设计的要求，对统

计对象的信息进行收集、确认、分类和汇总等初级加工，为信息的深加工做

准备。统计调查和信息收集阶段根据信息来源和目标的不同，采用广泛 （如

国家统计局每年统计的社会经济指标）或专项 （如某企业生产状况指标）

的收集方式，大多由社会的统计调查人员和统计人员，按时间、地点通过原

始报表报送、传真、软盘、Ｅｍａｉｌ以及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进行网上直报等方式完
成定期报表和不定期的专项报表。

（２）统计资料的存储和维护。统计资料的存储和维护包括３个内容即以
什么方式或方法，将什么数据存储在什么地方。我国统计信息系统采用的双

轨制：综合统计系统和部门专业统计系统，统计系统由国家统计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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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统计局、地 （市）统计局、县 （市、区）统计局 ４个不同层次，
众多的统计机构及其计算中心组成，在这多层次、立体信息网络中，信息不

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纵向流动，而且大量数据也有横向流动，目前我国

采用远程计算机网络和局域网络结构方式。

在统计信息的存储和维护方面需要考虑的是大量的统计数据如何组织

（逻辑的或物理的），以什么数据标准 （含统计数据分类体系、统计数据编

码体系），采用什么数据管理系统，如何保证统计数据的开放性及安全性等。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数据的网络传输研究、网络安全研究、数据库等相关技

术的研究，以解决以下数据操作问题：

分布在不同地点的数据或信息的操作，包括内部、外部或远程数据及

信息；

对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数据或信息的操作，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的数据；

对不同格式的数据或信息的操作，包括文本、数字、声音、图形图像、

视频、动画、地图等数据格式。

（３）统计资料开发。随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飞速发展，快速获取信息，通过分
析把信息变成有价值的情报，已经成为每个组织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更

多的社会用户希望在大量的统计数据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作为各个管

理阶层决策时的参考依据，在管理过程中，一旦需要，管理人员可以很快得

到方方面面详尽的信息和情报支持，包括历史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各种信

息，因此，统计资料的开发工作越显重要。

统计资料开发是以原始统计信息为对象，应用一系列科学方法揭示出蕴

藏在原始统计信息中的内在关系和规律性。在统计资料开发过程中，会使用

大量数学模型如预测模型、决策模型和模拟模型，还要用到一些标准的软件

包如数学规划软件包、ＳＡＳ、ＳＰＳＳ等。为了使计算机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
现在许多信息系统备有数据库、方法库和模型库。方法库中储存许多标准算

法；模型库存放针对不同问题的模型；而数据库中存放有一次或二次信息等

以方便应用。

（４）统计信息的利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资源成为组织关键性资源，
统计信息资源也随之成为社会需求的热点。统计信息系统在社会经济管理

中，不仅仅是进行统计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而且还具有信息咨询、管

理、监督和决策支持等重要作用，是国家、部门、单位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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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支持手段。因此统计信息系统必须是开放的，随时保持信息的最新

状态，准备为用户服务。因此需要考虑的是统计信息的安全性、输出形式的

直观性和使用手段的方便性。

现阶段统计工作已经基本达到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规范的统计

报表制度为实施主体，以适当的统计业务流程和统计体制为保证，实现统计

报表设计、下发、报送、催报、处理、综合管理和发布等统计工作全过程网

络化，由此可见，ＳＩＴ已经贯穿整个统计业务流程的各个阶段。
５统计信息技术 （ＳＩＴ）的研究内容
“十五”期间，国家将统计信息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统计信息化定义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以规范的统计业务流程、统计

信息标准为基础，以内容丰富、结构合理、高效安全、充分共享为特征的国

家统计信息资源建设为核心，建立一个面向统计调查对象、统计工作者、政

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国家统计信息系统，全面

实现统计工作的网络化。

按照 “十五”期间国家统计信息化战略目标要求，统计信息技术将涵盖

以下内容：

统计信息的标准管理技术，即统计元数据的建设；

统计数据采集技术及软件系统。如调查方式和手段，电子调查软件的使

用 （包括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电子报送软件 （电话报送及网络直

报）等；

数据整理、存贮技术及软件系统。如元数据库、数据仓库的应用、远程

数据管理等、统计数据的编辑审核方法及汇总方法；

统计信息监测技术及内容审计方法、统计信息整合技术、ＥＴＣＬ技术；
统计信息分析和处理技术以及软件系统。如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ＳＡＳ

等）、数据挖掘技术、统计预测技术、决策支持系统等；

统计图形技术，统计信息传播方法与技术，统计信息服务和统计信息安

全技术等内容；

统计信息的查询系统、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等。

６中国 ＳＩＴ发展继续研究的相关问题
中国统计信息技术规范化和标准化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１）调整和完善统计信息应用系统建设的整体规划。制定信息系统统一
的目标和完成的任务，在系统内达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信息与信息技术；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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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工作流程中的问题，促进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

效率。

（２）统一和完善数据规划。统一数据规划有利于信息共享、减少数据冗
余、统一数据口径，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同时有利于挖掘信息和综合利用信

息，避免造成信息孤岛和减少 “数据死库”。

（３）统一和完善信息化标准和规范。一个成熟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是
标准先行，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统计应用系统的相对统一必须要

有统计业务流程的规范和相对稳定的信息技术标准，包括统计分类与指标体

系，统计报表体系，统计元数据、数据字典，数据处理流程及数据质量审核

规范，统计汇总计划及整理规范等。以解决信息共享，统一行业标准体系

问题。

（４）统计信息采集方法研究。键盘录入、光电扫描识别录入、电话调查及
录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报送、ＰＤＡ采集、航空遥感等方式的研究，希望在统一的标准
规范前提下，通过对基础性统计工作，如基础数据的收集、处理方式的改进、

完善，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促进统计工作方式革命性的改变。

数据挖掘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问题研究。数据挖掘中统计方法的算法设计

和实现问题；海量数据的计算问题 （海量数据的计算机处理：海量数据的存

储管理、软件系统设计）；数据挖掘中源数据的提供方式问题；数据挖掘中

网络的应用问题。

规范开发相关统计系统软件的研究问题。

ＳＩＴ人才培养问题 （现代统计的教育与教学问题）。

包括互联网时代统计人才需求趋向问题。

统计信息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问题。包括普及时代特征信息知识；构

建统计信息技术教育体系；符合时代要求的统计专业课程设计；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实施统计类课程教学。

四　统计学的发展趋势及研究方向

根据统计学的研究范围，我们认真调查分析了统计学主要领域的研究和

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我国统计学的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尚存在

不小差距。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十一五”期间应当在统计的工作性方法

方面加快改革，在技术性方法方面加强研究。结合统计实务，在应用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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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标准，完善和发明统计调查分析方法，这是统计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我国统计科学水平，在理论研究上并不很落后，应当在应用研究方面狠下工

夫。按照这一思路，对三个重要研究领域提出如下研究方向。

（一）关于工作性方法研究领域

根据我国实际，我国统计的工作性方法在 “十一五”期间应着重从５个
方向进行研究。

１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独立的统计组织体系的调查研究和改革创新
“十五”期间，已经对国内外统计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我

国国家统计组织比较分散，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国家统计局协调能力都

很弱，无法独立行使统计职能，不能保证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

“十一五”期间需要在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改革，

为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统计体系做好研究工作，为统计体制改革奠定

基础。

２如何建立和完善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又能与国际统计体
制接轨的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改革

我国统计指标体系已经做了许多重要改革，“十五”期间也开展了比较

深入的研究。但是，与国际统计体制相比较，还有许多方面不能衔接，对满

足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还有许多方面不能适

应，统计数据的用户提出了不少意见。“十一五”期间应当加快研究进程和

改革力度。

３统计立法研究
我国现行统计法是 １９８３年制定的，１９９６年进行了修正。实施 ２０多年

来，对于科学、有效组织统计工作，规范统计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这部法律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

要，应当在全面调查分析统计法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吸收国

外统计立法的成功经验，全面修订乃至重新制定新的统计法。

４继续研究国民核算的一般理论，深入研究国民核算中的专门问题
在 “十五”期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根据 １９９３年以来宏观核

算体系的进展情况，对我国现行国民核算方法做了重要改革，在专门问题方

面也做了某些重要的探索，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开展了试点工作。理论界

在 “绿色 ＧＤＰ”理念下，对国民核算方法也从不同侧面开展了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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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应当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争取在非市场服务核算、新经济

核算、未观察经济核算和资源与环境核算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为完善国民核

算方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５研究和改革住户调查方法
住户调查是政府统计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住户调查工作有三个问题需

要解决：一是城乡二元调查体制须统一；二是调查内容和内容审核程序需要

改革；三是样本更换方法需要严格规范。解决这三个问题都有大量的理论和

实践经验需要研究和总结， “十一五”期间应当促进做好这一研究和改革

工作。

（二）关于技术性方法研究领域

技术性统计方法既有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又有应用问题需要研究。我们

建议在 “十一五”期间着重研究应用中的问题，在应用中丰富和发展技术性

统计方法。着重从５个方向进行研究：
１研究适应中国国情的抽样调查方法
从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统计调查的角度，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国家

大，二是各级政府都关注统计数字。抽样调查方法的设计既要考虑国家大、

情况复杂的问题，又要考虑各级政府都希望得到辖区内统计数据的问题，这

与一般国家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统计调查是根本不同的。 “十五”期间，

冯士雍等在抽样调查如何满足多层次需要和多指标抽样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

索，“十一五”期间应当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其理论和方法。

２普查方法研究
我国已实施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等法定普查项目。如何规范

普查内容、设计普查调查表和组织普查工作，有大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

认真研究。如何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检验普查的精度、发现普查中的问

题等也需要深入研究。

３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
经济计量学方法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重要统计分析和统计

预测方法，有着广泛的用途。我国对经济计量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始于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成果。在 “十一五”期

间，除继续应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外，建议在 ＰａｎｅｌＤａ
ｔａ分析和金融经济计量学方面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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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指数理论应用研究
指数方法是研究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统计方法之一。近些年在理论和方

法上都有长足发展。国家统计局在 ＣＰＩ等重要指数编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在购买力评价方法和价格缩减方法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 “十一五”

期间有必要对指数的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研究，全面提高指数应用

技术。

５遥感调查方法研究
遥感技术用于地面资源调查是一项新的统计调查技术。在一些发达国

家，遥感技术已经比较成功地用于农产量调查、土地资源调查、矿产资源调

查、森林资源调查和海洋资源调查。在 “十五”期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等单位合作，比较成功地完成了 “全国县级农业

土地资源遥感调查”科研任务。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林业局等部门对遥感

技术也有研究和应用。用遥感技术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之

一是估计和控制误差范围。“十五”期间贺铿、薛国英等对遥感调查的系统

误差估计方法做过初步探讨，建议 “十一五”期间深入研究遥感误差估计方

法，提高遥感调查的数据质量，促进遥感调查技术更广泛的应用。

（三）关于统计学基本问题研究领域

为了促进统计学科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一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

要解决，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１统计学学科体系研究
关于统计学的学科体系，在认识上还比较混乱。“两门统计学”问题也

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统一。在 “十五”和 “十五”之前，统计科学研究所的

张泽厚、张宏信等对统计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研究。在他们研究的

基础上，统计学在科学分类中列为一级学科，在高等教育的专业分类中列入

了理学门类。我们认为，统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学科边界在哪

里等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建议在 “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梳理，以促进统计学

科健康发展。

２统计教育体制研究
我国统计教育体制不利于培养统计人才。与发达国家比较，专业和专业

层次设置不尽合理，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主要课程的内容都存在不少问

题。建议 “十一五”期间在进行统计教育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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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国统计教育和教学改革的方案，以利培养更多、更好的统计人才。

３统计科学史研究
对统计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统计学学科体系和统计教育体制问题。

此前，关于统计史的研究比较零散，尤其没有全面研究统计科学史。建议

“十一五”期间在 “大统计”理念下，全面研究统计科学史，梳理统计科学

发展过程，进一步明确统计学的性质、内容和研究范围。

统计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贺　铿
参加者 （按姓氏笔画排列）：文兼武　田　艳　冯世雍　

肖红叶　吴喜之　林贤郁　袁　卫　康　君　蒋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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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期间，体育学研究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对体育发展与改革的推
动作用日益增强，对促进体育学科建设、完善学科体系产生积极影响，在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得到巩固。我国体育学研究在国际体育学术界开始占

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奥林匹克运动研究，几年来受

到国际体坛的特别关注。作为新建立的国家一级学科，它起步稍迟，但发展

速度并不慢。

按照国际惯例，在２００８年第２９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将在北京召开国际
奥林匹克科学大会。我国将以东道主的身份，迎接世界各国的体育科学专家

光临。届时，我国将努力拿出一批体育学的新成果，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展

示我国当代体育学术水准。体育学任重而道远。

一　体育学科建设的新进展

１９９６年，体育学正式列入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
这对体育学术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巨大的鞭策。长期以来，体育

学一直处于 “边缘”和 “从属”的地位。有专家认为，把体育学列为一级

学科，从而正式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是当代体育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

碑。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在体育学下设体育人文社会科
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４个二级学科；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自 １９９７年起设立 “体育学”，每年设立一定数量的资助项

目，提供一定数额的研究经费，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

学科地位。

按照社会学老前辈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健全需要具备

“五脏六腑”，所谓 “五脏”，是说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 ５个部分，
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院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出版物。这

５个部门建设起来以后，这个学科就粗具规模了。我们姑且以这５个部门的
情况来检阅一下近几年体育学学科建设的成绩：①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下若
干二级学会整合了分布在全国各高校和研究单位的研究力量；②正式以体育
社会科学命名的研究基地近年来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发展起来；③高等学
校和研究所中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逐年增

加；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图书资料中心逐步建立起来，以互联网为主要形
式构架的文献中心开始形成；⑤体育学术期刊中人文社会科学的比重在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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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２００３年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和 《体育原理》等一批

高校教材的出版，标志着体育学科建设又前进了一步。

所谓 “六腑”，是说一个学科至少应当能开出６门以上的基础课程。这
些基础课程主要有：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与社会

调查研究方法、体育经济学、体育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文化学、奥林匹

克运动研究等。

总之，“十五”期间，体育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五脏”、“六腑”已

经齐全，并且从 “边缘”、 “从属”地位进入中国的学术殿堂。随着我国体

育事业的前进步伐，体育学的内外环境大大改善，吸引力显著增强，研究队

伍不断扩大，研究水平逐步提高，体育学科正处在完善和发展中。

（一）巩固完善三级管理体制

第一级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除发布体育学研究 “十五”规

划外，每年均发布课题指南。５年来每年接受课题申报３００～５００项，平均每
年批准３０项左右。申报人不仅仅局限在体育学术界，一些经济学、社会学、
法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也参与申报。申报范围已覆盖全国各省区市。

第二级为国家体育总局。每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都召开一个体育学学科

规划会议，邀请全国专家参加讨论，总结一年来学科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

次年的规划。总局每年受理申报４００多项，批准１００多项，经费资助１００多
万元。２００４年国家体育总局专门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

学的意见》。

第三级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科技局、教育局。据了解，

随着体育学进入国家一级学科，各省也逐步将体育学的规划管理纳入工作范

围。许多省、区、市每年也有数额不等的资助项目，有的以委托研究的方式

进行资助。一些会议邀请体育学专家参加讨论，听取他们的建议。

部分高等院校和体育科学研究所，正式将体育学研究列入工作计划，支

持力度不断增加。在体育院校，体育学已经处于各学科的中心位置，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５年来，许多院校和研究单位都采取了切实有效措施，在人、
财、物等方面加强体育学的建设工作。

（二）建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科基地

从进入新世纪开始，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设立的１６个社会科学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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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前已在机构、人员、办公条件、教学与科研设施等方面形成一定的规

模。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了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成
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清华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

苏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９个单位为第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２００３年
２月，又批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沈阳师范大学、吉首大学 ７个单位为第二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２００４年国家体育总局为了推动体育人文社科的发展，组织人员对各基地进行
一次调查，调查报告指出：１６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建立，对推动新世
纪体育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高研究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吸引和培养人

才，增强解决体育改革与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以 ２００３年为例，国家社科基
金体育学立项的 ２７个项目中，社科基地立项的 ２１个，占总数的 ７７７７％；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项目立项的 １０９个项目中，社科基地立项的 ４５个，
占总数的４１２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
等基地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吸收了多学科的知名专家参与课题的申报和

研究工作，把学术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各基地初步建立起稳定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对高等院校来

讲，建立基地，有利于扩大学校影响、加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提高科研

水平。清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学校领导都亲自过问基地的工作。一些基

地所在单位的科研部门对基地建设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各基地都建有相对较强和稳定的专、兼职研究队伍。现调查的 １２个基
地共有专、兼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２６９人，其中教授 １０１人，占 ３６％；
副教授１１１人，占４１％；高级职称人员合计占７７％。具有博士学位者５０多
人。从队伍的年龄结构看，５０岁以上的研究人员为少数，这些人基本为基地
的学术带头人，大部分的研究骨干为中、青年。各基地在加强本单位人才培

养的同时，不断引进高水平的专家。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国外归国人员逐

渐加入到基地的研究队伍中来，充实了研究队伍，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发展后劲。

一些基地结合当地体育发展和学校工作的实际，在研究方向上有所侧

重，形成了重点研究领域和特色。如北京体育大学侧重奥林匹克研究，华南

师范大学侧重基础理论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侧重竞技体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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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侧重冰雪项目研究，成都体育学院侧重体育史研

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在法学、经济学方面人才

济济，多学科融合、多视角、多角度进行研究，跳出体育看体育，提高了体

育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各基地成立以来，“走出去、请进来”，积极组织和开展国际、国内学术

交流。如清华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基地举办了

体育学术会议，邀请德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专家做学术交流；由

基地资助科教人员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等。各基地注重改善基地的研究条

件，从经费投入、图书资料、办公设备等方面入手，使基地科研条件逐步提

高和改善。沈阳师范大学基地开办之初每年获得专项经费１００万元，３年不
变，建立了中国体育软科学网站，创办了 《中外体育社科信息》；清华大学

从体育学科的 “９８５”经费中，拨出５０万元专门用于基地和学科建设，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年又分别下拨基地专项经费１０万元；成都体育学院２００３年为基地
投入经费１５万元，创办了 《中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多方引

入资金，在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建设了图书、期刊齐全的资料室；华南师

范大学建立了体育科学网站，在体育人文社会专著、教材、电子信息库方面

加快建设步伐。

（三）研究队伍逐步扩大，跨学科研究有所加强

“十五”期间，随着体育学研究的展开，一支研究队伍也成长起来。一

些长期从事体育社科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在新形势下自觉学习新知识、掌握新

方法，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些中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顺利成长

起来，已成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体育系统内外的一些从事社会科

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积极参与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创建体育社会科

学体系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理论、政策研究及管理机构

中参与研究的人员也不断增多。此外，各级学校体育教师中也有一批人结合

自己所从事的体育教学、训练工作研究体育理论问题。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

一支以体育院校、普通高校、体育科研单位为骨干，专兼职结合的体育社会

科学研究队伍。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以来累计已发展１５０００名会员，其中
参与体育社科研究的会员是我国体育社科研究的基本队伍和中坚力量。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历史学界和政治学

界的一些中青年专家，对体育学研究也发生兴趣。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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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沈阳师大、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等高校领导，均亲自参加或指导该校的体育学研究。雅典奥运会前后，阎学

通等一批国际问题、政治学专家撰文阐述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好成绩的原

因。在体育产业方面，李晓西、刘伟等也积极参加讨论研究。体育院校中如

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领导均

带头积极参加体育学研究。正是由于体育学列为一级学科，体育院校的学术

地位也大为提高，培养了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博士后流动站也建立起来。

一批高学历的研究生毕业后，纷纷进入研究机构，从而大大加强了体育学研

究队伍的力量。乘着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东风，一些有留学经历、有多种

知识背景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对研究视角的拓宽、研究水平的提高

大有助益。近几年，一批体育产业先后兴起，其中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

界人士开始介入体育产业研究，有的还出资举办各种论坛。这也是 “十五”

期间的新气象。

（四）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内容逐步深入

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随着改革

开放后我国体育运动的飞速发展，近几年，体育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对体育

与社会环境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探索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政治、体育与文

化、体育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作用、性质、程度和范围，揭示体育

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政治和社会安定、增强民族凝聚力、塑造国家形象以

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把体育运动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放到

更宽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审视。

体育学在研究体育运动的本质、目的、结构、功能、价值等基础性问题

的同时，还对体育运动过程、运作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如：研究体育制

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体育事业的管理目标、原则、方法、组织的确定

与选择，体育事业中人、财、物的来源、管理、使用和效益；研究体育发展

战略以及实施的步骤和策略；研究体育锻炼、运动训练、运动竞赛、体育宣

传、体育教育、体育科研、体育社会化和科学化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体育与市场的关系，体育市场的培育、开拓和管理问题。体育运动的本质、

过程和运作机制等问题，成为新时期体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基础研究在

一些理论问题上获得进展，对于体育的概念，体育的本质和属性，体育的结

构和分类，体育的功能和价值等基本原理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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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门社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廓清了若干陈旧的观念，而且在理

论上也有所建树，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体育这一社会现象，揭示体育发展的内

在规律有着重要意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期

体育运动中新提出的理论问题，如体育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体育价值观

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的基本特征，体育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体育与人的发展，体育的社会化、商业化、职业化，体育的国

际化与民族化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体育全面走上国际体坛，以及为适应国家经济体

制变革对体育发展提出的要求，我国体育学研究打破过去仅仅局限于研究中

国国内体育运动的局面，把研究的范围从国内扩大到国外。这种趋势一方面

表现在体育理论界开始从世界大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体育运动，吸取和借鉴

国外体育运动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

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模

式和特征的影响的前提下，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谋求对体育运动相对统一的

概念框架，对世界体育运动中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例如，

如何认识体育的本质和功能，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竞

技运动的业余性、职业化、商业化；如何改进学校体育教学，推进全民健身

运动等。近些年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许多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水平，

我国学者发表的许多论文和著作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科

学在面向世界方面的进展。

体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还表现在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维度上。研究者

不但重视当前体育现实状况，也重视对体育史的研究，开展了对中国古代体

育史、近代体育史、现代体育史的研究，对外国体育史和奥林匹克运动史的

研究以及各单项运动项目史的研究。从历史的演进中探索体育运动发展的规

律和中国体育发展的特点，预测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趋势。

（五）多学科、多视角观察分析体育现象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体育学研究过于狭窄和单一，把现代体育仅仅视

为一种教育现象，仅是教育的一部分，这已经落后于时代和体育运动发展的

现实，无法全面深刻地对体育运动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做出解释。当时虽然也

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体育运动，但主要是指运用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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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忽视了运用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因而过去体育理论研究的

理论基础十分薄弱，视野狭小，不可避免导致了体育理论的贫困和体育学的

落后。

１９８０年以来，特别是近５年来，体育科研工作者在引入社会科学多种学
科的理论、知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众多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引入是体

育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体育科学

的应用性。体育科学整体上具有明确的应用性，属于应用科学或应用理论科

学层次。其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离开了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众多学科提供的理论基础，体育科学的大厦就无从建立。第二，当

代体育问题的综合性。当代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都具有高

度的综合性。当代体育运动中的许多问题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国体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体育运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

升，体育自身的组织和结构日趋复杂，体育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

联系日益紧密。因此，要深刻理解体育运动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回答体育事

业前进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全方

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深刻揭示它的本质和规律，找到

体育领域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

在这一时期体育科研中应用较多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主要有：哲学、经济

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美学、伦

理学等。例如，运用历史学知识研究中国体育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过

程、发展规律和特点；运用经济学知识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

中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体育领域人、财、

物的作用，提高体育投资的效益；运用哲学知识研究体育的本质和一般特

征，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人的世界的关系；运用管理学知识研究体育管理

的目标、原则、体制、组织和方法，研究如何协调、控制和组织体育运动的

管理活动，提高体育管理效益和综合效益；运用法学知识研究体育立法的意

义和必要性，体育立法的原则、特征、任务和功能，使体育法规体系的建设

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等等。

当代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体育社科领域，应用于研究体育运动这一

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

具。此外，具有方法论性质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横断学科，以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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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抽象方法研究各种事物某一方面规定性及其规律的学科，如科学学、未来

学、统计学、情报学等学科也跨入体育社会科学的大门，这些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及一般方法论学科在体育科研中的应用，大大强化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能力，扩大了体育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改善了体

育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大大提高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研究

水平，推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六）出现某些较突出、有影响力的成果

２００１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成立以徐寅生同
志为组长、谢琼桓同志为副组长的课题组，对中国乒乓球队 ４０多年长盛不
衰的经验进行总结。当年５月，课题组以 《乒乓长盛考》为题申报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准。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乒乓长

盛考》、论文 《星光为何这般灿烂》和专著 《乒乓长盛的训练学探索》。该

项成果得到李瑞环、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分别做出重要批

示：“这份报告非常之好，有普遍意义。望予以重视。”“道出了中国乒乓球

队长盛不衰的真谛，崇高而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胜不骄、败不馁’的思

想气度，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求真务实的作风。”中央办公厅将两位中央

领导的批示传国家体育总局后，总局党组立即召开办公会进行传达，并下发

关于深入领会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认真学习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经验的通

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星光为何这般灿烂》，《求是》杂志、《中国体

育报》也全文发表。人民网、新华网、中体网全文上网。在半个月时间里，

《文汇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等６０多家报刊先后转载。全国社科
规划办公室专门召开会议，请罗国杰等专家参加座谈，徐寅生同志出席发

言。有关会议发言， 《光明日报》用一整版进行宣传。在体育界，各机关、

团体和运动队，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通知，组织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

教练员进行学习讨论，通过墙报、讲演谈心得体会。尤其是全国乒乓界，更

是反映强烈，受到很大鼓舞与鞭策。嗣后， 《中国体育报》又摘要发表了

《乒乓长盛考》的研究报告，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星光灿烂四十年》一

书。总之，此课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无论在体育界或社科界都是比较罕

见的。

李宗浩主持的 《２０１０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和谭建湘主持的
《我国体育中介市场发展与管理的综合研究》也分别得到竞技体育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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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产业主管部门的重视。这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的一

些观点和对策建议，为决策层提供了新的思路，起到了很好的咨询作用。全

国社科规划办在 《成果要报》中对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２０００年前后由何振梁、高占祥出任顾问的奥林匹克百科丛书编委会主持
编辑出版的奥林匹克丛书，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全面系统

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它的出版对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产

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与此相辉映的是，在奥林匹克教材建设和学术专题研

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新颖独到见解的著作和论文，反映出体育学术界开

始以大国的心态和世界性的眼光参与世界体育的研究。

二　体育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关于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１体育的总体战略
正确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是事关体育事业健康、协调、快速

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关于二者的关系，曾出现过 “普及与提高”、 “优

先发展”、“协调发展”等提法。我国体育学术界普遍认为：“群众体育与竞

技体育是对立统一的。” “群众体育的发展是不断涌现竞技运动人才的源泉，

所以它是竞技体育的基础；而竞技体育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示范作用，促进

群众体育的发展。”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奥运争光计划与全民健身发展战略

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不能进行简单类比。我国今后的体育改革应紧跟国家的

发展形势，并适当超前发展。贯彻奥运争光战略将是今后体育工作的重点之

一，在一定时期还将成为核心工作。持此相同观点的研究者还从文化角度进

一步提出，当前形成了一个以奥运会为主线，辐射扩展而成整体系统的社会

文化现象，“以全民健身为基础，以奥运为中心，以竞技为重点的中国体育

可持续发展战略将为奥林匹克理想和精神写下最非凡的篇章……”与上述观

点相左，有研究者提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增强人民体质是宏观战

略目标和任务，而发展竞技体育、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则属于非宏观战略目标

和任务。亦即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是第一位的任务，“发展竞技体育”是

第二位的任务。有学者还进一步分析指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

落后的体育管理体制的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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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一对矛盾是体育事业面临的基本矛盾。全民健身

发展战略是全局的、整体的、最高层次的体育发展战略，其他体育发展战略

都是为其服务的。同时，这些战略组成了支持全民健身发展战略的支柱。

对体育发展战略的回顾与总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杨桦等认

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奥林匹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８０年代中期体育社会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９０年代初体育市场化改革战略
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肖林鹏

等对我国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的形

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作者认为中国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是

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而竞技体育的发展可以脱离一定时期社

会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实现优先发展。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是随

着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变化而逐步形成的，新形势下，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

协调发展战略应赋予新的内容。肖林鹏还总结和分析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三

次大调整发生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分析认为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发生的三次调

整是在国际体育运动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以及中国体育改革等

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中国体育积极谋求自身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体育发展战略

调整的内在动力。体育发展战略的回顾研究有利于及时总结体育发展的客观

规律，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有些薄弱，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尚缺乏深入研

究的科研成果。

近几年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重

视，并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体育领域也不例外，我国体育理论界亦开

始关注这一理论热点问题。谢琼桓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透视体育的现状和未

来，认为可持续发展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路。作者对竞技体育

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王景连等从体育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

联性出发，认为体育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可持

续发展战略，并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体育产业是可持续发展

经济系统的新经济增长点；体育内部的不可持续发展因素有兴奋剂、假体育

和伪科学。关于体育其他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体育可持续发展与

体育法制、体育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在国

际上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及理论体系等内容尚存有不同的认识，体育

界在引用这一概念时，并未明确可持续发展的确切内涵，以至于往往出现许

多人有牵强借用 “可持续发展”这一词汇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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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竞技体育发展战略
竞技体育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展示一个

国家科技、经济、文化的窗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主要包括国家及

地方竞技体育发展战略、项目发展战略、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竞

技体育中的教练员、后备人才、科技、产业经营等方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管理层和体育理论界一直十分重视中国
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１９８５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正式创建，后
来提出了 “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组织制定了一些重要的

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文本。２００１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又在苏州召开了
以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为专题的研讨会，取得了大批有实际价值的战略性研究

成果。我国体育学术界的体育发展战略研究最初是以国家奥运战略研究及地

方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为起步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推

动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１９９５年，我国确立了以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发展

战略，该 《纲要》到 ２０００年已经成功达到预期目标。为延续战略的发展，
杨树安设计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奥运战略，提出了竞技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目标，并首次提出了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着眼于 ２０１０年的竞技体
育发展，吴寿章等首次系统地对中国２０１０年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中国竞技体育２０１０年的发展总目标，即充分发挥竞技体育推动普及、
发展体育产业和丰富文化娱乐活动等多元功能与作用，继续保持亚洲领先和

世界竞技体育 “第二集团”前列地位，努力缩小与 “世界三强”差距，初

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依托社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充满

活力的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通过改革与发展，使我国竞技体育整体

实力稳步提高，运动项目和运动队伍结构更加合理，竞技体育成绩中科技含

量显著增加，基础设施和条件明显改善，为参与 ２１世纪中叶世界竞技体育
“第一集团”角逐奠定基础。要达成这一目标则包括科学确立训练与竞赛系

统目标、改革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注重科技教育、提高投资效益、加强后备

队伍建设、建立信息网络体系等具体目标。随着第 ２７届奥运会任务的圆满
完成和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成功，中国竞技体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
育舞台。新的形势下，竞技体育管理层和学术界的研究者对竞技体育发展战

略进行了新的规划与设计。李宗浩等认为，２０１０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
基本思路应该是分析未来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机遇与挑战，规划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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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战略。以新时期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所规定的目标任务为基本参

照，积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启动方案。２０１０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目标可
表述为：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及良性循

环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多元功能与

作用。落实新时期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竞技体育水平继续保持亚洲领先

和奥运会第二集团前列的地位。努力缩小与美国、俄罗斯的差距。竞技体育

运动成绩中科教含量显著增加。充分发挥竞技体育推动普及。发展体育产业

和丰富文化娱乐活动等多元功能与作用。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

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建设若干个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训练、科研、教育一体化的训练基地。初步建立与竞技体育发展

相适应的效益投资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上述两个发展战略的规划有相互交

叉的内容，而较之前一发展战略，后者更强调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这一

时代发展要求，同时还规划了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举措。

纵观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规划，２１世纪前１０年，“以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全面规划新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蓝图，”“保持亚洲领先和世界竞技

体育 ‘第二集团’前列地位，努力缩小与 ‘第一集团’的差距”等成为体

育管理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鉴于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马铁则提
出了我国竞技体育 “竞争实力基本进入第一集团，或在名次上争取再上一个

台阶”的目标。着眼于２０２０年，田麦久教授提出并分析了 “油点布局扩散

策略”，确立了 “有重点地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大国”的战略目标。有学者根

据我国竞技体育无形资产发展的需要，在综合阐述竞技体育无形资产的发展

历史及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把发展战略理论与竞技体育无形资产发展相结

合，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竞技体育无形资产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确定了研究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内容。此外，针对篮球、足球、田径

等项目发展战略构建，在近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均作了较系统深入的

研究。

我国学者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竞技体

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竞技体育可持续

发展的人力资源、影响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可持续发展中的竞技体

育变革等。张继忠、高志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影响中国竞技

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认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因

素主要有项目类因子、科教类因子、管理类因子、条件类因子和环境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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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意见最终认为，集中人力、物力支持重点项目、开辟冷门项目、加强对

后备人才的培养、建立科训一体化训练中心和提高管理队伍素质与水平等措

施。卢元镇认为，科教兴体、后备人才培养和体制创新是支持我国竞技体育

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刘建和认为，为使我国竞技体育得以持续发展，战略

的制定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其要求需处理好 “点”与 “面”的关系，

以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 “综合实力”。此外，可以改革部分国家队的组建与

训练形式，对竞赛规律予以深入研究，加速竞技体育人才国际化和与国际竞

技体育全面接轨。孙民治在对中国篮球职业化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参鉴

ＮＢＡ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篮球职业化发
展战略体系。朱琪林认为，中国足球运动近 １０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宝
贵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但如何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对中国足球运动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对今

后我国足球运动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肖林鹏从资

源的角度，认为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竞技体育资源的合理调控具有密切

关联。作者提出了旨在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调控战略，提出建立

中国竞技体育资源调控体系是促使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３群众体育发展战略
群众体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群众体育即社会体育。对群众体育

发展战略的研究主要包括国家及地方不同区域群众体育的发展战略，以及老

年体育、青少年体育、农村体育、社区体育等发展战略的研究。

我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制定并完成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并

提出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体

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的２０１０年全民健身
计划的战略目标。学界也对社会体育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谢琼桓等认为，

社会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关系到人民体质的增强、健康

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文明、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作者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结合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势，预测到未

来十几年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将具体表现为体育人口总量的增加、各分层

人口的增加、时间经费投入的增加和组织方式的增多。最后，作者提出了面

向２１世纪社会体育发展的基本建议。裴立新等提出 “未来１０年，我国群众
体育事业应以全面发展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的面向大众的多元的体育服

务体系为主线，以全面体制创新和科技兴体为动力，把提高国民体质作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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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发点，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作为总体发展目标”。有学者预测了２１
世纪初中国老年体育发展趋势。着眼于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有学者根据２００８年
人文奥运要求，提出了面向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北京群众体育文化建设的指导思
想、总体目标、基本任务和战略措施。

中国有８亿多农民，约占中国总人口的２／３。如果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
农民问题，则中国群众体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国政

府体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农村体育的发展，已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并

正在酝酿新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也正因为如此，在全国体育先进县评选

活动这一激励农村体育发展的行政措施被撤销之后，中国的农村体育向何处

去，日益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吕树庭等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正深刻而普遍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昭

示着中国广大农村发展的希望与未来。对小城镇体育发展问题的关注，就是

对未来中国大众体育发展的关注。为此，作者特别提出 “以小城镇为重点推

进中国农村体育”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做好规划，以东部、中部、西部模式

向前推进等发展对策。有学者在对苏南富裕乡镇农村调研基础上，对富裕农

村体育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富裕农村发展战略的模型。

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自身发展的非均衡

性。秦椿林等提出了群众体育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作者认为：“在任何国度，

体育都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体育的发展形态，都是由社会环境的

形态所决定的。在充满差异的中国社会中，体育也必然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

态中。在群众体育领域中，这一状态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体制、体育人口

的各种结构性比较、地域与城乡之间以及投资与效益的诸多关系中。”群众

体育非均衡发展是从我国体育实际出发，鼓励和提倡具备一定经济条件与体

育基础的地区和人群，优先发展体育运动，带动其他地区和人口快速发展，

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一种发展模式。最后，作者提出了中国群众体育非均衡

发展的三种模式：波浪模式、彗星模式和橄榄模式。

在涉及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中，既有对群众体育整体进行的研

究，也有分别对全民健身、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文章

均对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进行了各种角度的论述，尤其是结合我国

客观实际特别论证了全民健身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方面。

４学校体育发展战略
学校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一直与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联系起来。中国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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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指导思想，百年来经历了从 “尚武强国”的军官国民思想，到新中国成立

后的 “增强体质”、“保家卫国”、“技能技术教育”的体育思想。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学校体育在全方位学习和借鉴各国的体育思想
文化后，至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 “体质教育”、“快乐体育”、“技能教

育”、“全面教育”、“和乐教育”等多种思想观点提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学术争鸣局面。在此基础上发展成至今较为集中的 “健康第一”和 “终身

体育”的指导思想。

作为政府主导提出的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素质教育背景下，针对应试教育对学生造成身心负担而首先面向学校

教育而提出；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人的健康问题时，学校体育又有独特

的促进学生健康的功能，因而 “健康第一”也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思想；

第二，这一思想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新中国建立初期曾被毛泽东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针对学生身体状况而多次提出过；１９９９年以来被政府有关文件
进一步明确规范；第三，现在所提出的 “健康第一”的健康内涵更为丰富，

表现为身、心、适相协调的三维健康观和发展动态的健康观；第四，学校体

育要全面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把健康教育的相关知识内容纳入体育课程

体系；体育课程与课外体育相联系；为学生健康发挥综合作用；从培养良好

体育兴趣与习惯，掌握运动技能与方法，形成体育健康能力的多角度，发挥

学校体育功能，为学生健康做贡献。

作为学界认同的 “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其主要特点是：①源于现代
教育所倡导的终身教育思想；②基于现代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导致人们生
活方式变化和对健康的追求而对体育的强烈长期需求；③学校教育中的青少
年儿童时期，既是身心健康成长的黄金期，又是培养其体育兴趣、形成运动

技能、发展身体素质的特殊奠基阶段，“终身体育”指导下的学校体育实践

具有广泛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发展性；④ “终身体育”观指导下的学校体

育，将着眼于学生体育终身受益，将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阶段效益与长远效

益相结合，现实目标与未来目标结合，为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发挥积极作

用；⑤基于体育活动和人们的认识规律，终身体育主要培养广大学生的体育
兴趣、习惯和运动技能；健身性技能的教学无论对健身方法与能力的养成还

是一个人终身的体育兴趣与习惯的保持是不可或缺的。

在学校体育发展战略与其他发展战略的关系上，杨桦等认为，体育事业

的发展须依赖科技和教育，“两个战略”的协调发展同样依赖于科技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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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院校有着科技和教育的双重优势，理当成为 “两个战略”协调发展的中

介点。杨铁黎等对中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对高校竞技体育

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竞技体

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及其基本依据、战略目标和实现措施。还有学者对高

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高校体育产业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为

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体育教师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

念，即强调高校体育教师的发展性，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平等性和协调

性，并制定相应的发展对策。田雨普教授对 ２１世纪我国独生子女体育教育
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作者提出了学校体育改革的建议：更新传统的体育

教育思想，树立针对独生子女的特点，强化学校体育的个性心理和意志品质

的教育功能；修订和充实系统连贯的体育教育教学大纲。

５体育科技发展战略
体育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涉及对体育科技战略本身的思考、国家及地方

体育科技发展战略的构建等方面。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但如何

使科学技术与竞技体育运动实践密切结合，发挥科技兴体的作用则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课题。

史康成等在分析竞技体育科技进步战略的基本内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基

础上，提出了实施科教兴体战略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全面推进体育科技进

步；第二，增强创新意识，大兴创新之风；第三，全面提高体育队伍，特别

是运动员、教练员队伍的素质。李元伟认为，在现有的国情条件下，科技力

量分散是制约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议应整合现有科技

资源，形成集团优势，还可进行跨行业协作，联合攻关。借鉴我国组织实施

“８６３”计划的成功经验，规划并实施中国体育 “８６３”计划。有学者提出，
在科技全球化的浪潮中，体育科技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为了迎接科技全球

化的挑战，在制定我国体育科技发展战略时，应当充分认识到科技全球化的

必然性。要根据具体国情定好位，明确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加强国际体育

科技交流与合作，并熟悉、遵守交流合作的国际规则。加强体育科技体制改

革，体育科技要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实践。合理整合体育科技资源，

逐步形成集团优势。瞄准当前国际上居主导地位的高新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

研究，加强体育研究生教育改革，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体育科技人才。

有学者指出，当代体育科技、教育体系是科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相当的体育科学技术学科是科学技术母体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应用、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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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而形成的，由此构成了体育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２１世纪现代奥林匹
克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需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渗透，而在我国举办奥运这

一新历史环境下，国家创新体系将延伸成为体育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使体

育科学体系出现个体学科突增发展、学科群落拓展优化的趋向；体育教育传

播体系将更加开放、普及和优化，使各类高等教育体系出现超前创建体育新

专业契合社会文化、健康服务需求的态势。

（二）关于奥林匹克和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奥林匹克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介绍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这一时期，我国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奥林匹克组织之外，开
展奥林匹克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１９７８前仅有３３篇资料性的文章，其中译
文占２／３。第二是开展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该阶段以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
合法地位的恢复为标志。由于长期被封闭在奥运之外，这一时期我国有关奥

林匹克的著述主要限于一般性的知识性资料介绍，或历史的描述，其中最突

出的代表是 《奥林匹克大会》一书。属于研究类的文章还很少。第三是深入

阶段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这一阶段有三个因素推动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一是
“兵败汉城”引起的反思；二是举办亚运会；三是申办奥运会，特别是申办

奥运会使中国奥林匹克研究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奥林匹克运动开始

成为持续性研究热点，奥林匹克研究开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研究范围扩

大，视野从奥运会扩大到奥林匹克运动；理论层次的深化，开始注意到 “奥

林匹克主义”的概念，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运作机制、意

识形态，以及各种力量的组合与斗争有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表明对奥林匹

克运动的理性认识的开始。这期间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十分活跃，如 １９９２年
国家体委和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举办了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学

术讨论会；１９９３年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开始开设奥林匹克课程，编写和出版了
第一部高校教材 《奥林匹克运动》，随后用于中学和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教

材 《奥林匹克知识》和 《奥林匹克故事》也相继问世。奥林匹克教育的开

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奥林匹克研究，１９９３年底我国第一个奥林匹克研究中
心在北京体育大学成立。第四是全面开展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
北京获得了２００８年第２９届奥运会的举办权，标志着中国奥林匹克研究进入
一个新阶段。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无论对中国，还是

对奥林匹克运动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如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在其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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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中指出的： “北京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遗

产。”北京以 “新北京、新奥运”为主题，提出 “人文奥运”、“科技奥运”

和 “绿色奥运”的理念，提出以 “奥运促发展，以发展助奥运”的战略思

想，以图在举办奥运会与社会发展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北京制定了

“奥运行动规划”及关于交通建设与管理、科技奥运、数字奥运、文化环境

建设、能源建设与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项规划。举办奥运会的

实践给奥林匹克研究提出了许多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奥林匹克研究机构开始增多。除了北京体育大学

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外，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北京师范大学也相继成立了奥运研究中心或类似的机

构。２００３年，一个社团性的研究机构———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也宣告成立，
这也是目前我国从事奥运研究的唯一一家民间社团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和团

体与北京奥组委相互配合，召开研讨会，举办学习班，发表研究成果，使中

国的奥林匹克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北京奥组委等单位在 ２００３
年９月举办一系列研讨会，其中有 “奥运会徽：文化创新与景观开发论坛”、

“北京２００８中国玉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研讨会”、 “北京奥林匹克教育研讨
会”、“北京２００８奥运数码国际论坛”；北京体育大学举办 “奥林匹克商业

运作模式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２）、“国际奥林匹克论坛”（２００３）；北京奥运经
济研究会举办 “奥运物流专题研究会”（２００３４）、“北京人文奥运与经济发
展研讨会”（２００４７），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与北京民间艺术家
协会共同召开 “人文奥运与民间文化研讨会” （２００３１２）；人民大学人文奥
运研究中心举办 “北京２００８人文奥运研讨会” （２００２７）、“奥运与北京发
展论坛” （２００３３）、主题为 “创造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的

奥运国际论坛 （２００４６）；北京联合大学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心每半年举办
一次奥运研究综合性论文报告会。

在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奥申委根据奥林匹克运动的
发展需要提出了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北京

获得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三大理念的内涵及其实施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些研究显示了我国学者对该理念独特的理解，并展示了中国文化对丰富奥

林匹克文化的巨大价值。

１“人文奥运”
“人文奥运”是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三个理念中最重要、也是最难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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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概念。由于 “人文奥运”涉及精神、文化层面，不像 “科技奥运”、

“绿色奥运”易于操作，因而，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清，对其内涵难以界定。

但 “人文奥运”却是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最为核心的理念。北京奥运会成功
与否，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对 “人文奥运”理念的认识和在这种认识指导下

的具体操作。

奥林匹克运动中 “以人为本”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一运动的初创时

期，顾拜旦就将古希腊的人文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于新的实践，正如

他所指出的 “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因

此，奥林匹克运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人文精神的基础与内核，为竞技运动设

置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它强调体育的人文价值，强调体育的真、

善、美，强调体育应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进而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

和平的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外的奥林匹克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崇高的

人文思想和实践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类文明发

展的重要价值。但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使大多数欧美学者对奥林匹克体

育中应具有新的人文内涵、东方文化与奥林匹克人文精神的互补和互动缺乏

足够的认识，也无法全面深刻地透视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人文奥运”的壮

丽图景。

在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申奥委聘请的各方面专家对
前两个理念的看法比较统一，而对 “人文奥运”内涵的探讨一直在进行

之中。

北京获得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人文奥运”理念及其实施引起了广
泛关注，出现了一批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

的空白。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任海教授指出：

“人文奥运”之所以是北京奥运会的核心目标，不仅因为对环境的关注是人

文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从而形成 “绿色奥运”的概念，也不仅因

为人文精神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具体的应用方向与操作的道德标准，从而引

发出 “科技奥运”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是人文的，抓住

“人文奥运”就是抓住了奥运的本质。针对 “人文奥运”的内涵，任海教授

指出：“人文奥运”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丰

富而凝练的体育文化。

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先生在 《北京奥运会

１２４７体　育　学　　　　



对我国发展的影响》中分析：“人文奥运”是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融，是

“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谐，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卢元镇指出：北京２００８奥运会提出的 “人文奥运”，其本质就是体育的人性

化、普及化和平民化。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孙葆丽在 《北京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人文

奥运”理念初探》一文中将这一理念的内涵界定在三个方面：以人为本的奥

运会、东西方文化大交融的奥运会、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奥运会。

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博士在 《试论 “人文奥运”理念的内涵》一文中，

将人文奥运理念的内涵作如下界定：北京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是东、西方文化的
广泛交流和借鉴融合的盛会，是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文明相

互丰富和相互发展的盛会，是东、西方人文思想与和谐精神在体育领域以及

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充分贯彻和深刻体现的盛会，是 “更快、更高、更强”与

“和平、和谐、友爱”的统一的盛会。

《人文奥运》一书中黄立遷等就 “人文奥运”理念内涵做出如下解释：

传播和发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世界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大交融；弘扬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展示近年来北京市改革开放建设成就和新面

貌；介绍中华五千多年体育史及现代中国体育的辉煌成就；展现北京人的精

神风貌。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指出：和谐是 “人文奥运”的灵魂。和谐思

想，对中国、对世界、对奥林匹克运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

要的资源性价值。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冲突，这主要表现为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以及人的灵魂与体魄之间的冲

突。人文奥运的宗旨，在于推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文明与文明

以及人的灵魂与体魄之间的和谐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课题 《“人文奥运”研究》结项报告中指出：“人文

奥运”理念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人文奥运”，是文化的奥运，它是奥林匹

克与中华文化的伟大携手；“人文奥运”，是人本的奥运，它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思想，是古今中外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人文奥运”，是人民的奥运，它

体现了１３亿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有的学者从北京品牌的视角对 “人文奥运”进行了诠释。中国体育博物

馆的崔乐泉博士认为能够充分体现 “人文奥运”主题的是北京特色，也就是

北京品牌，而其基础就是北京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李建平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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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北京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北京的角度来理解 “人文奥运”。

一些社会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触角也延伸到了这个领域。中国社科院哲学

研究所的王树人研究员从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即人文精神切入，对 “人文奥

运”的核心内涵做出了评述：突出 “人文奥运”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

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也就是彰显人的个性和创新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学教授郑杭生认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表

明了党中央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新理念。这一理念为深入理解２００８年北京奥
运会的 “人文奥运”理念提供了根本依据。一届奥运会只有对举办城市、举

办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使奥运会和举办方都

得到双赢互利，这届奥运会才是 “人文奥运”。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

心的夏伟东把 “人文奥运”的内涵归结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奥运、塑造

中国人自己价值观的奥运、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奥运、提高中华民族文

明素质的奥运。

在 “人文奥运”的研究过程中，相关教育活动已经在中国的大、中、小

学校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开展。任海教授等在北京奥组委组织编写的 《中学生

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中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对 “人文奥运”的理解：普及

奥林匹克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和市民

的良好精神面貌；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信任和友谊；以运动员为中心，创造使奥运会参加者满意的自然、人文环

境；遵循奥林匹克宗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

展；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一些研究还从北京人文环境、北京市民形象塑造、北京城市建设、文化

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大型主题活动、志愿者培训、大众体育活动等方面探

讨了 “人文奥运”的实践体系及具体内容。

“人文奥运”已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他们的研究视角新颖，观察

敏锐，敢于运用新理论，其探索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并取得了十分有

价值的成果。大量的相关研究标志着 “人文奥运”理念的理解和阐释正在逐

渐深入，且趋于系统化。

但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着现象解释多于本质透视、表层研究多于规律探

索、现状描述多于前景预测的状况，对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人文奥运”理

念及其实践探索尚未得出清新的结论，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将 “人文

奥运”的概念泛化。目前，几乎各行业都在探讨人文奥运与本领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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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 “人文奥运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的倾向。二是对 “人文奥运”

内涵界定的依据不足。有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国化，而对奥林匹克本身的规律

认识不够。三是对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人文奥运”实践纬度的研究尚未见

到，对各纬度的参与因素界限不清，使 “人文奥运”的具体操作产生偏差。

四是对其他举办城市 “人文奥运”经验的总结不够。

２“绿色奥运”
任海教授等在北京奥组委组织编写的 《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中指

出，把环境保护作为奥运设施规划和建设的首要条件，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

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广泛采用环保技术和手段，推进环境治理；增强全

社会的环保意识，大幅度提高首都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城市。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熊斗寅研究员在其 《解读绿色奥运》一文

中分析指出，所谓绿色就是环境保护问题，也是回归大自然的问题。２００８年
奥运会将在绿色的北京举行，北京将为奥运会提供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

态良好的世界一流大城市环境。绿色与奥运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体育与环境的

关系。

全国节水办常务副主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季松认为，“绿色奥运”

指的是在奥运会建设中采用环保的材料、装备和场馆，营造草地、森林、水

面等绿色环境。“生态奥运”是让奥运依附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之上，

建设材料９５％利用，不出废料；污水全部处理，中水１００％回用，采用太阳
能、风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建立循环经济的生产生活体系。

《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三大主题探析》一文中孙葆丽教授认为，“绿色奥
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奥运。“绿色奥运”强调围绕举办奥运会所进行的一

切活动都要符合与自然高度和谐、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北京 “绿

色奥运”的构想，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概念，适应了时代的需

要，将为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解建卫在 《“绿色奥运”探析与展望》一文中对 “绿色奥运”做如下解

释：“绿色奥运”是奥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思维模式；“绿色奥运”是

奥林匹克理想的产物；“绿色奥运”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产物。

《现代奥运新理念：人文、科技、绿色》一文中分析指出，“绿色奥运”

是指奥运会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应以对自然环境的最小破坏为目的，注重

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废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保护人类适宜的水、空气和土

壤，保护古建筑等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社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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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体育：绿色奥运的核心理念》一文中论述， “绿色奥运”绝不仅

仅指像花草树木一样的绿色，它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指向。现代奥运会

一次次对生态环境的密切关怀与生态体育的凸显，正是向人们表明 “绿色奥

运”的理念核心在于生态体育，即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

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活动，它的时代主题是和

谐与发展。

《论绿色体育的和谐内涵》中作者认为，绿色体育价值内涵应理解为以

体育全面协调的思想和手段，促进人格健全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

及人自身三大整体动态和谐。

３“科技奥运”
研究者对 “科技奥运”的认识比较一致。任海教授等在北京奥组委组织

编写的 《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中指出，紧密结合国内外科技最新进

展，集成全国科技创新成果，使北京成为展示高新技术和创新实力的窗口。

孙葆丽认为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将成为最新科技成果的汇聚地，科技将
渗透到本次奥运会的筹备、实施和会后工作的所有过程中。将使参加奥运会

的运动员发挥出最好的竞技水平，将使媒体快捷、准确、生动地将奥运会盛

况传遍全球，使奥运会进行得顺利和圆满，为成功举办奥运会奠定坚实的

基础。

《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的内涵及其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影响》一
文指出，“科技奥运”就是指在比赛场馆和奥运村建设以及通讯、交通和日

常使用的设备方面，运用当代高新科技技术和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宽带技

术、环境技术、节能节水技术等，还包括运动员日常训练和奥运会竞赛组织

工作的高科技介入。“科技奥运”首先是提倡 “科学精神”，倡导追求真理，

其基本内容包括高举科学旗帜，更新观念，增强环保意识，制定和完善如保

护环境和人文景观等制度，以及建设奥运会相关设施和改善环境工程等。

相关研究成果有：“科技奥运”浅议 （熊斗寅、２００１），科技与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的互动 （王卫荣、２００４），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体育运动 （宋继

新、贡娟、２００４），现代奥运新理念：人文、科技、绿色 （杨鹏飞等、

２００４），“科技奥运”的内涵及影响 （首都发展研究院）。

从北京奥申委提出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

以来，相关的讨论和研究已经使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识

到，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三大理念将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新的活力，使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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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克运动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树立起更加崇高的形象，还将使北京奥

运会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独一无二的伟大遗产。

（三）　关于体育产业的研究

体育经济学是近年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门十分活跃的学

科。过去的５年，是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５年，也是学术成果最
为丰硕的５年。一大批学者围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
体制与运行机制、推进体育职业化、引导大众体育消费、培育和发展体育市

场、开发体育无形资产、加强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管理、中国加入 ＷＴＯ
对体育产业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经济影响以及体育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制
定等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有关体育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大量涌

现，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局管软科学招标课题中

立项的体育经济类项目总数也有显著增加。同时，政府的相关部门以及部分

企事业单位和学术团体还召开了一系列体育经济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体育经

济研究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学者和新闻媒体共同关注的话题。

５年来，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和主要学术进展，大体反映在
以下九个方面。

１体育产业内涵和外延
关于体育产业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讨论较多、也较为

充分的一个领域。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什么是体育产业的争论仍然是见仁

见智、莫衷一是，但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也为进一步科学地探讨这一概念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体上看，当前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有代表性的学术

观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育产业就是体育服务业。这种观点认为，所谓体育产业指的就

是以活劳动的形式向全社会提供各类体育服务的行业，是体育服务业的简

称。由此把体育产业分为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咨询培训业、体育经纪

业、体育旅游业、体育博彩业等。这种观点严格把体育产业界定在体育运动

本身能够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范围内。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这样的界定没有国际

通约性。目前，西方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体育产业是体育物质产品生产和经

营与体育服务产品生产和经营的集合体。国外体育产业产值统计也是包括体

育用品和体育服务两大部分。“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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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什么西方体育经济学家在研究体育产业时并没有采用他们理应比我们

更熟悉的产业分类理论？这里的缘由值得深思。二是这样的界定将制约我国

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刚刚起步，如果在起步阶段就对体育

产业作严格界定的话，不利于吸引投资和培育体育市场，因此，广义的界定

比狭义的界定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其二，体育产业就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种观点认

为，体育产业的本质是体育运动中蕴含的经济价值。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挖

掘当代体育的经济价值所开展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就构成存在于现实经济

生活中的、事实上的体育产业。因此，体育产业是向全社会提供各类体育物

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体育消费需求的行业，它由体育物质产

品的生产和经营与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两部分构成，也包括体育服

装、体育器材、体育食品、体育饮料的生产和经营。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体育消费从根本上决定了体育产业。有什么

样的体育消费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体育市场，而体育市场上的主客体就构成了

体育产业。由于体育消费客观上存在体育用品的消费和体育服务的消费两大

类，因此，体育产业的构成上就必然是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生产和经营活动

的统一。

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第一，概念是对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高度概

括。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这是国家统计局产业分类标准和国务院 《关于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明确规定的，因此，体育产业的属性是明晰

的。既然体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属性是明确的，那么其本质内涵就只能是

提供特殊商品的体育服务，而从这一内涵无论如何也推不出体育产业是包容

一、二、三产业的混合产业。第二，对体育产业作广义的界定有利于体育产

业的生存和发展的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体育产业如何界定是一回事，

体育部门能开办和经营什么样的产业又是另一回事。

其三，体育产业就是体育事业中可营利的那一部分。这种观点认为，所

谓体育产业就是指体育事业中既可以进入市场，又可以营利的那一部分。这

是一种从经营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对体育产业所作的界定。持这一观

点的尽管人数不多，但基本上都是实际从事体育产业开发的人士。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任何产业都是市场中真实存在的商品货币关

系，没有市场的产业是不存在的。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还是属于第二和第

三产业的混合产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育运动中到底有哪些运动项目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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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容可以实实在在地进入市场，并能够切实营利。也就是说，体育事业并

不能在整体上被界定为体育产业，能够称之为体育产业的只是体育事业中既

能进入市场，又能营利的那一部分，而不能进入市场，必须靠政府财政支持

的项目只能叫事业。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体育事业整体上界定为体育产业是经济理论

和国家政策明确规定的。尽管目前我国体育事业中确有不少运动项目不能进

入市场，但这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人们对体育的有支付能力的消

费需求还比较低，以及现行的体育体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体育运动是可以进入市场

的，只不过我国在体育产业资本支持体系的创新、体育市场细分化和营销定

位，以及体育经营项目创新和体育服务营销手段创新等方面知之甚少、无所

作为所致。如果我们发展体育产业只把眼睛盯在已经进入市场，并可以赢利

的项目上，那么体育产业的拓展空间将十分有限。

其四，体育产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体育事业。持这种

观点的人认为，体育产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体育事业，是

体育事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称谓。称谓

的改变带来的不是体育事业本质属性的扬弃，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体育

事业运作方式和产出成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

展体育事业考虑的只是如何尽可能地增加传统意义上业务成果的产出，如组

织竞赛的场次、参加锻炼的人数、金银铜牌的多少和达标率的高低等，只要

这些业务成果达到了预定的计划指标，就算圆满完成任务。而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发展体育事业除了要追求 “一次产出”之外，还要追求

“二次产出”，即把初次产出的、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业务成果再转化为可以

用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计量的经济效益。

２体育产业能否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产业

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理由是根据经济学理论，一类经济活动或一

项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这类经济活动或

产业应不在传统行业之列，或虽属传统行业但以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

低，而现时却表现出极大的增长潜力；二是这类经济活动或产业所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全社会新的消费热点，投资者纷纷涌入，产业规模迅速扩

大；三是这类经济活动或产业能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能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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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体育产业在理论上符合这三个条件。一来它是新

兴的朝阳产业，不在传统行业之列；二来体育消费已经在国内外成为一个新

的社会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三来体育产业是一个上游产业，它的发展不仅

能带动第二产业中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能带动第三产业中相当一部

分行业的发展，对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有一定的作用。因此，体育产业应该

同时也必然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体育产业目前还不能称之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

点。理由是：首先，全社会对体育消费品的购买力还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

高。农村人口占多数和国民整体的低收入，决定了体育消费在一段时间内，

还难以达到一个足以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水平。其次，我

国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目前主要还是地区性或区域性市场，在广大的中西部，

体育健身娱乐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即使在城市中有一些，大多也是有场无

市；而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则主要还是季节性或时段性市场，并且受非经济因

素的影响较大，表现出相当大的不稳定性。体育产业两个主体市场现有的发

育水平和实际的市场规模也表明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再次，体育产业

只有先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新增长点，才有可能最终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新增

长点。而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也是短期内难以企及的。所以，从整体上讲，我

国体育产业目前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３体育市场分类、发展重点和路径选择
关于体育市场分类，目前主要观点是：从逻辑关系上看，消费决定市

场，有什么样的消费就有什么样的市场。体育消费有体育物质产品的消费和

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两类，体育市场由此也可以分为体育物质产品市场和体

育服务产品市场两类，其中后者又可以细分为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

场、体育中介市场、体育旅游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媒体市场、体育博

彩市场和体育保险市场等。

关于我国体育市场发展的重点，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应把体育用品市

场、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和体育中介市场作为重点。在体育市场发

展路径选择上，则认为应坚持以少数首位型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为先导、以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带为重点，走以城市带

动农村的发展道路。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核心地区：以上海

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唐地区；第二类是重点地区：以沈阳、大连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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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辽东半岛，以济南、青岛为中心的胶东半岛城市带，福建省的福厦樟地

区，四川成渝地区，湖南的长株潭地区，湖北的江汉平原地区以及河南中部

地区；第三类是辐射地区：全国其他中小城市和部分富裕农村地区。

４体育消费
几年来国内学者在体育消费问题方面的研究，除做了一些区域性的实证

研究之外，重点探讨了我国的体育消费能否在近期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持否

定意见的学者认为，体育消费近期不会有较快增长，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减慢，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消费不可能出现

繁荣的态势。二是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这个时期经

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化，也就是说，在工业化没

有完成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的拉动，依靠制造业来发展，

只有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它的经济增长主要源泉才可能来自第三产业。这就

是说，体育消费只有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才可能真正活跃。三是从恩格尔系数

上看，我国目前还处于从温饱向小康过渡时期。体育消费只有到了富裕状

态，也就是恩格尔系数降到４０％以下，才可能有快速增长。持肯定意见的学
者认为，我国体育消费近期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主要理由也有三点：一是

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估计过低。通过比较，中国目前消费结构相当于３０００美元
的水平，即目前中国人均 ＧＤＰ实际水平应乘以现在 ＧＤＰ的３倍。从这一点
上讲，我国目前的消费应处于一个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的水平，处于这一收入
水平的社会，体育消费应该是旺盛的。二是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城乡间和

地域间的差距特别大。上海人均 ＧＤＰ已达４０００多美元，北京人均 ＧＤＰ也已
超过３０００美元。三是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发展和第三产业
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化水平将越来越高，第三

产业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体育消费拓展的空间和发展速度也会随之不断

加大。应该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否定意见讲的是一般性、普

通性，肯定意见讲的是特殊性、个别性，实际上两种观点都承认一个共同的

前提：即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体育消费是顺

应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变化规律的、有增长潜力的服务性消费，它在未来的持

续发展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５体育经纪人制度
体育经纪人是体育产业中十分重要的中介机构，是活跃各类体育市场必

不可少的润滑剂。近年来围绕体育经纪人制度展开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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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通过重点局管课题立项资助，开展了发展

我国体育经纪人的对策研究。该研究较为系统地评介了欧美体育经纪人制度

及其管理特点，调查了我国体育经纪人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

国体育经纪人的政策建议。二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会同国家工商局开

展 《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的立法调研工作，拟订了 《体育经纪人管理办

法》（草案），并在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搞了体育经纪人培养、

资格认证的试点工作。《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有望近期正式颁布。

６加入 ＷＴＯ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如何应对 “入世”

的挑战，又如何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加快自身的发展，这是理论界关注的

一个问题。目前主流看法是，“入世”对中国体育产业的影响主要将发生在

体育用品业、健身娱乐业和体育中介业三个领域。

我国体育用品业是一个出口依存度很大的行业，１９９８年通过海关直接出
口的体育用品达４５９８亿美元，其中仅篮、足、排三大球的出口就达到８０１１
万美元。中国的运动服装、鞋帽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基地之一。我国加入ＷＴＯ
对体育用品业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有利的一面看，“入世”有利于我

国体育用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我国体育用品，尤其是运动服装、鞋帽产品

对欧美市场出口的最大障碍是歧视性 “进口配额”条款，“入世”后，进口

配额将会被取消，其他贸易壁垒也将被打破，这就给我们的体育用品企业全

力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我国体育用品企业拥有人员工资

低、产品成本低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国内企业在承接国外著名体育用品企业

来料加工的业务中，员工的操作水平、产品的工艺质量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

的提升，再加上体育用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的科技含量相对有

限，这些都为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进一步扩大出口，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上与

国外同类企业开展竞争提供了可能。

“入世”给国内的体育用品企业带来的挑战主要是：按照 ＷＴＯ的游戏规
则，“入世”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潜在的体育用品市场将更具吸引力，

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一批国际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将会在更大的规模上

进军中国市场。它们会利用独资、合资等多种投资方式，大举实行品牌替

代，控股控市，把更多的国内体育企业纳入它们全球化经营战略。而对一个

企业来说，没有控股权就意味着失去发展权，就不能主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

向。为应对这一挑战，国内体育用品业必须走大资本、大市场发展道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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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企业一方面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兼并、收购、联合、重组，抢在国外企业

前面，扩充资本，组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要切实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增

加企业的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发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能与

国外名牌产品竞争的优质品牌，抢占高档体育用品市场，并利用国内企业对

国内市场和消费者心理熟悉的优势，进一步拓展中低档体育用品市场。

健身娱乐业是新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在发达国家健身娱乐已

经是一个高收益、强竞争的行业。我国的健身娱乐业，尽管才刚刚起步，但

发展迅速、前景看好。目前，国内的高档健身娱乐项目，如高尔夫球、保龄

球、涉外宾馆、涉外公寓的健身俱乐部，已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资或外方来

经营的，垄断经营的趋势也已初现。加入 ＷＴＯ后，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进程
会进一步加快，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健身娱乐公司也会进军中国市场。美国

目前有商业性的健身娱乐俱乐部１２０００个，规模最大的５家公司，都开展集
团化、连锁化经营，共拥有 １９８９个分支企业，其中最大的一家拥有 ６６１个
下属俱乐部。这些大公司拥有资本、经营方面的双重优势，一旦它们进入中

国市场，国内规模小、经营水平低的同类企业将很难与之抗衡。

与健身娱乐业情况近似的是体育中介业。目前，我国高水平的职业联赛

和部分商业性比赛的赛事推广商，以及部分高水平优秀运动员均是由国外经

纪公司和体育经纪人代理的。国际管理集团 （ＩＭＧ）和亚洲 ＮＢＡ推广公司
这样的世界著名的跨国体育经纪公司已经在我国立足，并在体育经纪市场上

形成一定的垄断，国内少数几家体育经纪公司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入世”

以后，不仅国际上一流的体育经纪公司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二流的

体育经纪公司也可能涉足国内赛事，体育中介市场上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尽管更多的国外体育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赛事

的商业价值，有利于体育无形资产的深度开发，但是，一旦市场被完全垄

断，我们就会受制于人，甚至丧失部分项目的自主发展权。

７体育无形资产开发的研究
近年来，围绕体育无形资产开发国内学者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

成果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体育无形资产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初步界定。大

多数学者认为，所谓体育无形资产是指存在于体育运动中具有体育特质、受

特定主体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地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带来经济效

益的资产。其外延包括：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举办权和专有经营
权；②各级各类体育组织、体育团队的名称、标志的专有权、特许使用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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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③体育专利申请权和实施权；④体育专有技术的发明权、使用权、
转让权和其他体育科技成果权；⑤体育彩票的发行权、专营权和销售权；
⑥体育场馆、设备的租赁权、土地使用权；⑦体育组织、团队和名人的声
誉；⑧在职体育名人的广告权、代理权；⑨体育行政部门认定的体育类促销
获利因素；⑩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际惯例承认的其他体育无形资产。二是
对体育无形资产的分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对体育无形资产的特征进行了归

纳，对国有体育无形资产所有权进行了界定。三是对体育赞助、体育活动的

电视转播权、大型赛事无形资产开发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取得

了一些对体育产业开发实践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科研成果。

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体育运行机制
建立什么样的体育运行机制，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体育应纳入市场经济的范畴。体育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

体的体育运行机制，使市场成为体育资源配置的基础。另一种意见认为，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体育运行机制应该是计划机制 （非市场机

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与结合的运行机制。具体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市场机制

型。如自主经营的体育经营实体，市场机制在其运行中起支配作用。二是非

市场机制型。由财政拨款和体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体育事业单位，在其运

行中计划机制仍起支配作用。完成政府部门规定的任务是这些体育事业单位

的主要职责。三是半市场机制型，实行差额预算、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的

事业单位，依据其开展业务和接受任务的不同性质，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在

不同范围内、不同程度上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体育市场化的程度与范围，有的论文提出，对于体育事业的不同部

分和不同运动项目，要区别情况来确定其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度和市场化程

度。例如，竞技运动中某些观赏性不强、观众较少、市场需求不旺，自我发

展难度较大的奥运项目，应当以计划机制为主进行运转。某些观赏性强、观

众多、竞赛活跃、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收益较好的项目，可以逐渐弱化计划

机制，强化市场机制，最终转变为以市场机制为主。其中，有的项目在条件

具备时可以实行职业俱乐部制，由半职业化俱乐部逐步过渡到完全按市场机

制运转的自主经营的职业俱乐部。同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体育市

场化与非市场化的比重，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应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体育需要的增长，体育市场的扩大，以及体育事业

自身矛盾的展开而不断变化。总的趋势是体育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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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作用将会逐步增强。

９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获得成功，国内体育经济学界围绕着奥运

会的经济影响，开展一系列研究。这类研究，目前看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五届奥运会主办国家和举办

城市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的成果、经验和做法。二是结合

中国和北京的实际，研究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首都经济以及对我国
体育产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关于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国内外的一
些研究机构都做过一些预测，且预测的结果也比较一致，即北京筹备和举办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每年能拉动中国 ＧＤＰ增长０３％ ～１％。同时，一些学者还进
一步指出，北京承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有形和无
形两个方面。所谓有形影响是指奥运会在拉动举办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

出口需求以及在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办城市和

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中。所谓无形影响是指奥运会对主办国经济发展

环境、开放度、国家声誉、形象和信誉度等方面的软影响。从主办国经济的

长远发展来说，无形的影响往往比有形的影响更重要、更有价值。２００８年奥
运会对中国经济的无形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为２１世纪头１０年
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

经济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三是有利于在国际上打造 “中国品牌”，

能更好地带动国内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转变，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

关于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首都经济的影响，一些学者指出，承办奥运会
的经济价值集中反映在主办城市和地区的经济总量的净变化上。一般来

说，体育赛事对主办地区的经济影响是指因主办该项比赛而从外部 （包括

国外和本国的其他地区）流入本地区的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加本地区

居民收入以及扩大就业方面的综合效应。这种影响包括直接影响、间接影

响、诱导影响和总影响四个方面。直接影响是指赛事组委会的各项支出用

于购买本地区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新增效益；间接影响是指赛事吸引来的

旅游者在本地消费所产生的新增效益；诱导影响是指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乘

数效应，一般通过地区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如亚特兰大组委会就运用美

国商业部的 “地区投入产出模型系统” （ＲＩＭＳＩＩ）来计算 １９９６奥运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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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影响；总影响是指前三项之和。由于奥运会对承办地区的经济影响是

一个长达１２年的周期，因此现在难以从定量的角度，对这种影响做出分
析。而另一些学者则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首都经济的
影响。主要观点：一是筹备和举办奥运会给首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

劲的动力，北京市统计局认为举办奥运会每年能拉动北京 ＧＤＰ增长 ２５个
百分点；二是筹备和举办奥运会将带动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使首都

经济更具活力和竞争力；三是筹备和举办奥运会将在扩大北京地区就业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筹备和举办奥运会将极大提升北京的城市魅力，使

北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关于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有学者撰文指出，奥
运会是当今全球最大体育产业开发项目，承办奥运会不仅会对主办国、主办

城市的经济发展有影响，而且对带动主办国体育产业成长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北京承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成长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能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二是有利于优化我国体育产业

结构；三是有利于扩大体育市场的开放度，促进体育市场的规范运作；四是

有助于提高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核心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

经营跃升。

另外，有一些学者对近两年媒体反复炒作的 “奥运经济”，也做了一些

冷静的反思，他们认为，“奥运经济”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是指承办奥运

会作为一个新增变量，对主办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所生产的影响和效果。它既

可以是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消极的、负面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是现代奥运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来承办，这意味着我们

要启动奥运经济，充分发挥奥运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能会面临更

多的困难和挑战。反思 “奥运经济”，他们提出五个 “不能”：即研究奥运

经济的前提不能缺失、效果不能夸大、财政不落陷阱、国内企业不能出局、

奥运会后遗症不能不防。

（四）关于体育法制建设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体育产业化

进程逐步加快，体育领域的社会组合复杂了，利益格局也复杂了。新情况、

新问题的出现呼唤体育立法。几年来，各方面的专家对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

不少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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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民体育权利的问题
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是体育工作和体育立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也逐

渐成为体育法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探讨公民体育权利的问题，对公

民体育权利的界定、体育权利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我国立法对公民体

育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现实任务以及 《体育法》对人权

保护的体现和特点、全民健身计划所反映的我国公民体育权利保护的重大进

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公民体育权利的时代内涵。有的研究对

体育生活化运行中的大众体育权利与义务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大众体育权

利义务观的确立，是激励体育生活化运行的直接动力。还有些学者对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教师等体育工作者的权利，以及学生的体育权利

及其保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２体育俱乐部和其他体育组织的法律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化，职业体育俱乐部在我国迅

速发展，相关的法学研究也逐步深入。有的学者提出了法制化是体育俱乐部

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几个课题专门研究体育俱乐部的法律问题。如有的研究

成果系统探讨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法律资格、特征、设立的法定程序，分析

了经营中的产权、运动员转会、电视转播权和管理中的权利义务、机构设

置、外部关系、民主决策等法律问题。有的学者对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性

质界定、法律地位、设立登记、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产权等若干问题，进行了

专门的法学研究。有些研究分析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法

律问题，有些研究专门就体育俱乐部产权问题或法人治理结构的有关法律问

题进行了探讨，还有些学者分别研究了足球、篮球等不同项目职业俱乐部的

法制化运行和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涉及了其他多种体育组织的法律问题，如对国务院

机构改革后国家体育总局的法律地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运动协会的

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等。

３不良赛风的法律治理
针对当前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许多研究运用法学理论进行

分析，呼吁加强对不良赛风的法律治理，特别是较多地集中在 “假球、黑

哨”研究方面。有些学者早就发表论文，对 “假球、黑哨”现象进行法律

界定和分析，讨论其法律责任，指出加强竞技体育法制建设的任务迫在眉

睫。２００１年末 “假球、黑哨”风波出现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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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也迅速增多。各种研究多方面分析了出现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和法制

原因，普遍认为国家应行使司法权力，介入对 “假球、黑哨”事件的法律解

决。许多论文探讨了惩治 “假球、黑哨”的法律依据和司法程序，指出我国

现行法律对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的缺陷。有的文章在所进行的法理思考中，对

受贿裁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最高检的 “通知”是否属司法解释、现行刑法

关于贿赂罪的规定是否完善等进行了分析。许多研究在对 “假球、黑哨”法

律分析的基础上，强调依法治体是惩治体育腐败的根本途径，进一步对加强

相关的法制建设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对健全职业体育法律制度进行了研

究，探讨了对管理者、管理行为、俱乐部、裁判队伍等进行法律规范的有关

问题。

同时，此类研究还广泛涉及反兴奋剂、球场暴力、球迷闹事、体育赌博

等有关现象的法学分析和加强法律治理的问题。

４有关体育产业与市场
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对体育产业与市场发展法

制化的宏观研究，还是对各种体育市场与经营活动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制管理

的具体研究，都涌现出不少的理论成果。在许多宏观研究中，对加强体育产

业立法、制定体育产业法规的重要性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分析了我国这方

面法制现状和问题。有的学者对体育产业发展中，有关体育产业主体、客

体、内容、市场的法律定位和法律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课题针对体

育市场及其法制实践中的问题，从市场构成基本要素和法制主要环节入手，

提出应从完善体育市场主、客体制度，建立体育产权制度，规范体育市场、

竞争合同行为，保护体育市场立法的统一性、全面性和专门性，强化体育市

场管理执法环节，健全体育市场执法监督机制等方面加强我国体育市场法制

建设。另一课题在进行有关现状分析后，提出了我国体育经营活动法制管理

的趋势、模式，进行了相应的立法与执法对策研究。还有的研究在对一些省

市体育市场管理法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体育市场管理立法的原则、程

序、措施以及一般模式。

对各种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法律分析和法规建设方面的研究内容也很丰

富。这些研究分别探讨了体育产权问题、体育产业活动中的各种合同法律关

系问题、体育场馆内部承包经营的法律性质、体育赞助协议的法律效力、体

育竞赛市场的法律运作、商业性比赛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体育保险中的法律

问题等。数量较大的是有关体育经纪和体育彩票方面的法律研究。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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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经纪人和体育经纪活动的法律性质、我国体育经纪人适用法律和有关

立法对策等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体育经纪中的各种法律关系，

包括内部的委托关系和外部的代理、居间关系等。在对体育彩票的法学研究

中，涉及体育彩票的法律属性、我国体育彩票业生存的法律环境、对销售活

动的法制管理、购买体育彩票行为的法律保护、体育彩票立法等内容。有的

研究专门分析了在体育彩票销售工作中、买卖活动中以及购买者之间所形成

的各种法律关系。

５体育无形资产法律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体育知识产品价值的展现，体育无形资产和知识

产权及其法律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有的学者在对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内

容、原则和现状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时

代体育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必须多方面加强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化建

设。有的研究针对我国加入 ＷＴＯ和举办奥运会的客观需要，提出要应对与
ＷＴＯ和奥运会的规则，切实加强对体育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采取制定和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进行执法和监督、纠正和惩办各种违法行为等有

力措施。特别是在奥运申办成功后，有关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研究多了起

来。有的学者对体育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分析了体育知识产权的

产生、意义、主要客体及其实现与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运动竞赛表

演中的知识产权、重要运动技战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优秀民族体育项目的知

识产权等，进行了分别的研究。还有许多关于各类体育无形资产、知识产权

法律问题的研究，如体育标志权的性质、实现和法律救济问题，体育竞赛电

视转播权的法律问题、体育科学研究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等。

６体育纠纷解决与法律责任
依法解决各种体育纠纷，加大对体育侵权行为的法律追究和合法体育权

益的法律救济，是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着重

研究的一项内容。有的研究讨论了体育纠纷的概念、特征和类型，分析了体

育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仲裁、调解、诉讼等体育纠纷解决方式的程

序和框架。有的研究强调要充分考虑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在明确体育法律责

任的主体性质中，要看到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对体育社会团体行为定性较难把

握的实际情况，构建好体育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和监督制约机制。也有些学者

分别探讨了使用兴奋剂、裁判员贪赃枉法、竞赛中的故意或过失伤害等行为

的法律责任，或研究了体育法律责任及司法介入、体育非法行为的司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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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随着运动伤害纠纷的频繁出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在增多。有些研究

一般性地分析了运动伤害的性质和保护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措

施。有些研究对运动员伤害的法律保护、公共体育场所损害赔偿责任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数量最大的是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及其责任的法律研究。

这些研究列举了大量事实和案例，重点讨论了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

律依据、承担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当前各地诉讼差异和争论难点等问

题，普遍认为应当依法保护学生、家长和学校各方的合法权益，实行体育

伤害事故保险制度势在必行。有的研究结合不同诉讼案例，重点分析了诉

讼被告和学校责任的认定问题。有的课题介绍了国外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

有关研究和做法，讨论了责任认定的基本方法，提出了责任赔偿的原则与

途径。

７有关中外体育法的比较
有些学者对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体育立法和某些具体的体育法规制度，进

行了从内容结构到形式体例以及相关背景的比较研究，探讨其共同规律和可

借鉴的经验。如有的研究从体育立法宗旨、体育管理机构、各个体育活动领

域、体育资金等保障条件、体育违法的预防和惩戒等方面，进行了中外体育

法规的比较，并相应提出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对策。有些研究进行了中

日、中韩、中国与欧亚部分国家的体育法比较，有些则是从体育工作的某一

方面进行的比较，如中外体育俱乐部、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法规的比较研

究等。

８奥林匹克运动的法律
在我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日益深入的参与中，有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

有关奥林匹克法律问题的研究。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研究

中，指出了奥林匹克运动从活动范围、影响力、内容及宗旨等方面与国际法

产生的密切联系，认为奥林匹克运动既不能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可利

用其自身活动和影响力，促进国际法在某些方面的完善和发展。还有关于奥

运史上中国会籍的法律问题、国内法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干预问题等方面的研

究。同时，也有的学者进行了我国举办奥运会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如对奥

运会与行政征用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行政行为的公开化、体育彩票发行的

管理和运作等所形成的各种行政法律关系的探讨，以及北京奥组委在行政法

律关系中地位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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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体育的概念、本质和功能、原理的研究

１体育的概念、本质
体育的本质和体育的概念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

意见。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和争论，虽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却深化了对体育

的认识。近５年来，《体育文化导刊》和 《体育与科学》杂志，对这方面的

探讨相当用力。

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体育即 “真义体育”，是身体的教育。增强体质的

教育，也就是英语中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词，是教育的一部分。持这种意
见者认为，竞技运动、身体运动与体育是有区别的。竞技运动的目的并不是

增进人体的健康和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提高竞技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

满足观赏和娱乐的需要；“身体娱乐是以身体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娱乐，是满

足人们快乐需求的事情，以游戏、表演、比赛的形式出现。”因此，认为竞

技运动和身体娱乐活动不能归于体育的范畴。在国外反映竞技运动与身体娱

乐的 Ｓｐｏｒｔ一词，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不同，其真正含义，一是娱乐消遣活
动，二是竞技活动。如果把竞技运动和有关的娱乐都纳入体育的范畴，甚至

把 Ｓｐｏｒｔ作为体育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上位概念，把体育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纳入 Ｓｐｏｒｔ之内，只能带来理论和实践的混乱。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势和我国文化传统及词语习

惯，应当以 “体育”一词作为上位概念。体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体育与体育运动相同，它包括身体教育 （即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狭义体

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竞技运动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和

提高运动者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为取得优异运动

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身体锻炼是指以健身、医疗保

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身体活动。三者既有区别又有一致的方面，都是体育

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反映在 《体育词典》对体育的下述解释上：体育是以

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社会文化娱乐

活动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随着体育从学校向社

会的不断扩展，体育的内容和含义更丰富了，体育一词的词义也在逐渐演

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是以自觉意识支配下的身体运动为手段，对自

己身心进行改造，使之臻于完善的实践活动。这种观点强调目的与手段的统

一。联邦德国在１９６５年就以 Ｓｐｏｒｔ来标记体育，学校体育课被命名为 Ｓ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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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主德国在１９７０年也用这个词来命名体育系，把体育系称为 Ｓｐｏｒｔ科系，
体育学教师联盟也改为 Ｓｐｏｒｔ教师联盟。日本学者阿部忍认为，以 Ｓｐｏｒｔ来替
代体育已为国际上所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在国际体育交往中体育的对应词

一般应采用Ｓｐｏｒｔ一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词多指作为教育一部分的狭义的
体育。

今年初，李寿荣、林笑峰就体育这个名词概念的争论发表了意见，认

为：语词概念双脱落简称双脱。一是脱落了竞技 （ｓｐｏｒｔ）这个名词，二是脱
落了体育 （ＰＥ）的概念，把竞技这个名词换成体育，把体育的概念换成竞
技的概念，这就是偷换概念搞诡辩。在体育学术讨论中存在的双脱现象没有

引起人们的注意，反而通行起来了。双脱导致竞技和体育词语概念定义、思

想、理论、体制的混乱，招致一些错误观点的产生。

２体育的功能
８０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的功能基本上是从 “增强体质”、

“培养意志品质”方面去认识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体育多元化

功能日益显现，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日益深化，使得研究体育功能的视角增多

了，思路也拓宽了，进入了对体育多种功能综合分析的阶段。

首先，对体育的功能有更多的发现。有的论者提出体育有七大功能，即

健身功能、娱乐功能、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教育功能、社会情感功能、政

治功能、经济功能。有的认为还应加上文化功能和军事功能。有的论者则认

为，体育的功能和价值是有区别的：体育的功能是体育自身所固有的某种作

用；体育的价值则体现了体育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及体育适合和满足人与社会

需要的程度，因而具有人的主观评价的性质。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体育

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是增强人的体质。如果不突出强调体育能增强体质这

一基本功能，而把其他功能罗列起来，与增强体质并提，这只是造成体育理

论的混乱。

许多论者认为，研究体育的功能不能局限于把体育的各种功能简单地加

以罗列，而应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由于分类的标准不同，对体育的功能可

以有不同的分类：按体育功能作用的对象可分为：本体功能 （个体功能）和

社会功能 （主要作用于群体和社会）。本体功能主要有健身功能、娱乐功能、

教育功能 （包括个体社会化功能和个体个性化功能）；社会功能主要有政治

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按作用的层次可分为：基本功能和由基本功能

引申出来的派生功能，离开了基本功能就谈不上派生功能。有人认为本体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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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都是基本功能，社会功能则都是派生功能。也有人认为，只有健身和健心

才是体育的基本功能，所有其他功能都是非基本功能即派生功能。按作用的

性质可分为：自然性功能 （即生物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自然性功能包括

健身、健美、保健、延年益寿等功能；社会性功能包括教育、娱乐、交往、

经济、政治、文化等功能。

对体育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体育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分

析上。体育理论界认为，体育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从体育在劳动力再生

产过程中作用来分析，体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从而促

进劳动力素质全面提高；从体育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来分析，体育可以

从多方面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体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分析，体育

产业不但可以创造产值，还可以促进对运动服装、运动器材、运动场馆等建

设相关产业需求扩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体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

体育是当代国际政治斗争工具之一；体育可以提高国家的声望，改善国家的

形象，显示国家的实力和成就；体育可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凝聚力，促进国家政治上的一体化；体育还可以作为训练手段，提高士

兵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近几年，对体育的娱乐功能的研究正在加强，娱乐功能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得到更多的强调。

３体育的原理
体育原理的研究对加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指导体育改革

与发展有积极的推进作用。由于体育原理研究对象独特，研究领域深广，研

究方法综合，所以该学科的创立以及加强该学科的研究，有助于从宏观的视

角更高层面、更深刻地认识体育，有助于科学理解体育，培植坚定的体育信

念；有助于启发体育实践工作者的自觉性，使他们不断地领悟体育的真谛；

有助于丰富和扩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完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促

进对体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从而推进体育学科建设。

关于体育原理的研究范畴，有专家把体育的本质、体育与人和社会、体

育的功能、我国体育的目的与任务、体育过程、体育方法、体育手段、运动

技能、体育体制。这个框架体系与传统的 《体育概论》相比，强调了体育与

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把体育过程作为专章论述。

杨文轩、陈琦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出版的 《体育原理》则是将其研究范畴概

括成十大方面：①体育的概念与本质；②体育的价值与体育目的；③体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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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规律；④体育途径；⑤体育手段与方法；⑥体育评价；⑦体育科学；
⑧体育文化；⑨体育体制；⑩体育发展趋势。

《体育原理》一书的作者对这种新概括作了如下说明：其一，事物的产

生和发展，总是先有概念，在对概念把握和概念自身不断发展演变的基础

上，然后再逐渐引出事物的本质，所以，体育的概念与体育本质有着内在的

联系；其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其体育目的不尽相同，这显然与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以及人们的体育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因

此，研究体育目的应该与体育的价值联系起来；其三，体育作为一个过程，

其机构需要从体育的本质特点去阐明，只有这样，体育过程与竞技运动、健

身、娱乐等相关过程的本质关系才能说清楚；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根据体育

本质、体育目的和目标分析体育的规律。倘若迷失了体育的本质，模糊了体

育的目的和目标，脱离了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体育规律的确是难以寻

找和界定的；其四，实现体育目的和目标的途径是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

区体育，把体育局限在学校体育这一个阶段是不恰当的；其五，除了学校体

育，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也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六，如何根据体育本

质、体育目的和目标判断体育工作的实际效果，需要发挥体育评价的作用，

在体育操作层面，论述体育的目的目标、体育过程与规律、体育途径、体育

手段方法之后，就要专门讨论一下体育评价；其七，在观念层面，探讨体育

科学问题，可以为体育事业的科学规划、推进体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奠定

基础，因此，专门研究体育科学问题是很必要的；其八，关于体育，可以从

多层面、多学科展开研究，这些年，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

体育已提到一个新高度，而从原理的角度研究体育还比较薄弱；更为重要的

是，体育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体育有它的文化属性；从东西方体

育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体育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九，

在制度层面研究体育，是将体育宏观研究和体育微观研究衔接的桥梁，对体

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效高低至关重要；其十，不同历史时期体育发展都有自身

特点，在我国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加入 ＷＴＯ的大背景下，体育如何
发展，特别是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世界体育发展看我国体育的未来发

展，不仅给体育赋予了新的视野，而且将体育发展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周西宽主张采用 “体育基本理论”这个概念。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也出版了一些同名教材，无非也是体育 “原理”、 “导论”之类。由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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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体育基本理论”这个概念，已然造成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和缺陷：其一，

它使人们习惯地把本属 “体育基本理论”的东西概称为 “体育理论”，实际

上是将这两个概念划上等号，因而有时导致理论上、逻辑上的混乱。这不利

于包括体育基本理论在内的体育理论整体建设。其二，它使本来同属一门学

科的体育 “概论”、“原理”、“导论”之类 “各自为政”：不仅没有一个便于

交流、易于理解的统一名称，而且在其研究领域和内容方面自说自话，难于

规范，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困扰了该门学科自身的健康发展。其三，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它使本属重要学科的体育 “概论”、“原理”、“导论”之类在功

能、价值上大打折扣：因多年来主要是 “面向教学需要”，其理论内容大多

贫乏而陈旧；因囿于 “小体育”范围，而对当代飞速发展的体育事业实难发

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体育的战略决策与宏观预测也很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

撑，因而总是受到冷落。

他认为：理论的困惑常常需要理论的创新去解决。体育 “概论”、 “原

理”、“导论”一类学科若要尽快地走出困境和低谷，跟上新世纪的时代步

伐，需要做的工作固然很多，而当务之急是，按照体育基本理论应有的内

容、模式和价值，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鉴于 “体育基本理论”

可以涵盖体育 “概论”、“原理”、“导论”等同类异名学科的内容，且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有必要以 “体育基本理论”作为这类学科通用的或统一的名

称。同时，更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和弄清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对象、领域及其

理论体系；有必要正视体育基本理论的现存问题，进而探索其理论创新与发

展之路，促使这门学科以崭新的面貌服务于新世纪更加辉煌的体育事业。他

还认为，在众多的体育 “概论”、“原理”、“导论”类出版物中，很少有关

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明确表述，故而其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往往模模糊

糊、边界不清。毛泽东曾经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

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又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

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

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体育 “概论”、

“原理”之类，之所以名目繁多，内容浅杂，难于规范，主要原因是不太明

确自身的对象和领域，难于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唯其如此，即便属于该学

科的领域，也因其他学科 （特别是有的所谓新学科）的不断 “蚕食”而被

弄得支离破碎、不伦不类。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

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体育基本理论也不例外，它离不开体育运动的整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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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可是，作为一门学科，体育基本理论的对象又不是体育实践的一切方

面、一切领域，而只是体育实践的宏观层面，亦即体育实践在时、空两个维

度的宏观现象 （体育的时间维度表现为体育宏观发展过程和实施过程；体育

的空间维度表现为各种相互联系的体育实践的总和）。凡是攸关体育全局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是体育基本理论应当关注、研究和寻求解决的。这和其

他体育学科以个别体育形态或局部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情况，是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

（六）关于群众体育的研究

１一社会体育
据初步统计，仅２００４年１３种体育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关社会体育方面

的论文４９９篇。其中一些论文为博士和硕士论文。出版了一批专著、教材，
如：《社会体育—单位体育》 （王凯珍，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４）；《社区体
育论》（樊炳有，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全民健身概论》 （陈宁，
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社会体育》（李建国，人民体育出版社）；《社会
体育学》（卢元镇，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至少有３２项有
关社会体育的研究列入基金项目。２００４年国家体育总局进行１０个较大的群
众体育研究课题的招标。２００１年国家体育总局评审了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
奖，一批成果分获一、二、三等奖。在各省市人民政府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中，有的社会体育研究成果也获得奖励。

一部分专家认为，在我国 “单位体制”出现明显的结构松动和功能衰

退，从而导致传统的单位职工体育陷入举步维艰的低谷期，社区体育迅速崛

起。社区体育的快速发展，促使和推动了对社区体育的研究，并表现出以下

特点或趋向：

（１）社区体育研究迅速升温，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社区体育
研究虽起步较晚，但作为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引起了体育科研工作

者的广泛关注。在１９９７年第五届体育科学大会上，有关社区体育的论文占
全民健身专题入选论文的４６％。在２０００年第六届体育科学大会上，有关社
区体育的论文占群众体育专题入选论文的５０％。

（２）社区体育研究由学术层面的概念争鸣，转向指导实践的模式建构和
对策建议。社区体育作为新生事物，如何界定并纳入体育的分类体系，以避

免引起太大的理论混乱，是最初社区体育研究的焦点。但由于 “社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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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认识上的不统一，致使对 “社区体育”的定义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的学术争鸣。１９９７年４月２日由国家体委、国家教委、民政部、建设部
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学术界大体上

接受 “社区体育”是对城市社区的特指，以及对其的界定，从而使社区体育

研究的重心由较单纯的学术层面转入较实际的社会层面，着力探讨社区体育

的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对策建议等，以期为社区体

育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或导向。

（３）社区体育研究由单一城市社区的实地调研，转向不同地区、不同国
家社区体育发展的比较分析。在社区体育的研究中，对单一城市社区的实地

调研占很大的比例。这些研究为把握我国社区体育的现状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

衡。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社会体育的比较分析，使研究由

现状描述走向了原因探析。

（４）社区体育纳入社区建设的总体构架中，并视为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
来发展，使社区体育研究具有坚实的社会学基础。社区建设对于我国已习惯

的 “单位体制”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社区体育的发展，不能单纯地从

体育的角度来认识和强调，而应纳入社区建设的总体构架中去考虑，并作为

社区文化的一部分来认识，从而保证社区体育作为 “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浓重的 “社会”含义。

（５）社区体育研究从社区本位向外扩张，开始关注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
的互动，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单位体育 （亦称职工体育）

的一体化，使传统的体育分类的界限在实践中趋于模糊，表现为更具有现代

意义的社会整合。

（６）注意国外社区体育研究的介绍。如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志愿者、
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国家体育总局还组织专门的考察组到国外学习开展

社会体育的具体方法。

在社会体育的区域性研究上，长江三角洲、环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都

有专门的研究课题，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２００３年专门组织了长江三角
洲体育发展研究的研讨会。长江三角洲、环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体育发展

战略和规划，是近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

２农村体育
中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向来是体育理论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与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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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的滞后不无关系。有学者曾用八个 “太”字形容中国农村体育发展

的难度：农村的地域太大了，经济发展水平太低了，区域发展太不平衡了，

农民的收入太少了，劳作时间太长了，居住太分散了，受教育程度太低了，

发展农村体育太难了。随着十五届三中全会 《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的出台和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提出，“三

农”问题日益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也促使了体育理论界对农村体育的

思考。

（１）小城镇体育研究的崛起。
体育理论界对农村体育的研究较早表现在对小城镇体育的研究。从立项

研究的情况来看，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资助项目２项，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资助项目在１０项以上。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
涉及到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涉及组织管理、经

费、场地设施、体育消费、体育意识和活动内容等在内的现状描述；影响小

城镇体育发展的因素分析；小城镇体育发展战略；小城镇体育在小康社会建

设中的作用；小城镇体育的发展模式。

有的研究认为应从中国社会变迁、“三农”问题以及整个农村社会发展

的广阔视野来看待小城镇体育发展的问题，并以寻求农村体育发展突破口的

需要、凭借小城镇中介地位优势的需要和城市化的需要为依据，提出了 “以

小城镇为重点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战略建议。

有学者认为，影响小城镇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小城镇的综合现代化

水平、规划和管理、经济条件、地理区域位置、自然条件、文化教育水平

等，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相关性。苏南地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使居民收

入大幅增加，为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苏南地区小城镇初步拥

有了较好的体育健身设施，这些体育设施的规划和建造除受到经济、人口、

居民锻炼习惯和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小城镇领导对小城镇体育的

认识，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有的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后，提出了若

干在操作层面上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①县镇二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
体育中如何进行角色定位，怎样理顺县镇二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如何充分

发挥县镇二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体育中的作用；②小城镇体育的发展如何与
镇的宣传文化部门、卫生部门等有机结合起来；③以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和手
段促进小城镇体育的发展；④如何制定出指导性的定量指标来衡量小城镇体
育乃至农村体育的发展；⑤如何有效地利用小城镇学校的体育场地开展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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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⑥如何构建小城镇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⑦如何建设小城镇的体育社
团组织和培养体育骨干队伍；⑧小城镇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如何定位。

城乡体育的发展，必须将流动人口的问题纳入农村体育发展的视野，制

定专门的计划 （如加强体育社团组织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外来人口集中居

住、举办各种形式的外来工运动会、外资企业成立工会等），对公民享有的

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力给予行政体制上的政府保障。

（２）中国农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中国的自然和社

会资源决定了其不平衡的基础，走的是一条非平衡发展的道路。例如，有关

资料显示，在全国县域经济中 ＧＤＰ超过５０亿元的，东部占７４４％，而西部
仅占６７％，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最强的 Ａ级东部占８０％，西
部仅占５％；而最弱的 Ｊ级东部占 ２２％，西部却占 ８６８％。历史积淀所形
成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使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既存在

着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存在着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费孝

通教授指出： “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

板。”这就意味着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用一条道

路向前推进。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模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应走

不同的道路。这种发展空间上的不统一和发展时序上的不同步，正是中国农

村体育发展的困难所在。研究认为，根据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区域

划分，在空间上或是采用东部和中西部两种发展模式，或是东、中、西部三

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推进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但在构建模式时要注意把握好

区域差异和地区特点、了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重视模式构架的宏观背景和

注重模式的动态性。

３民族传统体育
近５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较集中在民族体育概念的界定、民族

体育的文化内涵与特征、民族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异同、民族体育的现代化发

展与国际化传播、民族体育的产业化发展、武术进奥问题、民族体育进入学

校体育和全民健身等几个方面。

有些意见认为，应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以立足现实，以我为

主的态度，采取正确评价传统体育、摒弃与弘扬并举，吸收传统体育的精

华、借鉴现代体育的成果相结合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具体在体育思想与价

值层面应逐渐向现代体育看齐；在组织管理与制度层面应将民族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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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提高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彻底解放制度不健全，机制不保障的局

面；在物质技术层面，应在新的价值观和组织制度的规约下以现代体育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精确性和规范性改造。这样，使民族体育的民族特色以元

素和符号性的特征融入现代体育之中，既具备现代体育的时代特点，又体现

民族体育的特色，实现现代化转型。民族体育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时代

实现向国际化的传播，否则就会在新的时代里越发失落。

然而，有更多的学者，其中不乏一些在国内体育学术界享有较高声望的

学者却认为，虽然民族体育发展成熟于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基础之上，但却与

西方现代体育形成异质体育体系，其价值观所体现的质朴、重情义、尚人伦

等特点，正好可以弥补现代体育过分注重理性、竞争甚至暴力、滥用违禁药

物等缺陷。将东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民族体育没有必要按照西方体育的

规范进行改造，相反，应在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更加坚定自身价值，与现代体

育抗衡，甚至认为这是拯救世界体育的选择。

在民族体育的产业化发展方面，研究主要从体育产业化的大背景出发，

论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提出民族体育产业开发

的步骤、路径、方式和基本原则。在发展领域上，可选择技巧性、竞技性、

观赏性强的项目开发竞技表演市场，选择特色鲜明、健身效果明显的项目开

发健身技术培训和咨询市场，选择文化内涵丰富，且与民族地区优越的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良好配套性开发民族体育旅游市场。在竞技表演市场开发

方面，分项具体研究不够，特别是像 “达瓦孜”，“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

等这些在实践中运作较为成功的项目，未受到研究者的应有关注。如何开发

民族体育旅游市场，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如饶远等发表在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上的 《少数民族体育产业的政策与社会

环境分析》和发表在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１期上的 《少数民族

体育产业化流程的构成与实践原则》，陆元兆发表在 《体育学刊》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上的 《广西民族体育旅游的 ＳＷＯＴ分析与战略选择》，胡海胜发表在
《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上的 《广西民族体育旅游开发研究》系列，

何江川等发表在 《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 《民族体育产业指标体系与旅游

产业之关联》系列，丁世勇等发表在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
上的 《民族体育旅游的规划浅析》，韦晓康发表在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上的 《试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李继

国等发表在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 《对民族体育依托旅游资源开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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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的可行性研究》，周运瑜等发表在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
期上的 《论武陵山区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论

文中提出的对策建议较以往切实可行，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中有些建议是

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研究成果已被有关部门吸收转化为工作计划。

武术进奥问题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竞技武术套路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
特别是经过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通过了新的武术套路运动竞赛
规则，使武术套路运动基本实现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接轨。现在，武术不能进

奥，并非武术套路运动规则的操作性问题，也非武术套路运动的竞技性特色

问题，而是武术运动的实际普及程度不够和奥运瘦身计划问题，也与国际奥

委会官员对武术认识不足有关。

此外，有学者认为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割断了历史，失去了传统的技击性

特征，因此，提出武术应回归传统，以致搞出了 ２００４年的首届国际传统武
术节，而传统武术节中所表演的所谓传统套路，与竞技武术套路相比，除了

没有那些其实很受观众欢迎的难度动作外，并无二样，既没有技击性，又没

有观赏性。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武术散手才是武术的本质所在，鲜明地体

现了武术的传统性和技击性特征，中国武术应以散手为发展方向。与此同

时，又有学者抨击武术套路运动是 “四不像”，武术散手运动无历史根据。

总之，传统是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它又与宗教、医疗、戏剧搅和在一起，

承载着中国人太多太深太厚的情感，今天，它仍备受人们的关注，人们从不

同的视角分析研究它，各自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却缺乏一种更宏观的理论与

方法来统筹之，使之既能按照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向发展，又符合自身的发展

规律。

武术进奥问题研究成果散见于梅杭强等发表在 《体育与科学》２００４年
第１期上的 《论武术套路的传统性与奥林匹克》和 《武术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
期上的 《论武术走向奥运会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嬗变》，姜玉泽发表在 《吉林

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１期上的 《民族传统武术的发展与奥林匹克运

动》，陈青发表在 《武术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上的 《中成药与竞技武术》，

谢建平发表在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上的 《全球化背景武术

发展的文化思考》，骆红斌等发表在 《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０４年第 ４期上的
《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比较研究》，王岗发表在 《体育文史》２０００年
第３期上的 《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文化差异》，戴国斌发表在 《体育文化

导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上的 《武术现代性的断裂》等研究论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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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以来，体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不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建设了 １６个重点研究基地，
而且每年的科研立项、成果发表、经费保障等均创历史新高。２００４年中共
中央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及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先后下发，体育社会科学开始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肩负新的历史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既

要看到成绩，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只有这样，才能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真正落到实处，把体育学研究工

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应当坦率地指出：目前，体育学研究的基础还相

当薄弱；体育学研究的环境刚刚形成，研究的状况还不能适应我国体育快

速发展的需要；体育管理体制的研究还未能触及根本性问题；在重大理论

上还没有真正突破；体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虽然轮廓初现，但还没有

一个清晰的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框架；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规律还有待

探索和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制建设研究刚刚开头；对国民体质和体育可持

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体育学研究方法还更多的是其他学科

的引用和移植，没有形成成熟的研究方法体系；学科基础研究和学科间的

交叉与融合还需加强；与国际体育科学的研究水平还存在不小差距，体育

的人文精神再造和体育文化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一）学科发展不够平衡

体育社会科学目前尚处在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的总体理

论框架尚未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学科基本特点，以及各分支学科的

整合等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在体育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中，有的发展

较快，如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研究人员比较集中，研究成果约占到总

成果的６０％以上；有的需要迅速提升，以满足体育实践的需要，如体育法
学、体育伦理学，其主要表现是体育伦理基础和法理基础对社会转型的不适

应；有的新学科需要扶植，如体育人类学、体育娱乐休闲理论等；有的老学

科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体育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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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数量增长很快，但质量尚待提高

这些年，体育学论文数量增加很快，但整体上学术质量不够高，与社会

科学各学科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这与体育学科比较年轻、基础相对薄弱

有关，也与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有关。据估算，全国约有 ５０余种体育科技
期刊，每种期刊每年以发表２００篇论文计，全国每年共发表体育类论文多达
１万余篇。然而，真正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发挥一定社会效益的并不太
多。例如，奥运会科学大会，我国每届入选论文数十篇，但能够用英语口头

发言的还不到１／５，做主题发言的更是寥若晨星。所以，应加快建立和完善
成果评价机制。在科研立项中，设立重点项目，甚至重大项目，给予重点投

入。而对一般课题，一方面应控制总量；另一方面要严格课题研究的过程监

督，从开题立项、中期检查到结项验收，都要严格把关，确保成果达到预期

的标准。学术期刊应严格审稿制度，不擅自扩大刊载文稿容量，特别要控制

增刊、特刊、专刊的出版，使稿件达到相应的水准。

（三）基础较薄弱，学风浮躁问题比较突出

近几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贪多求快的浮躁学风。一方

面，一些研究者追求立竿见影，对难度较大的基本理论研究存有畏难心理，

唯恐费力不讨好，投入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有一定实力者多数个体单干，

缺乏团队意识，合作攻关研究很少。科研活动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成果的研究水平。

从已发表的论著看，就事论事的调查，对体育现象的罗列、对比、

分析的较多；按课题指南临时组织队伍，计划式、任务式研究的较多；

对现实发生的重要事件跟随研讨的较多。如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对

奥运会的研究立刻风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电视转播

权，到志愿者服务，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诚然，科研是需要敏锐的眼

光和面对实际问题，但是，基础研究是前提，没有扎实的知识积累，没

有连续稳定的研究方向作支撑，研究成果必定是游击式、发散式或隔靴

搔痒。

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界定。体育发展

战略，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着手进行研究，至今已有２０多年，但是，现
今仍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体育发展战略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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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含混不清，不少研究者对体育与运动、体质与体能、素质教育与身体素

质、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等的认识一知半解，

似是而非。因此，今后应将体育基础理论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进行专题立

项，人员可相对集中，周期可适当放宽，经费可适当增加，以保证成果的

质量。

（四）研究方法比较落后，写作格式比较单调

研究方法落后一直是影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理论研究通常采用观察法、实验法、调查访问法、
文献资料研究法，以收集和整理资料为主。８０年代以来，体育理论界开始重
视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应用以及对方法论的探索。系统论等具有普遍方

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向体育社会科学渗透。随着学术界对系统

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的介绍和引进，体育理论工作者对这些新知识、

新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逐渐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使研究者改变了

思维方式，扩大了眼界。体育理论工作者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借鉴和移植

了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甚至自然科学某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了统计和分析

数据的效率和收集资料、加工资料的能力。但应当承认，也有一部分学者并

没有真正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知半解、生吞活剥。对一些数据的收集

和处理，并未严格遵循科学程序。由于学术背景和知识面的局限，一些研究

方法在运用时往往成为摆设，甚至歪曲变形。

近年来，不少体育学论文大量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写作范式，搞板块组

合，形式大于内容，千篇一律，不讲究内在逻辑，语言风格单调。对于体育

学的论文写作，如果不从内容出发选用不同的写作格式，努力达到内容与形

式的统一，不但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而且将会走进形式主义的泥坑，

降低论文的学术水准。

（五）缺乏学术对话和学术交锋

这些年来，除了对体育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等方面的研究有些不同声

音，多数研究领域基本上是学者自说自话、学术独白，缺乏互相切磋和讨

论，缺乏同志式的批评和反批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研究者问题意识淡

薄，阅读别人的论文时仅仅是接受信息，并未深思别人的论断是否正确、科

学；二是虽然看到问题所在，也不愿与别人商榷、讨论和质疑；三是体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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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刊物发行范围狭窄分散，读者群不集中，学人之间缺乏互相了解。这种现

象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六）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体育社科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研究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缺乏实际经验，对体育工作现实问

题缺乏了解；有的缺乏理论修养，对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不甚了解，对体育

社会科学和相关社会科学的新进展、新成果知之不多；有的研究方法陈旧简

单，对一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理解不透彻，运用不熟练；有的急于求成，不

愿下扎实功夫。从队伍整体来看，理论武装和研究能力不足，尤其是缺乏水

平较高、思想活跃、有创新精神的学科带头人和年轻理论人才，这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第二，研究队伍不稳定。由于体育理论研究成果不易鉴定，难以向实

践转化，不能像体育自然科学和运动技术研究那样较明显与 “金牌”挂

钩，因而体育社会科研成果难以受到体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加之体育社会

科学研究长期没有较规范固定的成果评价制度，影响了研究人员的积

极性。

四　“十一五”期间主要研究方向

未来５年，体育学研究应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指导下，抓住时代特点，把握历史机遇，以增强战略性、导向性、思

想性、规范性为总要求，积极推进学术创新，努力提高研究水平，加快学科

发展。

现结合 “十一五”期间本学科的发展趋势、重要领域、方向范围，提出

１２个课题供研究参考。

（一）体育观研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传统的体育观进行系统梳理，在继承和发展的

基础上，重建符合时代要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体育观。应联系当今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联系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对体育观进行整体性、

全方位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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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谐社会与体育发展

阐发体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体育工作如何促进

社会和谐。体育领域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改善体育内部环境。从现实状况

和未来发展出发，剖析体育活动中有碍和谐的各种因素及解决的办法。应充分

探索体育工作怎样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时代主旋律服务。

（三）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回顾、评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与时俱进地提出

适合新形势要求的总体体育发展战略。也可针对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学校体育等发展战略分别命题。区域性体育发展战略。国际体育发展

战略比较。中外体育发展战略比较。强调针对性、准确性、可行性和原创

性，避免泛泛而谈和表皮肤浅。

（四）体育工作评价标准研究

当前人们普遍对体育工作如何评价。应当建立什么样的体育工作评价标

准。建立体育工作评价标准的意义。应当怎样看待金牌？金牌和 “唯金牌

论”的区别何在？建立科学的体育工作评价体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体育的

全面协调发展等。

（五）奥林匹克运动研究

实事求是地审视奥林匹克运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总结奥林匹克

运动的经验教训。怎样看待举办奥运会的经济社会效应。评价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会举办城市的得失。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应当着重研究的问题。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后应当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深入探讨北京 “三大”奥运

理念。

（六）我国竞技体育的规模、速度和效益研究

雅典奥运会证明了我国的总体竞技体育实力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总结这

些年来我国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展望未来竞技体育的基本走向，对发展规

模、发展速度提出建设性意见。从项目布局、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研究如何

降低成本、提高训练效益等问题。要有理有据，定性定量，说理透辟，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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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灼见。

（七）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研究

如何通过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参加体育活动

的条件，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同时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贡献。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条件出发，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构建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的目标、措施、步骤和方法。

（八）农村体育对策研究

农村体育的现状和出路。农村青少年体育 （中小学体育）活动条件调查

研究和改进对策。农民的体育消费心理。如何贯彻落实 “农村体育以乡镇为

重点”的政策规定。

（九）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研究

体育产业的经营策略和国际竞争力。体育竞赛中职业联赛的性质。国内

职业联赛的经验和教训。体育的无形资产开发。体育中介组织研究。体育市

场的分类和路径选择。体育市场的行业垄断和自由竞争。体育消费的现状和

前景。如何正确引导体育消费。

（十）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研究

怎样看待和进行我国单项运动协会实体化改革。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的职能定位。体育改革与机制转换的关系。职业联赛的组织管理改

革。训练、竞赛和基层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十一）体育法制建设研究

如何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关于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的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行政规章和行业规定的关系。体育领域的纠纷

处置。体育市场管理运作规定等。

（十二）体育学理论和学科体系研究

针对长期存在的对一些体育名词概念的争论，深入探讨分歧的缘由，找

出弥合分歧、取得共识的结合点，逐步廓清理论话语的模糊状态。根据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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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科分化组合的客观现实，研究如何对学科进行有序整合，构建能够得到

普遍认同的学科新体系。

体育学学科调研组

课题负责人：谢琼桓

（参加本文调查写作或提供重要观点的专家有孙葆丽、

任　海、秦椿林、鲍明晓、田雨普、孙汉超、于善旭、李宗浩、
肖林鹏、吕树庭、陈　琦、卢元镇、胡晓明、白晋湘、陈小
蓉、沈建华、杨再淮，全文由谢琼桓总集成。北京体育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课题部分工

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马宣建、冯宝忠在调查研究等方

面提供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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