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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出现的具有西方“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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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违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潮性

化性质 ,而且也是可否肩负起为新世纪中国社会

现象 ,在文化立场和人文价值的层面上作出有理

的发展进步提供精神智慧方面的驱动和支持的

论力度的学术批判 。其次 , 应认识到在研究中坚

历史使命之关键所在 。因此 , 在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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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 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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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新来营造一种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文件精神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将中国先进文化的

方向”
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智慧之间具有内在的统

前进方向与新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价值取

一性 。同时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也是执政党为

向作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时代意义的理论

了国家发展进步和民族自强的利益而掌握文化

问题加以思考 ,以便从学术思想的层面认识到 :11

领导权 、
学术话语权 , 对文学理论研究所应该提

学习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新世

出的合乎历史理性的一种价值诉求 。

纪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与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重

在当前世界文化形态 、
价值趋向日益多样化

大指导意义 ;21“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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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下 ,我们要强调坚守文化阵地的历史使命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在指导思想选择和精神

意识 。因此 ,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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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 努力融入时代新义的精

程中应如何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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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促进新世纪中

的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在具体的学术活动

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进步 , 以为中华民

中才能使自己的思想立场 、
思维路向以及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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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观点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一
致。
在当前文学理论批评中代表各种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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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的观点相互冲撞的情形下 ,我们需要大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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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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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中央精神 繁荣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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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长期的和艰巨的努力 。

献 。根据二十多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实践 , 我深
切地体会到 ,这个文件对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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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重要性的深刻论述 ,它所提出的今后应当
采取的指导方针 , 完全符合实际 。民主 、
法治与
人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 ,也是社会主义
的应有之义 。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 在政治与
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 ,我们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

实施理论创新工程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路 ,这同理论上认识上的失误是密切相关的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

金

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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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的正确 。同
时 ,这也同法学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勇于探索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创新是关键 。实施

分不开 。有许多理论问题曾经过长期争论 , 正确

理论创新工程 , 使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的观点才最终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与认可 , 并被

必将大大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步伐 。1998

中央所采纳 。法治与人权问题就是其中两个很

年夏天 ,我与几位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怀抱繁

典型很突出的事例 。自 1979 年法治与人治问题

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
振兴民族复兴的真诚愿

三大派对立观点开始激烈论争 , 到 1999 年“依法

望 ,在认真研讨的基础上 , 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

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和

科学院实施《理论创新工程》的建议 。我们在建

奋斗目标被写进宪法 , 整整经历了 20 年 。80 年

议中 ,设计了“一项工程 、
两重目标 、
三大任务 、
六

代 ,不少人曾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到

项重点”的基本框架 , 论证了理论创新紧迫性的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

八个方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理论创新工

自己的纲领性文件 , 现在中共中央又建议将“国

程》
任务的优势和可能性 , 以及实施理论创新的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 ,这是学者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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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组织形式等重要内容 。可惜的是 , 这些建

政工作人员之间不断论争 、
切磋 、
探索的结果 。

议没有被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因此失去了一

它充分显示了我国一批学者的勇气与才智 , 也充

次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分表现出了中央领导的睿智与开明 。

的良好机遇 。

要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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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关键是要真正尊重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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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提出“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律 ,努力营造宽松与活跃的学术环境 , 允许不同

创新体系”, 不仅仅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

学派与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 , 倡导学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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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 ,而且也是我们适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

科体系与科研方法的理论创新 。为此 , 这次中央

全球化的新趋势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加快推进

提出了一整套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针 ,其内容之丰富 、
见解之深刻 、
观点之新颖 、
思

局面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

想之开明 ,实为前所未有 。它既是以往经验的总

会都强调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毫无疑问 ,

结 ,又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 需要广大

这一任务的实现 ,要求加快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

理论工作者 、
各级党政机关 、
尤其是主管意识形

步伐 ,优化创新机制 , 提升创新能力 。但是 , 国家

态的部门各级领导的认真领会与贯彻执行 。应

创新体系建设的艰巨任务光靠自然科学和技术

当看到 ,阻碍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

界的努力还是不够的 。事实上 , 中国科学院在实

僵化思想 、
陈旧框框 、
落后习惯 , 并不是很容易就

施知识创新工程一开始 ,中央领导人就指出 “科
,

能克服与消除的 。这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

学院提出了一些设想”“
, 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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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 The prosperity and power of a na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developed natural sciences but also
on the developed social sciences , not only on the well building of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but on the good construc2
tion of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aspects is just like that be2
tween“substance”and “refinement ”the sage had said. “ If raw substance dominates refinement , you will be
coarse. If refinement dominates raw substance , you will be clerical . When refinement and raw qualities are well
blended , you will be a Superior Man. ”Only there are the two aspects will it be perfect . It is just as what the sage
had said ,“Refinement is substance ; substance is refinement !”Refinement and substance are outside and inside of
another ,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and being the same important and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are like the two wheels of a cycle and the two wings of a bird , which are promoting the devel2
opment of the modern society. Because of 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especially along with the 20
- odd year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our nation‘s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ir
realized form - material civilization have obtained immense achievements , which necessarily request the social sci2
ences and their realized - form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lso to obtain outstanding achieve2
ments. In the half year of 2001 , comrade Jiang Zemin stressed for three times to flourish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
important speeches. On the May 5th , 2004 ,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ulgated
the“Propos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More Flourish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hich embodied the above request and 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our nation‘s social sciences to
gain a greater development . In order to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Proposal we invite some experts and tutors
of PhD to write some essays on this issue to cater th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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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more than one fifth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 the grow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is in favor of relaxing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poverty , optimizing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tabilizing the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 which itself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mankind. Meanwhile ,
China‘s economic growing up direc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economy and becomes th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romo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rough providing contributions of market ,
profit , transforming structure , cost and capital . In addition , China has broken through many traditional doctrine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ing though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economic system , opening up policy and develop2
ing strategy , whose mod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