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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近两年多以来，习总书记在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先后发表了《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网络
安全和信息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四次重要讲话。今年5月17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发
表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总书记对中国当代哲学社
会科学的全面振兴、繁荣发展，对全
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担当、
学术定位、研究取向指明了方向。学
习习总书记讲话，领悟其精神要旨，
在此谈几点体会。不妥之处，愿与各
位同仁商榷。

习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
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厚重的历史
感、鲜明的时代感，不但具有深远的
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当下的实践意
义。讲话内涵丰富，核心要义有五：

其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
和重要作用。

其二，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新形
势和新任务。

其三，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遵循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以人
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新提法）。

其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
——创新是永恒主题。

其五，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
根本保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的领导和培养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队伍。

以上五点是习总书记讲话之要
义。我们可在学习中理解领悟。

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的几点体会
第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是中西方历史文化精
华的结晶，是科学

习总书记讲话用了
较大篇幅考察中西方历
史文化，目的在于论证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是中西方历史文化
精华的结晶，是科学。
从西方历史讲起，古代
希腊罗马，产生了苏格
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等人的思想学说。文
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但
丁、达·芬奇、拉斐尔、哥

白尼、莎士比亚、康帕内拉等一批文
化和思想大家。英国“光荣革命”、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前
后，产生了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
德斯鸠、卢梭、狄德罗、杰弗逊、汉密
尔顿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西
方数千年思想文化大师星汉璀璨，生
生不息，文脉相传。马克思则是批判
继承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
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
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
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创立了马
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
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事件。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并完成中国化的历史演
进，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迄于今
天，中国奇迹不断出现的思想源泉。

中华文明历史悠远，从先秦诸子
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
宋明理学，思想文化宗师代不乏人，薪
火相传，群贤辉映。涌现了老庄、孔
孟、董韩、程朱、陆王、康梁、孙文等一
大批思想家。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
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者，博采中西、兼收
古今，创造了救中国、富中国、强中国
的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我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和“中国梦”均纳入此理论体
系之中）。所以，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产
物，既包含着西方思想文化之精粹，也
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之基因，
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中国几代
革命家长期探索的结果，是当代马克
思思想的新发展，是科学。

第二，要正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
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要真懂真信

习总书记指出，在哲学社会科学
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
题，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清醒，态度坚
定。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
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
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
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
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
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
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
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
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
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
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
踪”、论坛上“失声”。两个“不足”、三
个“化”、三个“失”，这是习总书记对
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批评，对这种现实
情况我们必须予以正视、给以重视，
尽快改变。两个“不足”、三“化”、三

“失”，若不是立场所致，则是水平所
限。那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对一切事物皆须求本溯源，有打破砂
锅问到底的求索精神。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是科学、是真知、是古今中外历史
文化和学术思想长时段发展的结果，
我们就要真懂真信。真懂真信了，两
个“不足”、三“化”、三“失”的状况就
会大大扭转。真懂真信的前提，我认
为是真学。学而知之，要学经典、学
原著，学以致用，达到真懂真信，进教
材、进课堂、进讲坛、进头脑，经典便
化为知识、学理、语境、信念的自然表
述，才能润物细无声。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奋
发有为，积极主动为党和人民述学立
论、建言献策，肩负起历史责任

习总书记讲话强调“面对社会思
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
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
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养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
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
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
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
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
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
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
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
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
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
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
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
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
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这五
个“面对”、五个“如何”和五个“迫切
需要”，是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界
的期望，是党的期望，是人民的期
望。我们当找准位置，奋发有为，紧
紧扣住五个“面对”、五个“如何”、五
个“迫切需要”，选题目、做文章，搞调
研，供咨询，尽心力，献智慧。选择什
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各
学科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毫不放松
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各学科都应加
强应用研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国
家社会治理、民生需求保障、改革攻
坚及辽宁老工业基地二度振兴等问
题展开研究，建言献策、述学立论，肩
负起历史责任。

第四，要有志向有信心构建哲学
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

习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
特色、风格、气派，是学科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
的象征。他希望中国的哲学社会科
学要有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我
理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中国
学派。

在文史哲政经法各个学科领域，
均不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学术流
派。而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
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
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水
平与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太相称。
其他学科我不敢妄论，历史学科情况
正是如此。在国际历史学论坛上，兰
克学派、年鉴学派、京都学派、东京学
派、加州学派、尔湾学派，唐宋转型
论、新清史、文明冲突论等都十分活
跃，却不见中国学派的踪影。中国
史、世界史、考古学近三十年来虽然
学科发展进步显著，但在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方面
没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没有形成中国学派。学术、学
科、话语、理论体系受欧美日学术流
派影响很深。中国史的文献、文物、
遗址资源皆在中国，中国史是中华民
族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
史，这样的学科仍不能全面领跑世
界，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是当代学
术的主潮，但不要忘记还有学术交
锋。即对某些国外学术流派，我们不
仅要叩问其学理，也要叩问其学理背
后的政治诉求。以日本京都学派创
始人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论和美国
学者欧立德的新清史为例。

内藤湖南，日本近世顶尖的汉学
家、中国通，10次到中国考察，与王国
维、罗振玉等均有接触，是京都学派的
创始人。他的唐宋转型论认为，唐代
是中世纪晚期，宋代是近世早期，唐宋
变革论在中国学界影响巨大，唐宋史
学界近年来踵其衣钵，唐宋变革论颇
为流行。内藤是两面人，是学者，更是
日本近现代国策学者的旗帜。他的学
术研究背后的政治诉求在《支那论》
《新支那论》中表露无遗。

(1)中国统一论，即传统汉族地区
必然统一，而满、蒙、回、藏地区必然
分裂出去。

(2)支那人无节操，趋炎附势，无
国家观念，其前途是“国际管理”。

(3)中国社会靠“异族刺激”获得
发展动力。蒙古、满洲的刺激结束
后，下一个刺激中国社会发展的是日
本、是大和民族。

(4)“文化中心移动论”，亚洲文化
中心不在中国，已转移到日本，日本
有不可推卸的“使命论”，殖民支那
（中国）。

欧立德，美国学者，新清史学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鼓吹的新清史，新
在清朝不是中国。最近与欧立德的
学术观点和政治诉求公开叫板，进行
交锋批判的是中国台湾学者徐泓先
生，文章已在《新华文摘》转载。对内
藤湖南、欧立德的某些观点，展开学
术交锋是完全必要的。

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形成中国学术流派，需要几代
学人的探索、追求、坚持与坚守。法
国的年鉴学派，就是三代学人一本杂
志，坚守三十年才形成的。建立中国
学派，必须从当下做起，从我辈做起，
人人尽责，个个奋勉，事终有成。

（上接A版）李希书记要求，一是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一定要确立
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
用，一定要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马克
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指
导地位，一定要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
任务，一定要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加
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
领导。二是紧密联系辽宁实际，以理
论创新引领和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一定要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解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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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
同思想基础”这一根本任务问题；一
定要加强理论武装，解决好真学真懂
真信的问题；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定要

结合省委的中心工作，解决好怎么用
的问题。三是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
学的领导，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各级党委要

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提供人财物的
支持，要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
发展战略，要完善体制机制，激发人
才活力。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落实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和李希书记
讲话精神，宮福清书记对我校如何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宫书记指出，习总书记的讲
话是新形势下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
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宫书记强
调，我校作为省内哲学社会科学重
地，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优势、学科优势，为辽宁的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一是坚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
论。针对当前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
性研究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把新
思想新要求转化为办学育人实践，
不断加强学术学科建设，不断深化
理论研究和创新，持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

断发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二是做好人才培
养，坚持立德树人。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牢牢占领意识形态主阵
地，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哲学社会科
学专门人才，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使非哲学社会科学专业人才同
样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三是立足
辽宁，不断加强智库建设。进一步加
强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努力
为辽宁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使
我校及相关学科成为服务辽宁经济
社会发展的智囊团、思想库。宫书记
要求，由宣传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
配合，研究出台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实施意见，切实
推进我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为繁
荣辽宁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辛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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