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以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为主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部门, 要跨越学科的限制, 超越

学科分类的局限, 形成以问题的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指南, 对跨学科研究作出积极的引导。

第五是研究结果的评价体制与机制。其中包括对学术内涵的理解、学术的分类、学术评价

的分层和分解等问题。首先是学术的内涵, 学术的内涵并不只是纯粹的论文和专著, 而应该把

它看成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有意义的所有研究和探索的结果,

包括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等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内涵, 应该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学术

的分类也不应该等同于学科的分类, 学科的研究不等于学术的分类。跨学科研究要突破以学科

为学术分类标准的做法, 形成适合于问题的研究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标准。关于学科评

价的分层、分解问题, 应当注意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评价。对于在书斋里花费 20

年时间写成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巨著, 应该有一套评价办法; 对于 200 人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一

份不足万字的同样高水平的咨询报告, 应该另有一套评价办法。如果把这两个成果用同一个标

准来评价, 就难免会产生学术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学术成果的评价应该分类和分级, 至少应

该区分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这样不同的评价标准。

先从上述这五个方面推进, 跨学科路径可能会越走越宽。跨学科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我们既要看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又要找到当前走向跨学科研究的

路径。我们也寄希望于 中国社会科学 , 能为此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责任编辑: 许建康 ! 张 ! 征∀

中国政治学三十年: 从取经到本土化

王 绍 光

! ! 1980年 1月 中国社会科学 创刊时, 在北京大学读法律的我还不知道政治学为何物, 因

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 政治学那时还没有正式恢复。

说起来, 中国政治学本来起步并不晚。如果从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 中国

政治学已有了 100多年的历史, 相比现代政治学发源地 # # # 美国, 仅仅短了十几年而已。∃ 解放前,

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是极少数人的禁脔, % 但政治学的发展却有点不成比例。1936年,

全国的大学不过百余所, 其中 39所办有政治学专业。那时, 全国在校大学生只有区区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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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独立学科, 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 1880年, 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那一年设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政治学系。参见 A. Somit and J. Tanenhaus, T he Develop ment of A 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 rk:

Irving Publishers, Inc. 1982.

民国 38 年间, 全国一共只有 25 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 平均一年不足 7000 人。直到解放前夕 , 中国

只有 89 个大学与 52 个专科学校, 在校生 8 万余人。见刘海峰: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伏与进退 # # #
以介绍分析一份重要的高等教育统计为中心 , 现代大学教育 2001 年第 2 期,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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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学生的数目却仅次于法律系学生, 是第二热门的科系。∃ 也许, 废除科举制后, 不少人

把研习政治看作了通向仕途的终南捷径。不仅学生如此, 学者也是如此。如民国时期的 ∋ 中国

政治学会( 首届干事会有 11位成员, % 其中高一涵、王世杰、杭立武、梅思平、钱昌照、吴颂

皋、张慰慈、刘师舜等 8 人都长期在宦海沉浮 (除高一涵、钱昌照外, 这些人要么当了汉奸,

要么解放后没有留在大陆) , 只有钱端升、张奚若、周鲠生 3人 (解放后, 他们三人都留在大

陆) 大部分时间留在校园里耕耘。

说解放前政治学畸形发展, 也只是相对于当时大学教育的规模而言。其实, 那时全国的政

治学者不过百把人, ) 每个系的教员多则十来位, 少则一两位; 每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三五百人。

就学术水平而言, 那时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几乎完全取法西洋, 鲜有独创性的思考, 连教科书

也多采用西方教材。学者们的著作对中国问题研究不多, 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

如果说解放前政治学起点不高的话, 那么 1952年取消大学政治学系科以后, 政治学在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就干脆不复存在了。1960年以后, 有些大学重建了政治系, 但以讲授马列主义基

本理论为主, 目的是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争论, 几乎完全不涉及与国内相关的政治

学问题。1964年以后,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名为 ∋国际政治

系(, 倒是更名副其实。不过, 当时关注的 ∋国际政治( 主要是两类运动, 即民族解放运动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 对国际政治的其他方面很少涉及。

1978年,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首先倡导制定规划, 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 + 次年, 邓小平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补课( 的确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在 1977年, 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 邓小平号召 ∋补

课( 前后,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也建立起政治学研究所。不过, 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

学会成立大会是在 1980 年 12月召开的。如此说来, 中国社会科学 创刊与政治学重建发生在

同一年的一头一尾。因此, 当 中国社会科学 纪念创刊 30周年时, 中国政治学界也举办了一

些活动, 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 30周年。

政治学的恢复是从译介资料、培养学生、编写教材、组建机构、出版期刊起步的。1981

年, 复旦大学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 次年, 北京大学也设立了政治学专业。

1984年, 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 年, 北京大学开

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 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 培养政

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与此同时, 从 80 年代初开始, 陆续有几百名学子进入了西方各

国 (主要是美国) 的政治学系。我本人 1982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 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学

生涯。

招了学生, 就得有教员与教学材料。在 80年代初, 即使是以前学过政治学的教员, 也 ∋撂

荒( 了 30多年, 必须重新补课, 何况这类教员数量本来就如凤毛麟角; 而那些只教过国际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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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宏云: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 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 ( 1926# 1937) ,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年, 第 75 # 81、291页。

∗! 孙宏云: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 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 ( 1926 # 1937) , 第 290、141 # 148、

377页。

见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 1980 # 1985 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 , 社会主义研究 1980 年第 4 期, 第

47 页。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180 # 181页。



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教员则必须从头学起、边学边教。为此, 1980年初, 当中国政治学会还在筹

备之中时, 其筹委会便开始编印 政治学参考资料 ( 1984年以后更名为 国外政治学 ) , 主要

是译介西方政治学战后的发展, 一时间它几乎变成了当时政治学人的 ∋葵花宝典(。1982年, 曾

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主修过政治学的赵宝煦教授主编了一本 政治学概论 , 成为政治学恢复

重建后的第一本教材。经过数年的筹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终于在 1985年正式成

立, 并于同年开始出版 政治学研究 , 这标志着起步阶段的结束。

在起步之初, 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于 1980年拟定了一份 1980 # 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

计划 。∃ 这个计划包含的四类研究课题已经预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未来 30年的发展路径。

列在首位的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如 ∋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说(, ∋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和教训(, ∋马、恩、列、斯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 (实际上主

要是欧美国家) 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 如 ∋西方各国政治制度 (英、美、法、德、日) (, ∋西

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 评述福利国家(, ∋外国政治学现状(。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

政治学研究, 如 ∋基层民主选举(,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改革和完善国家干部制度(, ∋精

简政府机构, 提高行政效率(,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设置、变化情况(, ∋市、区、县与省、

市、自治区的关系(。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 如 ∋中国历史上的

专制制度(, ∋ 各国政党史(,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 ∋中国政治学说史( 和 ∋西方政治

学说史(。

过去 30年, 虽然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 但大致还是不出这么几个路向。不过,

研究的参照系与重点却在有意无意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5年, 政治学研究 创刊时, 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发刊词中强调, 研究政治

学, 必须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 ∋ 必须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到

改革的实践中去, 根据改革的需要, 制定科研规划, 确定重点科研项目(。% 毫无疑问, 那时政治

学研究的参照系就是国家意识形态。而到了新世纪, 谈到意识形态时, 一些政治学者已开始使

用过去时。在新一代学者看来, 中国政治学真正需要的是, 参照西方政治学进行一次范式转变,

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 po litics) 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 ( polit ical sciences)。)

至于研究重点的变化, 中国政治学在过去 30年似乎经历了 ∋取经(、∋效仿(、∋自觉( 三个

阶段。先是从编译起步, 重点是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源流。继而试图将从西方学

来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大而化之地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的分析。其后思考逐步

深入, 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 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 并从 ∋古今( 与 ∋中外(

的比较视角对它们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

新一代政治学人的佼佼者 # # # 王沪宁 # # # 的学术生涯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从 1981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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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 1980# 1985 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 , 社会主义研究 1980 年第 4期。

张友渔: 中国政治学的兴起 # # # 代发刊词 , 政治学研究 1985年第 1期, 第 1# 3 页。

张国清: 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 # # #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 ,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04 年第 5 期, 第 28 页。

王沪宁本科在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 1978 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

代政治学科的研究生。毕业后, 王沪宁留校任教, 作为 ∋ 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 曾名噪一时; 33 岁时

晋升至正教授, 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 后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lenovo
Line

lenovo
Line

lenovo
Line

lenovo
Line

lenovo
Line



读书 上发表 卢梭政治思想的绵延: −社会契约论. 读后札记 开始, ∃ 到 1986年中, 他在

期刊上发表了 23 篇文章, % 其中 21 篇是译介西方政治学, 如 拉斯韦尔及其政治学理论

( 1983)、 生物政治学简介 ( 1983)、 美国政治学的系统分析学派 ( 1985)、 西方政治学行为

主义学派述评 ( 1985)、 当代西方政治多元主义思潮评析 ( 1986)。) 这时的中国政治学者大

概都像王沪宁一样, 带着无限的求知渴望, 试图了解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新趋势、新学派、

新思潮, 学习、借鉴新方法。他们大量阅读, 苦苦思考, 每有心得, 便急不可耐地希望向同行

推介, 尤其是像王沪宁这样精通英法两国文字的学者。

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 王沪宁的研究重点移至本国。到1992年上半年, 他在 6年时间里发

表了 32篇文章, 其中属于译介性质的只有一篇, 与前一个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 看得

出, 前一时期的学术积淀对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研究重点转向中

国的政治现象, 但他借助的关键概念和分析工具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划定的范围, 而

是更多地源自当代西方政治学, 论文列出的参考文献往往多半是欧美学者的著作。这期间, 王

沪宁的研究主题相当宽泛, 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秩

序、政治腐败、中央地方关系、行政体制改革, 以至于政治审美、住房改革、村落家族文化、

日美关系等等, 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确, 对西方政治学有所了解后, 那时不少中国政治学者

都跃跃欲试, 希望展示新的分析工具如何有助于剖析中国的种种政治现象。

在本不肥沃的政治学园地荒芜过几十年后, ∋ 取经( 是非常必要的, ∋效仿( 也是不可避免

的。但如果停留在 ∋取经( 与 ∋效仿( 阶段, 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就谈不上完成。在 ∋取经( 与

∋效仿( 的过程中, 那些勤于思考的中国政治学者逐渐认识到, 西方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未必是中

国政治的真正关键问题, 西方取来的 ∋经( 未必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政治。这就为下一个飞跃

# # # 本土自觉 # # # 打下了认识论的基础。早在 1989年, 通过独立思考, 王沪宁已尝试梳理出可

能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六对关系: 价值与操作, 文化与体制, 民主与权威, 分化与整合,

稳定与发展, 情感与理性。∗ 20多年后回头看, 这种概括显得有点过于思辨、宽泛, 但本土自

觉的冲动已跃然纸上了。

1992年以后, 王沪宁的本土自觉逐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 1992年下半年到 1995 年进入

中央政策研究室前, 他发表了 21篇文章, 焦点集中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上。1994年, 在梳理中

国政治学发展进程时, 王沪宁总结道: ∋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

模式。这个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 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

保障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的历史 # 社会 # 文化条件。如果不

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难以形成。( + 这短短几句平实的话, 想必是多年

反思的结晶, 即使今天看, 也还是极具启发性。更重要的是, 王沪宁指出, 要研究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这个课题, 必须关注四大关系, 即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 一党领导和民主政

&18&

中国社会科学 ! 2010 年第 6 期

∃

%

)

∗
+

在 1995 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前, 他是中国最多产的政治学者。从 ∋中国知网( 的 ∋ 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中, 在 ∋ 王沪宁( 名下可以查到 73 篇论文。

∃ ! 见 读书 1981 年第 12 期。

包括这期间在国内权威刊物 政治学研究 上发表的 4 篇文章。

在这一时期, 王沪宁还出版了 比较政治分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当代西方政治学

分析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王沪宁: 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几对关系 , 社会科学 1989年第 10 期, 第 14 # 19 页。

王沪宁: 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 瞭望周刊 1994年第 20 期,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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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间的关系, 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 以及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这四大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对这些问题, 王沪宁认为,

西方政治学没有给出现成答案, 恐怕也难以给出现成的答案。不过, 恰恰因为中国政治学者必

须处理这样一些问题, 王沪宁自信地预言, ∋中国政治学大有可为(。∃

不仅王沪宁一个人在其学术实践中走过了从 ∋取经( 到 ∋自觉( 的历程, 恐怕大多数中国

政治学者都有相似的轨迹, 包括像我这种曾留学国外的学人。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步

迈过了前行道路上的一个个坎。90年代中期已进入 ∋本土自觉( 境界的王沪宁大概属于先知先

觉者; 时至今日, 相当多的学者也许仍处于 ∋取经( 与 ∋效仿( 阶段。不过, 整体而言, 中国

政治学过去 30年发展迅速, 让过来人回顾起来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首先, 政治学教育蓬蓬勃勃。现在已有百余所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专业, 培养

层次从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 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30年前, 中国可以称

得上专业政治学者的人寥若晨星; 经过 30年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会目前已拥有团体会员近百

个, 个人会员千余人, 浩浩荡荡、蔚然成军。)

其次, 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仅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外政治思想史、国际政

治学、比较政治学、行政管理等主干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 而且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

和交叉学科, 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发展政治

学、民族政治学、政策科学等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并出版了不少介绍性学术译著和论文。

第三, 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发生了很大变化。30年前的关键词是 ∋解放(、 ∋革命(、 ∋专

政(、∋阶级分析(、 ∋路线斗争(、 ∋群众路线(、 ∋民主集中制(、 ∋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法(、

∋帝国主义(、∋三个世界(、∋反修防修(; 而现在的关键词变为 ∋政治发展(、 ∋合法性(、 ∋权威

主义(、∋权利(、∋正义(、∋选举(、∋市民社会(、∋公民文化(、∋政治参与(、∋稳定(、∋自治(、

∋治理(、∋宪政(、∋利益集团(、∋协商民主(、∋全球化(,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 政治学研究十分活跃。在 1993 # 2008 年间, 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了政治学类项目

658项, 立项数从 1993年的 17项增加到 2008年的 82项。∗ 国家社科基金是中国政治学类最高

级别的科研基金项目, 其他各部门、各地、各校大大小小的科研基金不计其数。投入增加必然

带来产出的增加。根据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统计, 我国政治学期刊约 340余种,

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篇左右, + 其中被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SSCI) 收录的期刊已由

2000年的 32种增至 2010年的 39 种; , 其他类别的期刊 (如 中国社会科学 以及各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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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 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 瞭望周刊 1994年第 20 期, 第 31 页。

已有一些文章试图归纳中国政治学 30年来的成就, 如杨海蛟: 中国政治学 30 年 , 社会科学管理与

评论 2008 年第 2 期, 第 48 # 65 页; 林尚立: 相互给予: 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 # # # 中国政治
学 30 年发展的反思 ,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 第 67 # 72 页; 王邦佐、邵

春霞: 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 30 年 , 探索与争鸣 2008 年第 12 期, 第 11# 12 页。

曹伟峰: 中国政法大学承办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 30 年会长会议 ,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3 月

9日第 15 版, http: / / ww w . cass. net. cn/ file/ 20100309260336. html.

李振: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看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状况: 基于 1993# 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政

治学类立项项目的分析 ,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10 年第 1 期, 第 60页。

严强、魏姝、白云: 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 ( 2000# 2004 年) : 以 CSSCI 为基础的评价 , 江

海学刊 2006 年第 3 期, 第 88 页。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2010# 2011 年) 目录 , 2009 年 11 月 25 日, http: / / lib. nwnu. edu.

cn/ refer/ CSSci2010- 2011. pdf.

lenovo
Line



报) 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 从 CSSCI的记录看, 近年来, 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

的学者都在 5000名左右, % 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 5000多篇, 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

加。) 想必未被 CSSCI 收录的作者与论文应数倍于这些数目。除了论文以外, 每年还有大量政

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这是 30年前难以想象的。从图 1可以看出, 对政治学的学术关注度在过

去十几年里呈现上升的态势。

图 1 ! 对 ∋政治学( 的学术关注度∗

! ! 第五, 政治学引入了不少新的研究方法。30年前, 政治学刚刚重建时, 人们熟悉的方法是

所谓旧制度主义, 也可称之为法条主义。那时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

述与归纳, 仿佛实际政治就是如此运作的。实际政治当然并不完全按正式制度规定的方式运作,

因此西方政治学中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中国政治学重建初期最早引入的便是行为主义的分析

方法。30年后, 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都有中国政治学者使用, 如个案研究、内容分析

( content analysis)、比较研究、参与式实地考察、田野访谈、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抽

象模型建立、计量检验、博弈分析等等。连政治学系的本科生也满嘴 ∋因变量(、 ∋自变量(、

∋相关关系(。当然, 目前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新方法的人还不是很多。+

第六, 形成了一个中华政治学圈。除了在内地进行教学与研究的政治学者 (包括在大专院校、

社科院系统、解放军系统、党校系统、党政机关政策研究部门学者与研究人员) 外, 还有几百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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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姝: 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 基于 CSSCI 分析 ,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年第 5

期, 第 89 页。

魏姝: 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 基于 CSSCI ( 2005 # 2006 年) 数据 ,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9年第 2 期, 第 69# 70 页。

魏姝: 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 基于 CSSCI 分析 ,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年第 5

期, 第 89 页。

图 1 是根据 ∋ CNKI学术趋势( ( http: / / tr end. cnki. net/ index. php) 制作的。 ∋ 学术关注度( 是以 ∋ 中
国知网( 知识资源总库中与关键词最相关的文献数量为基础, 统计关键词作为文献主题出现的次数,

形成的学术界对某一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

参见肖唐镖、陈洪生: 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 , 政治学研究 2003 年

第 1 期, 第 113# 121 页; 严洁: 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与特点 , 江汉论坛 2006 年第 3

期, 第 16 # 20 页; 谢韬、Lee Sigelman: 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 ,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5

期, 第 2# 12页; 冯志峰: 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反思: 对九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调查

分析 , 甘肃理论学刊 2008 年第 5 期, 第 151# 156 页。



内地出国留学的政治学人, 其中不少人已在美国、欧洲、澳洲和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 加之

两岸四地政治学界日趋频繁的接触, 一个学术交流热络的华人政治学圈已俨然成形。

在高度肯定中国政治学 30年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 蓬蓬勃勃的表面背后

也存在着隐忧, 这可以从表 1中看出些端倪。

从2000 # 2006年的 CSSCI数据看, 7年间政治学论文引用各类文献共计215851篇次, 其中

中文文献被引 116034次, 占全部被引文献的 54 4%。换句话说, 被引外文 (包括译文) 文献占

总数的 45 6%。这一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 ( 33%左右)。∃ 从趋势

上看, 政治学论文引用中文文献的比重呈下降态势, 从 2000年的 56 6%降至2006年的 52 1% ,

下降了 4 5% ; 而被引外文文献的比重呈上升态势, 尤其是英文文献的比重从 2000年的 19 8%

升至 2006年的 26 8% , 上升了 7% (表 1)。

表 1! 2000# 2006年政治学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单位: 篇次)

语种
年代

中 ! 文 英 ! 文 日 ! 文 俄 ! 文 德 ! 文 法 ! 文 其他语种 译 ! 文

2000 12247 4275 424 411 72 50 200 3954

2001 11638 4485 267 282 86 55 280 3860

2002 14393 5246 321 279 87 46 133 4475

2003 16068 6194 355 327 157 75 130 5318

2004 16673 8442 487 313 183 128 273 5830

2005 19951 10471 541 320 126 100 417 7267

2006 25064 12915 503 277 243 79 298 8760

合计 116034 52028 2898 2209 954 533 1731 39464

! ! ! ! 数据来源 : 严强、魏姝、白云: 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 ( 2000 # 2004 年) : 以 CSSCI 为基础的评价 , 江海

学刊 2006年第 3期, 第 88页; 魏姝: 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 基于 CSSCI 分析 ,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5期, 第 89页。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 从正面看, 它们说明, 中国的政治学者接触、阅读和参考外文学术成

果的能力不断增加。如果说 20世纪 80 # 90年代论文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发表于 60 # 70年代以

前的过时外文文献的话, 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常引用最新的外文出版物, 似乎与国外政治学接上

了轨。但从反面看, 这些数字也说明, 中国政治学这个学科受外来影响较大, 本土化程度较低,

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目前, 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

法大都来自西方, 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 (如 ∋公民社会(、

∋中产阶级(、∋合法性() ; 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不

仅衬托出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 也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什么叫 ∋接轨心态( 呢?

这就是一心接对方的 ∋轨(, 而忘了问为什么要接对方的 ∋轨(? 自己这条 ∋轨( 是否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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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强、魏姝、白云: 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 ( 2000# 2004 年) : 以 CSSCI 为基础的评价 , 江

海学刊 2006 年第 3 期, 第 88 页。

此外, CSSCI 来源期刊中也包含了较多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类期刊, 这可能也是造成被引外

文文献比重偏高的原因之一, 但它并不能解释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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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 ∋轨( 是否是唯一的选择? 两条 ∋轨( 接不接得上? 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更好

的路? 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 假定西方主流政治学是先进的、科学

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 借用别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比

我们强, 我们就甘当小学生, 虚心向人家学习。我们也有强项, 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

他们无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素材, 我们大概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打个平手。

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 即某些西方主流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 透过它们看中国、

看世界, 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如

果我们对它们不了解, 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基础之上的理论架构奉为神明。但基

本预设未必是不需证明的公理, 如果它们本身有问题, 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也许只是个精致的

思想牢笼。另一种情况是, 某些基本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 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因而适用

于西方。但这些预设未必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 那些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非

西方社会。无论如何, 搞清各种理论背后的基本预设是十分重要的。

不错, 许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的确对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具有启发意义。但同样不可

否认的是, 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模型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可避免的

盲点。由于这些偏见和盲点的存在, 这些理论模型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

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虽然我们中国政治学者生于本土, 对本土有深情的关怀和切身的了解,

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 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反省, 我

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 ∋是( 为是, 以西方政治学之 ∋非( 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

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 但是一味盲目

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

由此看来, 在经过 ∋取经(、 ∋效仿(、 ∋自觉( 三个阶段以后, 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大胆

向前再跨一大步: 本土化。∃ 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政治学, 放弃对外交流。

恰恰相反, 本土化要求我们全方位地拓宽交流的渠道, 不仅与欧美的政治学界交流, 也与

亚非拉国家的学界交流, 并把单向交流变为双向交流。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

方法、理论, 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 反对来者不拒, 反对盲目接纳。用鲁迅先

生的说法, 这叫 ∋拿来主义(。本土化也不是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 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家村

的老冬烘; 而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 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 也要用批判的

眼光观察世界。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 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

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

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 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

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 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 将中国人

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简而言之, 本土化的要求无非是三条: 批判

的吸收, 创造性的思考, 平等的交流。

长期以来, 在研究政治时, 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角

色。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 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本土化迫使我们挑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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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接轨( 还是 ∋拿来( : 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 祛魅与超越: 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

社会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第217 页。这句话被译为 ∋ 他们不能代表自
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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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再过30年, 当 中国社会科学 创刊 60年时, 中

国政治学界不仅可以充分表述自己, 还能成为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责任编辑: 范勇鹏 ! 李彩艳∀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 # # 中国社会科学 和新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

于 ! ! 沛

! !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变化, 是在其发展历程中, 实现了从翻

译、编译, 以及一般性地介绍向深入、系统、独立研究的转变, ∋世界历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 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 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史

研究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 以及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

问世, 其地位和影响日渐扩大, 当然, 这是就世界历史整个学科的状况而言。今天中国的世界

历史研究, 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 还是在专门史、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研

究上, 都可谓硕果累累, 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质量上, 均 ∋前无古人(, ∋史无前例(。党的十

七大报告论述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时提出, ∋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

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这使广大

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深受鼓舞, 更深感责任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如何使世界史研究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我们应从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上, 作出明确的回答。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是重视对中国及周边区域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司马迁 史记 ,

分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 计 130 卷。有关周边区域和国家的介绍和研究, 主要

集中在 ∋列传( 中, 如 大宛传 、 匈奴传 等, 包括有朝鲜、越南、印度, 以及大宛、乌孙、

康居、燕蔡、大月氏、安息等。∋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 是司马迁历史思想

的核心。而要达此目的, 需要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 史记 以下的二

十五史, 除了 陈书 、 北齐书 之外, 其他 23种史书中, 都涉及了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区域的

介绍和研究, 各代官修纪传体史书都记载了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

的地区和国家在内的概况和历史。

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萌生, 始于 19世纪中叶, 这和中国 ∋救亡图存( 的时代主题联系

在一起。中国先进分子为拯救民族危机 ∋睁眼看世界(, 林则徐编译的 四洲志 、魏源编纂的

海国图志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

件影响下, 中国世界史研究从 ∋萌生( 而逐渐发展, 力图通过外国 ∋亡国史(、 ∋革命史(、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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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三十年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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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Thirty Years of Pub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 Wuj in et al . & 4 &

Editor s Note: 2010 marks the thirt ieth anniversar y o 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founded in

January 1980) . Over the past thirty y 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 f M arx ism, this jour nal has been

commit ted to becoming an autho ritat ive lo cus fo r the presentat ion of an in depth picture of

cut ting edge scholarly achievement, the spirit o f the t imes and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o being a

high quality plat form pr omot ing the f lourish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 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as w ell as an impor tant w indow for display ing the contempo rary w isdom o f the

Chinese people, w isdom of w orld histor ical signif icance. With its consistent encouragement of

original w orks by new autho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has att racted larg e numbers o f like

minded scholars and become a nursery for leading researchers in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mmemor at ion of it s thirt ieth anniversary , the editorial of f ice has org anized a special issue on

the topic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Academic Progr ess in Contempo rary China. " Among

others, Professo r Yu Wujin from the Institute o f Philo sophy o f Fudan U niv er sity has used his

ow n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academ ic backgr ound to lo 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signif icant role

of this journal in creat ively advancing M 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He trusts that as the most

innovat ive and foremost theoret ical journal in China, it w ill make a st il l greater cont ribut 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 rar y Chinese scho larship. Professor Gu Hailiang, President of

Wuhan U niversity, addresses the necessity of and pathway s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modern

society and expresses the hope tha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w ill under take new init iat iv es in

promot 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cross humanit 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 fessor Wang

Shaoguang f rom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 at 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 sity of Hong Kong offers a r eview of the thirty y ears of development o f polit ical science in

China. H e holds that after the stages o f/learning, "/imitat ion" and/self consciousness, " China s

po lit ical science should take a further bold step tow ard localization. By the t im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elebrates it s six t ieth anniversary, Chinese po litical scientists should be producer s and

exporter s of concepts, methods, theories and ideas. Research Fellow Yu Pei f rom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 istory of CASS argues that during the thirty plus year s o 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 w o rld history research has under gone a profound change, from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gener al int roduct ion to systemat ic, independent and in depth research. The intellectual fo rce

and character of the t imes ref lected in S ocial S ciences in China are o f fundament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prog 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fessor T ang Yiji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 sophy of Peking U niv ersity explor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const 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Confucianism s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tr aditional

culture. A ccording to T ang, it is impossible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 ithout cultural

tr adition as a basis. Our present study of Confucianism should absorb and ut ilize the Confucian

mode of thinking, life w isdom and o ther valuable idea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tellectual pathw ay

and w orthw hil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 f a harmonious human society. Professo r T ang Kailin

from the Center fo r Studies in M oral Culture of Hunan Normal Univ er sity explores the basic

connotat ion and evo lut ion o f the ethics of w ealth as w ell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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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 rary relevance o f resear ch on this topic, w hich he believes w ill effect ively o vercome the

moral shortcomings arising f rom the unregulated character of the mar ket economy and promo te

healthy and or derly economic operat ion. Professor Xu Xianming, President of Shandong

Univer sity, discusses some normat ive issues relat ing to the idea o f a university f rom the

perspect iv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 f law ; he holds that universit ies should be marked by

the integ ration of mor al excel lence, intellectual depth, innovat ion and uniqueness.

( 2) The Marxist Theory of Justice: Basic Dimensions and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M a J unf eng & 44 &

In the w ide ranging discussion of social just ice issues, the theor i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inkers such as Raw ls, Nozick, Hayek and MacIntyre are repeatedly cited and expounded. By

contrast , fo r v arious reasons, classical w r iters like M arx and Engels have been overlooked or

even forg ot ten. Without a concret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backg round and contex t, it is hard to

grasp the t rue at t itude and spir itual essence o f the view s of M arx and Engels on social just ice. We

might even conclude not only that they had no theo ry of so cial just ice but that they opposed and

rejected approaching quest ions from this ang le. As a w orld out look and methodolog y enabling the

pro letariat to know and tr ansform the w orld and liberate themselv es and mankind, Marx ism is a

theory that unites t ruth and value. A rat 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 f just ice as an

expression o f value is only possible w hen the dimensions of science and value are dialectically

combined. On the one hand, just ice is a value concept that funct ions as a standar d for evaluat ion;

on the other , it refers to an actual state of the dist ribut ion of values ( including interests,

opportunit ies and rights) that inevitably invo lves the contradict ion betw een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betw een formal and substant iv e just ice, the dif ference betw een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the conflict betw een equality and eff iciency, the opposit ion betw een just ice and injust ice and so

on. Only a dialect ical mode of thinking can ensure a cor 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ity of

social just ice issues.

( 3) Ryazanov andMEGA1 Zhao Yulan & 58 &

David Ryazanov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 EGA1 ( M ar x Eng el s Gesamtausgabe ) , the

histo rico cr it ical edition of all the w rit ing s of Kar l M arx and Fr iedr ich Engels then available.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cause of edit 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w or ks, manuscr ipts and let ter s. Even

before the MEGA1 pro ject he had already proposed a /Vienna Publishing Plan " and

independent ly edited and published S elected Wor ks of M ar x and Engel s: 1852 1862 . The victor y

of the October Revolut ion prov ided him w ith a histo ric opportunity to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sy stemat ic edit ion of M EGA1. H is efforts not only br ought to light a great many w rit ing s

that m ight o therw ise have been lost but also laid a firm foundat ion for the emer gence o f M EGA2.

( 4) The Posi tive and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Life Realm: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 s

Philosophical Method L i J inglin & 66 &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 s, Feng Youlan had the g reatest deg ree of

methodolog ical self awareness. In his earlier y ears, he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fo rmalist

meaning ( not touching on content ) of metaphy sical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and def ined the

negat ive method too narrow ly , leading to some theo ret ical confusion over the inherent unity of

the posit ive and the negativ e method. In his later years, he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the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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