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袁 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

败遥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袁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提升国际

话语权的需要袁是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遥 为此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袁坚持以实现野中国梦冶为中心目

标袁坚持三个自信袁坚持重视新媒体的作用袁坚持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袁坚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袁坚持发挥

高校的引领作用遥
关键词院中国曰哲学社会科学曰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院B27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5冤05-0089-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

调院野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尧 管理权尧
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袁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袁否
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遥 冶这一重要论断

充分说明了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创新的极端重要性遥 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

语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袁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保障遥

一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

要性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并不

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袁建国之后党中央就已经认识到

这个问题袁在全社会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渊共产主义冤的宣传教育袁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觉悟袁
坚定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袁巩固了社会主

义事业袁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遥
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成

功实践袁 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建立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袁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发展奇

迹遥 冶[1]对于新中国成立后 60 多年来的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抹杀袁
但同时也要看到亟待解决的问题袁比如严重背离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导致的 野大跃进冶尧野浮夸风冶尧
野文化大革命冶尧野自由化冶等需要我们进行理论上的

反思袁否则不仅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

导地位袁 反而会弱化甚至丑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力袁削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效力遥 从国

际上看袁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袁世界

各国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袁中国在国际地

位迅速提升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面临着大

量的风险和挑战袁特别是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不断施压遥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国际大背景下袁中国要敢于野亮剑冶袁要善于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

学话语体系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院要以理服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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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服人尧以德服人遥 因此袁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遥
首先袁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

要遥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袁是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袁 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袁
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创新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事关能否捍卫马

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袁事关中国能否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遥 野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袁巩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遥 冶[2]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为了实现其统治世界的霸权袁大力推销其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袁 谋求话语霸权袁不
断对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类群体进行渗透袁妄图消

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袁对中国进行西化和野和
平演变冶袁 并不断地用西方的价值观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想袁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尧碎片化

和非理性化的特点遥 中国理论界却无法有效运用马

克思主义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袁向世界发出中国声

音袁这无形中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功能袁使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袁影响

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遥 因此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需要探索一条在价值多元化尧社
会分层化背景下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

位的道路遥
其次袁这是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遥 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国的瑰宝袁 是中国精神的体

现遥 野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西方

社会演变进化中渗透的人文精神袁中国的哲学社会

科学话语体系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袁体
现中国精神遥 冶[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

创新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袁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尧
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袁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遥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袁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尧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遥 要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内在基因袁在引进来和走出

去的双向互动机制中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袁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遥
最后袁这是增强文化软实力袁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需要遥 随着中国全面参

与国际市场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话语体系的侵

蚀遥 一方面袁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计划经济的

影响袁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受到很大制

约袁东西方的学术交流出现断层袁改革开放后袁中国

学术界加大了对西方理论著作和思想的引介袁这对

加强中国和西方乃至世界学术交流有着重要的作

用袁但在这一引介过程中忽视了对西方思想的有效

鉴别袁 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圈

套曰另一方面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销其话语

体系袁 在中国学术界的很多领域已经占据主导地

位袁这突出表现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上遥 野高校在新时

期新建立和恢复的一些新学科袁例如社会学尧政治

学尧法学袁基本教材体系缺少社会主义和本土化内

容袁基本是西方的话语体系遥 冶[4]还有诸如野历史决定

论冶尧野软实力冶尧野文明冲突论冶等都是由西方国家创

造出来并流行于中国的袁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发

达的哲学社会科学袁思想市场的发育滞后遥 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袁要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就必须加强

文化软实力建设袁就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尧中国风

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话语体系袁但是由于中国特殊

的国情和复杂的国际形势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还

没有完全从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高度自觉进行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袁无法充分运用中国

的理论和经验去彰显中国的话语权遥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这就要

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尧感召力尧公信力袁讲好中国

故事袁传播好中国声音袁阐释好中国特色袁增强做中

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遥 在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袁文
化软实力的竞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袁文化软实

力建设是中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袁是实

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遥 加强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有利于积极主动地了解世界袁
宣传中国袁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袁增强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遥
二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内涵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前提

是要弄清其内涵袁 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理解其意

义袁探索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路径和

方法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就是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尧立场和方法袁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袁以实现野中国梦冶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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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袁坚持内引外联袁在基础研究尧应用研究和决策研

究中不断提升中国文化水平袁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

体系遥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表现在院野一
是理论学术观点的创新袁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

系的内容曰一是理论学术观点表达方式尧表述形式

的创新袁即话语体系袁包括概念尧范畴尧表述及其话

语方式的创新袁 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形

式遥 冶[5]前者表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发展观与和

谐社会等曰后者表现为野三步走冶战略尧野大包干冶尧
野不管白猫黑猫袁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冶尧野摸着石头

过河冶尧野发展是硬道理冶尧野照镜子尧正衣冠尧洗洗澡尧
治治病冶等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重在

与时俱进袁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袁要求彰显中国

特色尧发表中国声音尧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遥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面临两

个重要任务曰野一个是进一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尧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认同

问题袁一个是解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如何被国际社

会更多地理解袁并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问题遥 冶[6]

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

语体系创新的实践问题袁也是创新的土壤遥 野学术话

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

式遥 冶[7]学术话语体系建立在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和

知识体系之上袁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又需要完

善和有力的话语来充分地表达和阐述遥 学术话语体

系正是在两者双向互动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的遥 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就是要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不断创新袁不断

牵引和谐社会的构建袁 整合社会中的各种思潮袁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

化为大众的自觉认同遥
三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方

法与路径

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一项

复杂艰巨的工程袁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兴衰成败遥 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院
第一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遥 创新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袁首先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方法遥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

唯物主义的方法袁强调用全面尧发展尧辩证的观点认

识事物遥 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创新既

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际袁
又要探索适应未来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曰既要总

结建国 60 多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袁 又要培育

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要求的话语形式和内容曰既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

新中的指导地位袁又要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世界先进文化曰既要有中国意识袁又要关注世界

的热点尧焦点和难点问题曰既要注重从理论上构建

哲学话语体系袁 又要注重从实践上进行检验和发

展遥 总之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要推动具有中

国特色尧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的形成遥
第二袁要以实现野中国梦冶为中心目标遥 野中国

梦冶是习近平同志在参观野复兴之路冶展览时提出

的袁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当代中国梦遥 他

指出从鸦片战争算起袁经过 170 多年的奋斗袁现在

是中国梦快要成真的时候遥 野现在袁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尧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遥 冶[8]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就是要实现国家

富强尧民族振兴尧人民幸福遥 野中国梦冶包含多种含

义袁是中国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野五位一体冶
建设目标的集中体现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价值追求和理想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创新就是要解读好野中国梦冶的内涵与意义袁让世界

人民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理想袁消除疑惑尧化解矛盾袁
营造和谐共处的发展环境遥 要塑造文明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遥 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袁重点展示中

国历史底蕴深厚尧 各民族多元一体尧 文化多样和谐

的文明大国形象和坚持和平发展尧 促进共同发展尧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尧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

象遥 要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遥 因此袁对野中国梦冶
的解读与阐释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

系创新的内在要求袁又是野中国梦冶实现的必备条件遥
第三袁要坚持野三个自信冶遥 野三个自信冶是中国

人民经过艰苦探索总结出来的袁是未来中国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建立在对中国道路尧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自信基

础上袁要不断用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和适应人民群众

习惯的方式解读野三个自信冶袁夯实野三个自信冶的群

众基础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不

冯旺舟，李春梅：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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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不能背离野三个自信冶袁而且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尧 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不断提炼出新观点尧
新思想袁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尧理论

和制度的发展袁要让野三个自信冶内化于心袁外化于

行袁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不

竭动力遥
第四袁要重视媒体的作用遥 媒体包括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遥 前者主要包括报纸尧期刊尧书籍等遥 学术

期刊和相关书籍是学术交流和思想传播的重要载

体袁 也是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重要阵

地袁 要打造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

刊袁让其承担起增强中国话语权的作用遥 后者主要

是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袁新传媒技术的快速

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带来了挑

战袁又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提供

了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资源遥 在新媒体时代袁马克

思主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遥 野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袁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话语权带来了挑战遥 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尧话语内

容的碎片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自由性袁削弱

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尧吸引力袁增加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难度遥 冶[9]互联网是

话语传统与观点供给的重要载体和阵地袁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控制了全球 90%的信息袁
强化了其话语霸权遥 同时袁新媒体为民众提供了话

语交流的新空间和传递尧交换信息的新平台袁增加

了话语表达的形式袁丰富了话语的内容袁强化了民

众的自由意识尧民主意识尧平等意识和主体意识袁提
升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民主化程度遥 野要充分利用

新媒体信息容量大尧资料详实尧信息传播速度快捷尧
信息沟通顺畅的特质袁以图尧文尧音尧画尧影等生动而

形象的多媒体表现形式袁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

贴近人民生活而又符合人民精神需要的形式展现

出来袁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冶[10]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充分运用新媒体

技术讲述中国故事袁传播中国声音袁彰显中国魅力遥
第五袁要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遥 在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过程中往往重视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袁忽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遥 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当代国外有关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尧思潮和流派袁既包括国外马克思主

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袁也包括国外一般学者特

别是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遥 加强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可以拓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

论视域袁深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的认识遥 要跟踪西方主流马克思主义学者尧流派

及其思想的研究袁 加强同英国历史唯物主义大会尧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尧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等

国际性会议的联系袁 要科学准确及时掌握发表在叶新
左翼评论曳尧叶历史唯物主义曳 等国际性期刊上的文

章以及出版的重要著作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

语体系的创新要聚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袁深入分

析国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和线索袁在批判性

继承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遥
第六袁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遥 习近平总

书记认为袁一方面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袁蕴育了中华

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袁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

追求遥 自强不息尧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尧薪火相传袁现在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遥 另一方

面袁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袁去粗取精尧去
伪存真袁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遥 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就是要批判性继承中国

传统文化袁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实现创新遥
这就迫切需要挖掘并且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野讲仁

爱尧重民本尧守诚信尧崇正义尧尚和合尧求大同冶的传

统价值理念袁 并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相结

合袁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结合起

来袁形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底色的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遥
第七袁要发挥高校的引领作用遥 中国高校在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袁是巩

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尧 管理权和话语权的首要阵地遥
高校聚集着大量的人才特别是大量受过良好马克

思主义教育的教师和学生袁其中还有大量的党员干

部袁这为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

语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主体力量遥 高校具有较为

雄厚的科研实力袁已经创造了大量关于话语体系建

设的成果袁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遥 高校具有自由平等表达尧勇于

创新的氛围袁为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

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遥 主体力量尧理论基础尧环
境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高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础遥 因此要高度重视高校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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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s a major strategic
task, which relates to the cause vicissitud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nov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s the need of strengthen Marx ideology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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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作用袁善于挖掘高

校的创新资源袁推动高校与社会的合作交流袁拓宽

创新的渠道袁丰富创新的资源遥
总之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袁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伟

大实践为基础袁以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提升国际话语

权为目的袁加强学者尧研究机构和国家的协同合作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

语体系袁不断推动中国的发展袁实现野中国梦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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