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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我们的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内政治上、学界和民众中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另一方面，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同样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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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

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

一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

体系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需要从学

术上加以探讨。

一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交融话语交融”、“”、“话话

语冲突语冲突””和和““话语交锋话语交锋””

我国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逐渐强大，我们必须以开

放自信的胸襟和世界眼光，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

习其先进文明，学习其先进的经验、理论、科技、文化，

学习借鉴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治理方面的优

秀文明成果。当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借鉴中国

道路、中国理论及中国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这是全球

化进程中西方“统一性”的一面，即话语交融。

在全球化进程中，还不能忽视中西方也具有“对

立性”一面，即“话语冲突”和“话语交锋”。这种“话语

冲突”，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

自由主义的冲突，价值体系上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的冲突，行为方式上的重“权力和关系”与重“能力和

自立”的冲突。“话语冲突”必然导致“话语交锋”。这

种交锋，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对中国“打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邓小平语），这就是“文化渗透、文化征

服。”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指出：“必

须以非战争的方式动用我们的力量。应制订一种同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军事遏制；发

挥美国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为条件，诱

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

[编者按] 意识形态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当今我国，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近

日，我们邀请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教授，以及陈冬生教授、唐爱军

博士，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谈些看法。他们各有自己的观点，供学术研究参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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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当有一天，

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时

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战争可以打败

一个民族，文化可以征服人心。”尼克松所讲的“非战

争的方式”，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是以文化的方式

向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领域渗透。其“武器”，主

要是军事、经济、技术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其方式

和目的主要是采取四个步骤：首先是实行军事、经济、

技术等有效方式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然后用

“西方标准”“裁判”中国一切，使中国年轻人认为“西

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接着是中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历

史、文化、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对

本国的政党、国家、民族、人民等，统统采取虚无主义

的态度予以否定；最后，使中国人动摇理想信念，摧毁

中国人的自信心，分化中国人的共识，瓦解中国人的

斗志，丧失中国话语权。其实质，就是穿上先进学术

思想、文化、文明的外衣，诱惑、迷惑一些中国人尤其

是年轻人，使其掉入他们设置的政治陷阱——当我国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达不到应有的发展水平的时

候，当民众的文明素养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当因

经济高速增长而来不及及时化解由此带来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的时候，过度、过高、过急推进“自由民主”进

程，那么，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就可能会走向负面，即

人们会借“自由民主”大棒来棒杀我们的政党、国家和

社会，来攻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来抹黑

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最终达到尼克松所讲的“不

战而胜”的目的。我们决不是借此而拒绝“自由民

主”，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自

由），必须不断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如果不顾我国

现有的种种“条件”而过度、过高、过急推进“自由民

主”进程，就会纵容非理性的民粹主义，导致国家、民

族、社会动荡。

今天，我国一些年轻人对西方“自由民主”和“社

会思潮”的所谓先进文明的“外衣”崇拜的五体投地，

被其迷惑，而对其“外衣”背后所设置的“政治陷阱”丧

失警惕和正确判断；对西方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领域的渗透、控制缺乏警惕，反而迷惑于西方所

谓的“先进”；对西方输出给我们的“民主”大加赞赏，

而对西方拒绝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加反思和反省。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

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因此，我们

一定要真正识别西方文化渗透、文化征服的政治实

质，避免“人吃了牛肉把人变成牛”，而应使“人吃了

牛肉能更好地战胜牛。”

二二、、中国话语权的六个要素中国话语权的六个要素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集中体现。我们今天所讲的建设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话语体系，虽然是针对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话

语体系现状提出的，但更主要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西

方的话语霸权而造成的话语冲突和话语陷阱提出的。

着重讲其中的话语权问题。所谓话语权，既包

括无声的话语权和有声的话语权，也包括国内的话

语权和国际的话语权。无声的话语权，是指“做”得

好，有实力、有地位；有声的话语权，是指“讲”得好，

有思想；国内的话语权，就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话

语体系在国内政治上、学界和民众中有影响力、传播

力、解释力和主导力；国际的话语权，就是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

力和主导力。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话语权，主要是

在国际上有声的话语权。无声的话语权和国内的话

语权需要我们继续做强做好，但更需要强调有声的

话语权和国际的话语权。

在世界上的国际话语权，包括六个要素。

一是“坚实的话语基础”，有底气。主要指我国

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在世界上具有发展

实力及其国际地位。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

有无声的话语权。这是拥有话语权的坚实的实践基

础。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我国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我们已经拥有话语权的坚

实基础。正因如此。今天才会去讲中国话语权问

题。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发展实力并巩

固在世界中的地位。

二是“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思想。主要指基于

中国道路、中国成功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它学术思想。这是

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

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理论表达，是拥有中国话

语权的理论上的基础。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具有许

多内容，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拥有中国理论或中

国思想的话语权。这对建设思想中国且回应西方社

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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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坚定的话语自信”，有自信。主要指积极

参与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每个人，要对我

们的政党、国家、民族、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

化、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充满

刻骨铭心的自信。尤其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交往、

交流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思想、中国话语的

时候，要充满自信心。这是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且拥有中国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

素。如果我们拥有坚实的话语基础和科学的话语体

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上述我们所讲的话语自

信，在与世界交流、交往、交锋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

响我们拥有话语权。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

中心前主任柯伟林指出：“中国很强大，但仍不够自

信。”对此，我们要引以为鉴。

四是“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有感染力。主

要指“中国表述”。具体来说，指在阐述、表述中国实

践、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的时候，在传播中

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时候，在与世界对话

时，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不仅能

“讲”，而且要“讲”得受听。这不仅要求继承且坚持

我们已经拥有的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也要

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如摒弃权力

傲慢式的话语言说方式，坚持政治、学理和大众有机

统一的言说方式，注重具体实证、可感知以及人性化

的话语言说方式等。有坚实的话语基础和科学的话

语体系，也具有坚定的话语自信，若缺乏行之有效的

话语（言说）方式，也会影响拥有话语权的。

五是“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有影响。中国实

践、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历史、中国文

化、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话语等，都需要通过传

播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具有快速广泛有效的传

播能力，是否能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真正本

质、实质和核心，也直接影响着是否能拥有话语权。

六是“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有主导权。这种主

导权既包括合理确定标准和定义对象的解释力、与其

他话语体系平等对话的对话权，也包括被世界认同的

影响力。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为了

支配、压制其他话语体系，而是“有权力能平等言说且

被倾听、有影响。”通俗来说，就是既有发言权，又有说

服力、影响力。这是赢得话语权的最高衡量标准。

以上所讲的有底气、有思想、有自信、有感染力、

有影响和有主导权六个要素，是紧密相关、层层递

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缺少哪一个要素，都会

影响中国话语权。

三三、、坚信思想的力量坚信思想的力量，，基于中国道路基于中国道路、、中中

国理论国理论、、中国制度重建国家中国制度重建国家、、民族民族、、人民自人民自

信信，，主动赢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主动赢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与国情不同，不同国

家必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使西方各个发达国

家，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应破除对单一

发展道路的迷信，坚持走自己的路。

30多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道路是合理而正确的，它促进

了中国成功。从哲学上讲，其成功或奇迹，就在于我

们坚持并注重“一主三基”的哲学思想或“定位定标

定法”的思维方法。“三个没有变”鲜明表达了当今我

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

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

没有变。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定位”。

“三个没有变”的历史定位，要求我国必须把大力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首要根本任务，即看作是最“主要”的，简称“一主”。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根本任

务或目标的“定标”。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一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从“三个基本”

方面入手寻求方法：一是注重发挥好政府力量，使政

府有效动员、组织和集中社会力量和资源办大事；二

是注重发挥市场力量，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涌流，让

一切创新能力迸发，让一切生产要素为创造社会物

质财富作出贡献；三是积极发挥社会或民众力量，使

广大人民群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这“三种基本力量”即“三基”，可谓是“定法”。

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具有独特优势，因而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

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

义一般原则，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汲取了西

方文化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又汲取了中国历史、文

化、传统的积极营养。它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具有

实践基础，不浮漂；它坚持“一元主导”的根本政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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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具有正确导向，不改旗；它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进程中存在且必然遇到的基本矛盾关系双方

的结合，具有可持续性，不摇摆；它注重“自主创新”，

具有动力作用，不懈怠；它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

一，具有政治智慧，不僵化；它注重围绕解决社会主

要矛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具有战略

定力，不折腾；它注重定标定向定心，具有凝聚人心

作用，不动摇。

基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重

建国家自信、民族自信、人民自信，主动赢得并掌握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权，唱响中国声音。第

一，要做强“中国实力”，进一步打牢中国话语权的坚

实根基。要继续走中国道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把我国各个方面做强，充分显示中国道路之中国力

量。第二，要研究掌握“中国理论”，凝练提升中国话

语的新概念、新体系、新表述，突出中国话语之思想的

力量。知识分子是确立中国话语权的一支主力军。

我们既要充分凝聚并发挥好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大众

的力量，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阐

释和大众化阐释；又要注重思想的力量。不相信思想

的力量，何谈中国话语权？当今，有些西方政要鼓吹

这样论调，认为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不会出口思想

家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境下，西方一些国家向我国积

极输送他们的价值观、思想观念，一些西方社会思潮

也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当今我国处在一个

需要思想、需要精神、需要文化的时代，需要运用思

想、理论引领社会实践发展的时代，需要思想家的时

代。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刻离不开理论思

维。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要站在世界高峰，一刻

也离不开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到了该提升民族理

论思维水平并唱响中国思想的时候了。一个国家不

仅要靠物质力量征服世界，也要靠思想力量征服世

界。我们不仅要建设物质中国、法治中国、文化中国、

和谐中国和美丽中国，也要建设思想中国。第三，坚

定“中国自信”，重塑国家、民族、人民的自信心，使中

国话语权充满自信。不仅要从过去中国几千年的文

明延续性和生命力中寻求话语自信，也要从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坚定话语自信，

还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的实践

中获得话语自信。第四，完善“中国话语”，调整中国

话语方式，寻求获得中国话语权的言说方式。要由一

味注重政治宣传的话语言说方式转向注重政治、学

理、大众相统一的话语言说方式，由疏离人的心灵的

话语言说方式转向具有人性化的话语言说方式，由一

味注重宏大叙事的话语言说方式转向也注重具体且

可感知的话语言说方式，由“权力傲慢”的生硬式的话

语言说方式转向注重平等对话交流式的话语言说方

式。第五，注重“中国传播”，为赢得中国话语权提供

现代传播技术手段。这既要求我们把抽象难懂的理

论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可感知的“形象”，也要运用各种

现代传媒和各种方式，有效传播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话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

事。第六，积极赢得并掌握“中国话语权”。既不能使

西方垄断话语权，做西方话语的附庸，也不压制西方

的话语，而是拥有与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话语权，让

中国正能量话语影响世界。

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今天，理

论界围绕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以及基本原则、基本思路、科学内涵等问

题，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而科学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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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要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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