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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

思想和新内容，也是党中央在重大的改

革决策中第一次对智库建设作出决定和

提出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是凝聚民智民力、彰显思想力

量，全面深化改革、共图发展大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

举措。

美国智库引人注意的“关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去年11月9

日到12日召开，全会的主要内容在12日

晚间才以“公报”的方式正式公布，但

第二天，在美国的媒体上就已经可以看

到它们一些著名智库的评论：美国企业

研究所发表“中国提出‘市场决定性作

用’可能不管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发表“中国新‘国家安全委

员会’：眼前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发表“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

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紧接着，11

月14日，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北京的

视角”的评论，美国全国亚洲研究所发

表了“中国损害性社会实验：独生子女

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则发表了“中国在三中全会公布广泛改

革议程”的评论，如此等等。

纵观这些报告和评论，有三个显著

的特点。一是反应迅捷，大有抢占先机

之势。这与这些智库长期从事专题和跟

踪研究分不开。并且智库的见识大多具

有较强的专业性，多是有备而发。二是

问题集中，观点鲜明，基本上是从美国

的国家战略发展和政策制定需要来思考

和研究问题。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等，无不以美国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

为根本。三是价值导向清晰，多为政府

和主流社会舆论需要服务，对大众起到

顾海良

新型智库建设与思想力量彰显

思想人物之顾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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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十大思想人物”深感荣幸。

思想的力量在社会转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社会原有发

展的惯性，社会现有改革的驱动，要以思想的力量为引力和

导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思想解放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大地上生成

的勃发活力、盎然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的

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思想的力量是以社会为基础、以实践为根基的。“思想的

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

了什么呢？”思想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基石的，

思想力量的本质深刻地蕴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之中。思

想的力量须臾不可离开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今时代的实际，要

时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思想脱离

了实际，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思想的力量脱离了人民，至多

只能是书斋中褪色的摆设。

思想的力量是以真理为追求、是以责任为目标的。在当代

中国，思想的力量应该成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的正能量，“坚持正确方向，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

营造良好氛围”是思想的根本追求，也是责任的突出体现。

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思想者的优秀更应该成为一种

习惯。思想者优秀的品质、优秀的学风、优秀的文风、优秀

的作风，应该洋溢于激发思想力量的全过程；思想者的人民

意识、爱国激情、民族情感和社会责任，应该成为焕发思想

力量的永远的追求。             （人民论坛记者袁静采访整理）

感   言

推选语
他是经济学家，也是教育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实践的

指导思想贯穿了自己教育和科研的半生。在他的视界里，全面深化改革

的思想所包含的创新性观念和理论见地，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道路上迈出的新步伐。

引导作用。例如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

题的解读，尽管多有片面、失真，但有

些智库还是乐此不疲，以此赢得声誉。

不难看出，智库的言论颇接美国社会之

“地气”。

智库：“我们的武器”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智库

的这类作用和表现延续已久，自上个世

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以来更加凸显。

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就对社会科学

如何有助于“国家建设”作过深刻的反

思，并认为美国在确立“全球主义”对

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

制”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技

术治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科

学界的交往应该不断加强，社会科学家

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美国的

对外政策制定，政府的决策体系也需要

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智力支持。社会科学

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成为美国全球化的

需要，也成为美国“安全体制”建设的

需要。195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教育法，

就是要让美国的教育为其国防实力提升

和国家安全服务的。这以后，特别是在

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统御”社会科

学研究的主流意识就是为政府服务、为

国家发展需要服务，尽“国家建设”之

责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政府的

极力推进下，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

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大批学者开始将他们

的思想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建议，于是各

类智库纷纷成立。遍布美国高校及社会

各方的智库，俨然成为美国半个多世纪

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美

国社会科学彰显思想力量、提升国家

“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政府也

加大了对适合政府需要的研究机构的资

助力度，越来越擅于利用智库的作用。

许多学者也把自己在各类智库的研究成

果，看作是为“国家服务”、利于“国

家建设”的一种努力。对此有的美国学

者坦陈，在“冷战”背景下，社会科学

的“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

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

的武器”。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的邦迪也曾直言，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

应该做更多的事，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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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还“要与

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

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如

此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

近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引起

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在总体态势

上，“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

的改变。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是

从根本上改变“西强我弱”态势的重要

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是提

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政治体

制改革的思想力量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主要

是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改

革思路和要求提出的。智库建设之“中

国特色”和“新型”，体现了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

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这

一转变的关键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主体的变化，讲“管理”是以政府

为主体，讲“治理”则是多元和多方的

协同，特别是社会各阶层及社会组织广

泛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和不同阶层

群体的协同治理；另一方面是过程的变

化，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不只是单独的

政府行为，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共同参

与、共同治理的过程，过程协同是主体

多元和多样的必然赓续。

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就要适应“管理”到 “治

理”转变中主体和过程变化的特点，广

开言路、集中民智，使代表多元和多样

利益的见解、见识得到释放，使反映多

元和多样要求的智慧、智力得到迸发。

和而不同，方能形成合力。还要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使体现多元和多样的思

想能够求同存异，进而作出改革和发展

的“最优化”选择。因此，“建设中国

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与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需要相适应的，是这一改革的思想载

体和思想力量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呼唤“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

主义政治建设上就要健全民主制度和民

主形式，特别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全社会开展多层面、

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的民主协商。无

论是对战略性的还是政策性的问题，所

有协商主体和对象各抒己见，虽精彩纷

呈，却难免莫衷一是，各方意见也易于

碎片化、片面化。而智库则能梳理和整

合“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

中”的各方意见，使其更具全面性、权

威性和可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协

商，呼唤“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以“中国特色”为根基的智库，要

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为主

旨和目标，要高度关注思想文化引导的

及时性、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高

度重视激扬思想力量、凝聚社会共识，

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引导社

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加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选择。

特别要提到的是，高校是国际学术

和思想交汇、交流的大平台，各方面高

层次人才集中、各学科集聚，易于形成

协同创新之势，以此为平台和资源建设

的高校智库，更利于立法协商、行政协

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

更能显现“新型智库”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务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

询制度”，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全面深

化改革总目标的新要求，可视为彰显

思想力量、建设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和

工作目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应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理论建设。智库建设要紧密结

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

势，对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内外政策

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

基础。智库的理论建设成果要适应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和根本要

求，突出时代性和前瞻性；要适应人民

群众的精神需求、接受习惯和思维方

式的新变化，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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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长期致力

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称其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

杰出代表。

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

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

借鉴》等项目，担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项目首席专家。著有《画说〈资

本论〉》（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西

方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第四

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马克思经济思

想的当代视界》（2006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08年中国出

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2012年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等。

他以卓著的专业水平和对社会的公心，同时担当着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等学术职责和

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社会责任。

他钻研学术、建言献策，更用实际行动改变中国教育、改

变中国未来。他历任小学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教师、中学校长、

大学教师、大学校长，再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教育部

官员，以贯通上下、直达肌理的经验和经济学家的敏锐审慎

创新教育改革。他曾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高考

改革，但依然直面风险、力促革新，花费巨大力气推动高等

教育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

治学、授业、革新、实践，他始终是一个“永久牌”的耕耘者。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思想小传

善于运用新的文化载体和符合各阶层思

维特点的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引导

力。理论建设的关键还在于为一些重大

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撑，既要具

有中国特色，又要能为外界所理解和接

受。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扩大中国在

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要有助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

“中国学派”的形成。

二是战略研究。社会科学要把理论

变成战略，要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工

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加强研究。对国内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

设中的问题，要能澄清“远虑”、摆脱

“近忧”，解除“远虑”和“近忧”两

难境地的困扰。要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

国际形势走向，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

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要在中国参与全

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促进国际经济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上，

作出战略性的定位，形成国际关系等领

域的“中国意识”。

三是社会引领。智库在社会引导

上，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为出发点

和归宿点。智库要能在公共领域和社会

公众中形成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

系、有利于凝聚社会向心力的正面引

领。社会引导上的这种公共性、开放性

与智库的社会责任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发挥社会引领作

用中，要能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切实

在精于引导亮点、勇于碰撞热点、善于

解析疑点、敢于破解难点上，发挥思想

的力量。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

民意上的这种独特优势，往往被称誉为

“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

既是智库建设的核心，也是智库声誉的

标识。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是“公

共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 

四是政策建言。多出“中国方案”

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

智库不能坐而论道，要增强研究的科学

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

能够为各级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及其

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及时提出有的放矢的

措施和政策建议，多出务实管用的对策

和方案。

总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就其要义而言，就是要尽显

思想的力量，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

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

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显“中国话

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

案”。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武

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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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