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实事求是形态的研究袁学界论述不多遥 高

懿德在其叶野实事求是冶理念的三重意蕴要要要野实事

求是冶理念的实践论解读曳[1]一文中指出袁实事求是

这一理念蕴含着三重意蕴袁 即实事求是的态度精

神尧实事求是的实践活动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实践活

动路线遥 实事求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立足于人类生活

实践基础上的一种人类活动的根本态度尧基本规律

和总路线的有机统一遥 李建森尧王彩丽在其叶论实事

求是的三重实践精神取向曳[2]一文中指出袁实事求是

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实践精神取向, 即从本体的层面

看,它以野感性世界冶为其对象取向曰从人学层面看,
它以野以人为本冶为其价值取向曰从历史的角度看,它
追求野科学发展冶的进步取向遥 周志成等在其叶全面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曳[3]一文中指出袁规避实

践中出现的野重实事轻求是尧重现象轻本质尧重偶然

轻必然冶等背离实事求是的倾向,需要从野坚持实事

与求是的统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实事求

是与解放思想尧与时俱进的统一冶三个方面全面准

确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遥

显然袁 上述研究的基点构建在把实事求是视为

党的思想路线的语境下展开的遥 这也是当下人们普

遍存在的一种惯性思维遥然而在不同语境下袁实事求

是至少存在四种不同形态袁 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语

境下的实事求是尧 作为一般工作方法语境下的实事

求是尧 作为治学精神语境下的实事求是以及作为社

会生活基本准则和评价尺度语境下的实事求是遥 在

不同语境下袁实事求是的含义不同袁侧重点不同袁对
人们的工作尧学习尧生活等实践的指导意义自然也就

不同遥
一尧四种不同形态实事求是的提出与含义

渊一冤党的思想路线语境下实事求是的提出与含义

当代中国袁实事求是首先是指党的思想路线袁是
对党一切从实际出发袁理论联系实际袁实事求是袁在
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高度概括遥 在思想路

线语境下袁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活动的思

想方法和思想原则袁是党制定政治路线尧组织路线和

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袁 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尧政策的保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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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近年来袁学界对于实事求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院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范畴袁其确立和重新确立的意义尧实施过

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尧内在层次等遥然而袁在不同的语境下袁实事求是至少存在四种不同形态袁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语境

下的实事求是尧作为一般工作方法语境下的实事求是尧作为治学精神语境下的实事求是尧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评价

尺度语境下的实事求是遥 在不同语境下袁实事求是的含义不同袁侧重点不同袁对人们的工作尧学习尧生活等实践的指导意

义自然也就不同遥 因此袁有必要对不同语境下的实事求是开展深入探讨遥
关键词院实事求是曰思想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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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涵

的认识完善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遥 中国

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野思想路线冶是在土地革命时

期遥 1929 年 6 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首次

使用了这一概念遥 毛泽东指出院野我们是唯物史观论

者袁 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

相遥 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

面袁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袁历史上一

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遥 冶[4]继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概念之后袁1941
年在叶改造我们的学习曳的报告中袁毛泽东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的含义进行了重新界

定袁指出野实事冶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袁野是冶
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袁即规律性袁野求冶就是我

们去研究遥 [5]在这篇报告中袁毛泽东将能否坚持实事

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遥 1945
年袁党的七大通过的叶中国共产党党章曳总纲规定院
野中国共产党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

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要要要毛泽东思想袁作为自己

一切工作的指针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

的偏向遥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袁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

的历史遗产袁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遥 冶[6]一般认为袁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袁
实事求是已经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最集中的表述袁已
经得到全党的确认尧拥护和贯彻遥 然而袁党的思想路

线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钥 除了实事求是以外还包括

哪些内容钥 这一时期对此并没有明确地表述遥 直到

1980 年 2 月袁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谈到思

想路线时说院野三中全会确立了袁准确地说是重申了

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创立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袁毛泽东

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耶实事求是爷四个大字遥 实事

求是袁一切从实际出发袁理论联系实际袁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袁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遥 冶[7]渊P45冤

党的十二大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明确尧
全面尧完整的论述遥1982 年 9 月袁党的十二大通过的

叶中国共产党党章曳 总纲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界定为院一切从实际出发袁理论联系实际袁实事求

是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遥 [8]这一表述一直

沿用至今遥

渊二冤一般工作方法语境下实事求是的提出与

含义

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袁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乃至

开展各项工作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遥 毛泽东曾经指

出院野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袁又是具有远见

卓识的模范遥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袁才能完成确定的

任务曰只有远见卓识袁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遥 冶[9]邓小

平也曾经指出院野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

利袁是靠实事求是曰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袁同
样要靠实事求是遥 冶[7]渊P142冤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更

加明确指出院野我们观察尧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袁
是唯物辩证法袁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袁从实

际出发遥 冶[10]渊P46冤不难发现袁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眼里袁
实事求是既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袁也是共产党人完

成党的各项任务的工作方法遥
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袁以实事

求是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方法袁毛泽东显然是这一

方面的典型代表袁毛泽东开展的革命活动尧撰写的

各种调查报告和各类文章都集中地反映了他是如

何运用实事求是这一工作方法的遥 大革命时期袁毛
泽东开展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以及所撰写的叶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曳袁 是毛泽东首次把实事求是

工作方法运用于革命活动的尝试遥 在叶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曳一文中袁毛泽东开篇指出袁野我这回到

湖南袁实地考察了湘潭尧湘乡尧衡山尧醴陵尧长沙五县

的情况遥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袁共三十二天袁在
乡下袁在县城袁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

开调查会袁仔细听他们的报告袁所得材料不少遥 冶[11]渊P12冤

显然袁 毛泽东把 32 天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视为了解

客观实际尧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点遥 而考察活动本身

则揭示了毛泽东如何野求是冶的过程遥 之后袁毛泽东

指出院野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袁和在汉口尧长沙从绅

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袁完全相反遥 噎噎所有各种

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袁都必须迅速矫正遥 革命当局

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袁必须迅速变更遥 这样袁
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遥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

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遥 冶[11]渊P12冤这段话既是毛泽东此次

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袁也是毛泽东通过此次考察所揭

示的野是冶遥 这与毛泽东开展此次考察以及撰写该文

的目的袁即野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

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冶相契合遥考察报告以大量鲜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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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为例证袁指出农民运动野完全没有什么耶糟爷袁完
全不是什么耶糟得很爷遥 耶糟得很爷袁明明是站在地主

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袁明明是地主阶级企

图保存封建旧秩序袁 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袁
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遥 冶[11]渊P13冤该报告继而指出袁大革

命的失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了当时党的领导

人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

命斗争的这个弱点遥
在土地革命时期袁毛泽东在井冈山所做的一些

调查袁反映了他对野实事求是冶的工作方法运用更加

纯熟遥 在叶寻乌调查曳中袁毛泽东首先指出院野寻乌调

查是 1930 年 5 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袁 正是陂头会

议之后袁汀州会议之前袁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

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袁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

的门外汉袁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遥冶[12]可见袁毛泽

东下大力气开展这次调查袁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解决

农村的富农问题和相关商业问题做好前期准备遥 对

经过调查以后制定出的政策袁毛泽东指出院野假如对

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袁叫他们去喝西北风袁对富农

也只给一些坏田袁使他们半饥半饱袁逼得富农造反袁
贫农尧雇农一定陷入孤立遥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

线袁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遥 冶[13]寻乌调

查给毛泽东很大触动袁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

作的重要性遥 结合调查实践袁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

叶反对本本主义曳(原题为叶调查工作曳)一文遥 在该文

中袁毛泽东指出院野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钥 那

么袁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浴 你

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袁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

法了遥 冶[14]在叶兴国调查曳中袁毛泽东指出院野实际政策

的决定袁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袁坐在房子里面想像

的东西袁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

西袁决不是具体的情况遥 倘若根据耶想当然爷或不合

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袁那是危险的遥 冶[15]

从上述这些调查报告中不难发现袁毛泽东已经

把深入调查研究尧一切从实际出发尧实事求是视为

开展革命工作必须坚持的工作方法遥 亦如毛泽东曾

经指出的院野我的经验历来如此袁凡是忧愁没有办法

的时候袁就去调查研究袁一经调查研究袁办法就出来

了袁问题就解决了遥 冶[15]作为工作方法语境下的实事

求是袁其含义来自于毛泽东叶改造我们的学习曳一文

对实事求是的界定袁即深入调查研究袁一切从实际

出发曰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袁有的放矢开展工作遥

渊三冤治学精神语境下实事求是的提出与含义

实事求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袁本意是指治学态

度和学术精神遥 野实事求是冶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

固撰写的叶汉书曳遥 根据叶汉书曳中叶景十三王传窑河间

献王曳记载院野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袁修学好

古袁实事求是袁从民间得善书袁必为好写与之袁留其

真袁加金帛赐以招之遥冶[16]文中意指袁河间献王刘德对

于搜集来的先秦典籍袁通过比对其他典籍或相关著

述的记载加以印证袁 并采用将真本善本书留下袁并
将仔细誊写好的抄本连同重礼回馈献书者的策略遥
刘德之所以这么做袁不仅是因为汉代今古文相互攻

讦袁只有手持真本或正本才有说服力袁而且因为当

时今古文版本书籍鱼龙混杂袁真假难辨遥 据叶汉书曳
记载院野是时袁淮南王安亦好书袁所招致率多浮辩遥 献

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袁叶周官曳尧叶尚书曳尧叶礼曳尧
叶礼记曳尧叶孟子曳尧叶老子曳之属袁皆经传说记袁七十子

之徒所论遥 冶[16]可见袁正是由于淮南王刘安野率多浮

辩冶袁才有后来班固称赞刘德野实事求是冶的治学态

度遥 唐代学者颜师古曾对野实事求是冶注曰院野务得事

实袁每求真是也遥 冶野务得实事冶是指做学问务必得到

充分的事实根据曰野每求真是冶是指人们在研究古代

的历史文献尧文物时袁要分清它们的是非尧真假袁以
从事实中求得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遥 两句话连贯的

意思是院做学问必须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袁以求得

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遥 由此可见袁班固所

记载的野实事求是冶是指以刘德为首的河间儒者所

秉持的求真尧忌浮尧得事实的治学态度和风范遥
随着明清野崇实黜虚冶实学思潮的高涨袁考据学

兴起袁重新提出汉代的实事求是袁把实事求是当做

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遥 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袁清
翰林学士钱大昕提出院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袁订譌

规过袁非訾毁前人袁实以加惠后学冶袁[17]继而指出野惟
有实事求是袁护惜古人之苦心袁可与海内共白冶遥 [18]据
罗炳良先生研究认为袁实事求是作为史学考证的指

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院 一是恪守 野直书冶信
念袁反对野曲笔冶修史曰二是史学贵在征实袁求真才能

存信曰三是撰史直序其事袁反对书法褒贬曰四是论史

结合时势袁力戒驰骋议论遥 [19]

新中国建立以后袁特别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高度对野实事求是冶进行重新界定之后袁实事求

是作为治学精神有了新的含义遥 在治学精神语境

下袁现在实事求是不仅意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严

苏立公：论不同语境下实事求是的四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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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治学尧务求真谛的治学态度袁也意指做学问应该

从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出发袁深入探究事物运动和

发展规律袁引申出科学结论的治学规范新内涵遥 有

鉴于此袁当代许多高校如天津大学尧中央党校尧中国

人民大学等纷纷把野实事求是冶这一科学的治学精

神纳入办学校训之中遥
渊四冤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评价尺度语境下实

事求是的提出与含义

新中国建国以后袁 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袁
实事求是通常是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评价尺

度出现的遥 社会生活中袁人们总是不断地需要对周围

的人尧事尧物进行评价袁同时也都需要关注周边的人

对自己言行举止的评价遥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

以后袁实事求是逐渐走近寻常中国人身边袁成为大

多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和社会评价尺度遥
把实事求是作为人们言行举止尧行为处事的基

本准则和评价尺度袁 我们党的领导人早有先例遥
1945 年 4 月 24 日袁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的野最后一个

问题冶指出院野要讲真话袁不偷尧不装尧不吹遥 偷就是偷

东西袁装就是装样子袁耶猪鼻子里插葱要要要装象爷袁吹
就是吹牛皮遥 冶[20]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的野讲真话冶袁
是对一些同志在汇报尧发言尧报告中弄虚作假现象

的一种批评和告诫遥 1958 年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叶关
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曳的讲话中袁毛泽东指出院
野提倡实事求是袁不要谎报袁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

己的袁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遥 噎噎人民是

骗不了的遥 冶[21]1959 年 4 月 27 日袁毛泽东写了野假话

一定不可讲冶的党内通信遥 毛泽东在信中说袁老实

人尧敢讲真话的人袁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袁于自

己也不吃亏遥 [22]显然袁毛泽东把敢讲真话与老实人相

提并论袁并号召全党同志当老实人袁讲老实话袁做老

实事遥 当老实人袁讲老实话袁做老实事究竟是一种什

么样的评价钥它体现了一种什么精神品格钥对此袁邓
小平在评价大庆人精神的时候作出了精辟的论述遥
他说院野在延安中央党校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

大字袁叫耶实事求是爷遥 我看大庆讲耶三老爷袁做老实

人袁说老实话袁干老实事袁就是实事求是遥 冶[7]渊P278冤

分析对比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讲话不难发

现袁人们是否讲真话尧是否做老实人尧是否做老实

事袁就在于他们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遥 一般认为袁在
社会生活语境下袁实事求是作为人们说话尧做事尧行

为举止的基本准则和评价尺度袁 其含义多指客观尧
公平尧公正的意思遥

二尧四种形态实事求是的侧重点尧话语对象与

实质

渊一冤思想路线语境下实事求是的侧重点尧话语

对象与实质

在党的思想路线语境下袁实事求是侧重指中国

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关于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开放

实践的伟大的中国道路袁凝铸中国精神袁汇聚中国

力量袁推动中华民族独立尧解放乃至民族伟大复兴尧
繁荣昌盛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遥

从话语对象来看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针

对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来讲的袁是针对我们

党所领导的事业给予普遍指导来讲的遥 党的思想路

线也叫认识路线袁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尧分析问

题尧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

础遥 具体来说袁一方面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

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袁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尧
时代化尧大众化的指导思想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遥 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院野实
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袁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袁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

髓和灵魂袁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尧耶三个代表爷重要思

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精髓和灵魂遥 冶[23]另一方面袁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开

放伟大实践中认识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袁探索

中国道路袁凝铸中国精神袁汇聚中国力量的指导原

则遥 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尧组织路

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袁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

行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的保证遥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

指出的院野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袁 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

法尧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袁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

革命尧建设尧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遥冶[23]

在党的思想路线语境下袁 实事求是的实质是

野求索冶要要要立足中国国情袁探求中国革命尧建设和

改革开放的规律和道路遥 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为指导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袁从中国国

情出发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尧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袁积极探索关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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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尧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中国道路袁凝铸

中国精神袁 汇聚中国力量的客观规律和科学理论袁
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尧丰富和发展这些理论袁使我们

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

指导袁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前进遥
渊二冤工作方法语境下实事求是的侧重点尧话语

对象与实质

在工作方法语境下袁实事求是侧重指我们党的

每一名党员和干部在不同环境尧不同岗位尧不同工

作中贯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袁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袁
解决群众各种利益诉求袁乃至发现问题尧认识问题尧
解决问题袁创造性找到本职工作的路径和抓手遥 正

如毛泽东在叶改造我们的学习曳中所指出的袁我们要

从国内外尧省内外尧县内外尧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

发袁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袁即
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袁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遥 [5]

从话语对象来看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是

针对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干部来说的袁是广大党员干

部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工具和武器遥 一是要求我

们的党员干部想问题尧 办事情学会从实际出发袁从
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袁脚踏实地袁实实在在遥 所谓体

察民情袁顺乎民意袁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袁俯下身

子袁真抓实干遥 二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会深入调

查研究袁主动去了解尧把握所面临的各种实际情况遥
这是因为客观实际从来不会主动跳到我们的党员

干部脑子里去袁只有坚持深入调查研究袁多走走袁多
听听袁多看看袁多问问袁多想想袁才能真正掌握实际

情况袁只有了解了真实情况袁我们所制定的方针尧政
策及各种对策才会有的放矢袁才会行之有效遥 没有

调查研究袁就没有发言权遥 对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没有发言权袁何谈解决矛盾和问题钥 毛泽东曾经指

出院野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袁遇到困难问题袁只是叹

气袁不能解决遥 噎噎迈开你的两脚袁到你的工作范围

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遥 学个孔夫子的耶每事问爷袁
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袁因为你未出门时脑

子是空的袁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袁已经载来

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袁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

了遥 冶[11]渊P110冤三是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善于探究事物

之间的各种内在联系和规律性遥 解决矛盾和问题要

做到对症下药遥 所谓对症下药袁就是深入调查研究袁
找到问题的症结袁找到引发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之所

在遥 通常我们所说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性袁实际就是指这些影响事物发生发展袁引发各种

矛盾和问题的症结与关键之所在遥 症结找到了袁下
一步制定政策袁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工作就好开

展了遥 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院野调查就像耶十月怀胎爷袁解
决问题就像耶一朝分娩爷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遥冶[11]渊P110冤

陈云同志也曾经指出袁野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袁
把情况弄清楚袁其次是决定政策袁解决问题遥 冶在陈

云同志看来袁实事求是中的野求是冶就是要求根据研

究所得的结果袁拿出正确的政策遥 [10]渊P188冤习近平同志

则指出院野坚持实事求是袁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

耶实事爷袁就是了解实际尧掌握实情遥 冶[23]

在一般工作方法语境下袁 实事求是的实质是

野求实冶要要要探究工作中所面对的引发各种矛盾和

问题之实袁 探究周围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实袁探
究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之实遥 党员干

部在开展工作时要始终坚持深入调查研究袁一切从

实际出发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袁全面把握

周围事物内部的联系袁有的放矢开展各项工作遥
渊三冤治学规范语境下实事求是的侧重点尧话语

对象与实质

在治学精神语境下袁实事求是侧重指学术研究

人员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坚持的科学态度袁这是人

类探索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发展规律的动力源

泉遥 同时袁作为学习态度袁实事求是也指中国共产党

人一以贯之的学风和党风遥
从话语对象看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

方法和态度袁一般是针对学界所有学者及广大知识

分子来讲的遥 在中国古代袁实事求是多指史学研究

的指导思想遥 以乾嘉史学研究为例袁乾嘉史学家崇

尚史学研究坚持野实事求是冶的学术规范遥 在他们看

来袁野实事冶 是指蕴涵圣贤礼仪的典章制度曰野求冶是
指学术问题的方法,在治学手段上提倡识文字尧通训

诂尧明假借尧知音韵尧审句读尧明家法等实践活动曰
野是冶是指治学的最终旨归袁在一般汉学家观念中袁
野是冶指的是儒学经典中所蕴涵着的圣贤之道遥 由此

可见袁乾嘉史家所倡导的野实事求是冶袁既有求实求

真之意袁也有经世致用袁即求是之学术诉求遥 今天袁
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袁不仅指史学

研究袁而且针对所有学科求真尧求是的学术研究活

动遥 从本质上讲袁今天学界所开展应用研究尧应用基

础研究尧基础研究等研究活动袁都是在践履实事求

是袁都是在深入研究探索事物之间的野是冶袁都属于

苏立公：论不同语境下实事求是的四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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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求是冶活动遥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应用研究就是在着

眼于研究如何解决人类野今天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的野是冶曰应用基础研究就是在着眼于研究如何解决

野明天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野是冶曰基础研究就是在

着眼于研究如何解决人类野后天冶经济社会发展问

题的野是冶遥 此外袁基础研究一般侧重于探索和认识

事物内部的本质特征尧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等学理

性研究的野是冶遥 这些蕴含在事物内部的野是冶主要回

答野是什么冶尧野为什么冶尧野如何变化冶袁通常表现为学

理尧概念尧范畴及逻辑体系等遥 应用研究一般侧重于

解决现实问题的野是冶遥 这些蕴含在事物内部的野是冶
主要是回答野怎么办冶袁通常表现为新发明尧新创造尧
新技术尧新手段尧新方法尧新路径等遥 应用基础研究

则介于两者之间遥 作为学习态度袁中国共产党人对

坚持实事求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遥 在延安整风时

期袁毛泽东就指出野所谓学风袁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袁
而且是全党的党风冶遥 实事求是野这种态度袁就是党

性的表现袁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作风冶遥 [5]

在治学精神语境下袁实事求是的实质即为野求
真冶要要要探究历史事实之真袁 探究万事万物运动发

展规律之真袁探究运用客观规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之真遥 通过科学的实验袁从合符逻辑的论证出发袁去
粗取精袁去伪存真袁由此及彼袁由表及里袁准确地揭

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遥
渊四冤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评价尺度语境下实

事求是的侧重点尧话语对象与实质

在社会生活语境下袁实事求是侧重指人们言行

举止尧行为处事的基本准则和评价尺度遥 野是冶字本

义为正尧直袁意指客观尧公平尧公正遥 叶说文解字曳云院
野是袁直也袁从日正遥 冶这种解读可能来自野是冶的篆书

上野日冶下野正冶的写法遥 墨子云院野国君之所是袁必皆

是之遥 冶叶尔雅窑释言曳中说院野是袁则也遥 冶郭璞注院野是袁
事可法则遥 冶由此可见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袁野是冶指
正确的尧对的意思袁也指万事万物的法则尧准则遥 正

因为野是冶的这两种意思袁在社会生活中袁实事求是

往往是人们言谈举止尧行为处事是非对错的评价尺

度与一般要求遥
从话语对象看袁在社会生活中坚持实事求是的

态度和做法是针对社会生活每一个人来讲的袁它既

是一种社会评价尺度袁 也是每个人做人做事的准

则尧本分和基本素养遥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不经

意地或者被要求对周围的人尧事尧物进行评价袁或者

对自己进行评价袁如果一个人的评价与那人尧那事尧
那物真实情况完全相符合或大多数相符合袁那么说

明这个人的评价是客观的尧公平的尧公正的袁是实事

求是的袁同时也反映了这个人具有实事求是的素养

和品格曰反之袁则相反遥
当前袁我们党所开展的野既严以修身尧严以用

权尧严以律己袁又谋事要实尧创业要实尧做人要实冶的
野三严三实冶实践教育活动袁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党

员干部生活和工作作风的实事求是要求遥 何谓严钥
严者袁正也曰严者袁一切事情要按规则办袁一切行为

要遵守法则遥严以修身者袁身正浴严以用权者袁令正浴
严以律己者袁行正浴 开展野三严三实冶实践教育活动袁
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严格

做到身正尧令正尧行正袁即力行实事求是袁依法行政袁
依法理政遥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袁孔子对曰院野政者袁正
也遥 子帅以正袁孰敢不正钥 冶意思是院野耶政爷字的意思

就是端正遥你自己带头端正袁谁敢不端正呢钥 冶野其身

正袁不令而行曰其身不正袁虽令不从遥 冶可见袁当政者的

执政过程就是其施政尧理政尧行政的野求正冶过程遥 党

的十八大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倡

导的野照镜子尧正衣冠尧洗洗澡尧治治病冶袁如果用一

个词概括袁其实就是野求正冶袁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遥
综上所述袁在社会生活语境下袁实事求是的实

质是野求正冶要要要探究人们做人尧做事的基本要求袁
探究人们是非对错客观尧公平尧公正的法则之正遥

三尧四种形态实事求是之间的关系

党的思想路线语境下的实事求是尧一般工作方

法语境下的实事求是尧治学规范语境下的实事求是

以及社会生活评价尺度语境下的实事求是等四种

不同形态的野实事求是冶袁虽然其具体含义不同袁但
是它们之间彼此又相互联系袁辩证统一遥

渊一冤四种不同形态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语境下的实事求是袁内在地

包含了其他形态的实事求是袁是其他形态实事求是

的最高哲学表述袁并深深地渗透于其他形态的实事

求是之中袁 成为其他形态实事求是的核心与灵魂遥
首先袁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袁就谈不上

工作方法语境下的实事求是遥 工作方法语境下的实

事求是乃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践行党的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发现袁并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

工作方法遥 没有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和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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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袁就谈不上工作方法语境下的实事求是遥 更需要

注意的是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指导中国共产

党人革命尧 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总的方法论袁
实事求是作为工作方法袁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不同岗

位尧不同工作尧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贯彻实践遥 其次袁
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袁也谈不上日常社会

生活中实事求是的评价尺度遥 实事求是作为日常社

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和客观尧公平尧公正的评价尺度袁
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群众中不断宣传尧贯
彻尧落实的必然结果袁是党的思想路线不断被广大

群众所掌握袁并实现群众化的通俗表达遥 没有党的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袁也就没有实事求是社会生活基

本要求和评价尺度这一说法遥 再次袁离开了党的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袁也就没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实事

求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袁也就没有今天作为

治学精神的实事求是的新内涵遥 对照中国古代文化

不难发现袁 实事求是仅意指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遥
毛泽东从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采撷 野实事求是冶
这一命题之后袁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袁
并赋予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命题以新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内涵遥 通过毛泽东的改造袁实事求是不仅成为

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与实质袁成为中国共产

党人一贯倡导的学风和党风袁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

探究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袁 探究事物运动发展规律袁
探究社会发展客观真理的治学态度和治学规范遥

同时袁其他形态的实事求是是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在各个方面尧各个领域的具体化遥 没有其他

形态的实事求是袁党的思想路线就失去了在各个领

域尧 各个方面的生动鲜活的表达载体和实现形式遥
中国共产党制定自己的思想路线袁其最终目的是指

引我们党带领广大群众在各个时期尧 各个领域尧各
个岗位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袁 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尧建
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向前发展遥 离开了其他形态

的实事求是袁指导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党的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势必成为空谈遥
渊二冤四种不同形态实事求是之间的统一关系

从表述形式上看袁四种不同形态的实事求是有

机统一于中国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母体之中遥 中国传

统文化中早有实事求是这一命题袁不同语境下的实

事求是中的野是冶在其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含义或者

类似的表述遥 由此可见袁中国传统文化为不同形态

的实事求是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遥

从逻辑起点上看袁四种不同形态的实事求是统

一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袁统一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遥 尽管四种语境下实事求是强调的侧重点尧含
义尧话语对象不同袁然而四种语境下实事求是的逻

辑起点都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袁都强调以求实的态度

开展探究历史真相袁探索事物运动发展规律袁探讨

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评价尺度遥
从实现路径和最终目的上看袁四者统一于主观

与客观相一致尧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尧了解事实尧探究

真相尧把握规律的野求是冶实践活动遥 四种形态的实

事求是虽然含义不同尧话语对象不同尧侧重点不同袁
然而它们都统一于以野求冶为媒袁意在得野是冶遥 野求冶
的过程袁在于透过现象看真相尧看本质尧看客观规律

的探索尧研究尧归纳尧分析尧总结等实践过程遥 野求冶的
最终目的袁在于认识和把握层次不同尧需求不同尧内
涵不同的野是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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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鄄
lishment and reestablishment袁the execution process of th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the inner level, Under the
category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ine袁so, and so on. However,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different context,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forms at least, namely: a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al method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s academic spirit in the contex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as a so鄄
cial life basic standar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in the contex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different context, the meaning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different, the emphasis is different, and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ractice of people's work
study and life is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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