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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艳蕾

揖内容提要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学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展

开了多方面探讨, 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特点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预测性研究三大类。 整体来看, 研究

成果丰硕, 立意多样鲜明, 但也存在观点之间的矛盾分歧和理论缺陷, 在阶段性研究、 整体性研究

和预测性研究三方面均存在深化研究的突破点。
揖关键词铱 改革开放 40 年摇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摇 话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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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历来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 意识形态话语也随

之做出调整, 彰显出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导向和工作重心。 不少学者对此进行学术研究, 他们

以发展的视角,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展开了多方面探讨, 尤其在 2010 年后出现

了一波研究高潮。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 对这类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梳理, 有助于把握我国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现状, 并从理论上发现问题, 找到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突破点。

一、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

有不少学者尝试从 “话语表述冶 的角度,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分阶段

研究, 产生了 “二阶段论冶 “三阶段论冶 “五阶段论冶 三种主要的观点, 其中又以 “二阶段论冶 占

多数。
1. “二阶段论冶
持 “二阶段论冶 的学者以不同的年份为界, 从两个阶段来提炼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话语。 例如, 有学者以 2009 年为界, 将 1978—2009 年和 2009 年以来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

语分别表述为 “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冶 和 “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冶, 前一阶

段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 后一阶段正式步入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的 “后改革冶 时代淤。 还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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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样以 2009 年为界, 将前后两个阶段概括为 “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冶 和 “以建成小

康社会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冶, 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后一阶段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

体性和协同性淤。 有学者以 1984 年为界, 认为 1984 年以前是 “党的经济改革话语的生成冶 阶段,
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受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 “文化大革命冶 结束的国内背景的双重影响而

形成; 1984 年以后是 “党的经济改革话语的演变冶 阶段, 以经济改革话语为核心, 根据我国具体国

情的不断变化而进行话语各方面的创新演化于。 另有学者以 1992 年为界, 指出 “共同富裕导向冶 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冶 分别是前后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总纲。 前一阶段, 邓小平揭示

了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冶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 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根本愿

望, 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科学归位; 后一阶段, 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等概念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词, 成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 武装人们头脑的重要

的思想武器, 而这些思想都被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冶 之中盂。 还有学者以 2001 年为

界, 认为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以 “建设冶 为核心, 这是随着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冶 思想路

线的确立, 邓小平在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冶 反复思考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后

一阶段则以 “全面发展冶 为核心话语, 是我党在 “以人为本冶 的话语群、 “全面协调可持续冶 的话

语群、 “统筹兼顾冶 的话语群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榆。 可见, 即使都持 “二阶段论冶 观点, 不同学

者在年限的划分以及前后两个阶段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提炼概括上也各有差异。
2. “三阶段论冶 与 “五阶段论冶
持 “三阶段论冶 的学者认为, “实践标准论冶 “初级阶段论冶 和 “三个代表论冶 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核心话语。 “实践标准论冶 是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一

个阶段, 即用实践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 以此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基础; “初级阶段论冶 是意识

形态创新的第二个阶段, 它强调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性, 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系统在逻辑上的自圆其说; “三个代表论冶 是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三个阶段, 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法理根据虞。 而持 “五阶段论冶 的学者做了更为细致

的划分和概括: 1978—1983 年为拨乱反正期, 以 “恢复马列主义教育冶 “开展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

育冶 “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冶 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重点表达内容; 1983—1989 年为曲折前进期, 以

“马列主义理论冶 “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冶 “形势与政策冶 “品德和纪律冶 “法律基础冶 “四项基本原

则冶 教育为重点表达内容; 1989—1999 年为健康发展期, 以 “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教育冶 “德育教

育冶 以及 “邓小平理论教育冶 为重点表达内容; 1999—2012 年为全面建设期, 以 “公民道德教育冶
“心理健康教育冶 “ ‘三个代表爷 重要思想教育冶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冶 为重点表达内容; 2012 年

至今为创新发展期, 以 “中国梦主题教育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冶 “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爷
宣传教育冶 为重点表达内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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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点的整体性研究

部分学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个整体, 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话语进行

对比研究。 此类学者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从 “革命冶 到 “改革冶 的话语理念变

迁, 尽管如此, 作者认为 “改革冶 与 “革命冶 不是截然对立的, 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历史连

续性, “改革冶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革命冶淤。 有的则主张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经历

了从 “革命冶 话语向 “执政冶 话语的转型, 这种转型是中国共产党利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源为执政

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历史合法性证明于。 另有学者认为, 从发展重心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呈

现出从 “革命冶 到 “发展冶 的变迁, 这表明在工作中心由 “以阶级斗争为纲冶 向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冶 转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话语也开始发生变化盂。 还有学者指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念

并非经历一次转型, 而是从 “阶级斗争冶 到 “经济增长冶 再到 “全面发展冶 的转变。 这位学者认

为,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被提高到了一切工作中心的位置, 但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

同时, 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物质统治对人的本质的掩盖等问题, “发展冶 话语正是在此

背景下逐渐凸显榆。 总体来看,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以 “革命冶 话语较为多见, 而

改革开放后则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2. 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制性色彩逐渐淡化, 尊重民意的话语表达特征渐

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意识形态话语在叙事语态上发生较大的变化, 那种 “拽大词冶 “排比式冶
“讲空话冶 的高调文体语言正在逐渐被简单明晰、 言简意赅的大众话语所取代; 同时, 当前话语方

式的 “流行语冶 特征渐显,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由宏大叙事转向人们的世

俗生活虞。 有的学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指出, 意识形态话语渠道正在由单向向多向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大学生除了通过课堂和电视、 报纸、 广播等传统的传播

渠道进行交流外, 更多会选择新媒体 (如网站、 微信、 贴吧、 微博、 QQ 通讯工具等) 话语渠道来

进行实时沟通交流愚。 有的学者认为, 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 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不再通过强制型、 单向度、 简单化、 片面化、 形式化、 批判性的方式, 如开会、 发文、 群众运动等

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 而是转向以透彻说理、 平等协商讨论的方式, 去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舆。
但另有学者主张, 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已从显性走向隐形再回归显性, 认为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确立以后, 姓 “资冶 姓 “社冶 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被取代, 经济建设

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党的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加被淡化, 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 尤其是党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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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回归显性化淤。 总

体来看, 学者普遍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开始从国家层面走向大众生活, 意识形态话

语的宣传方式和渠道也从单一转向多元。
3. 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呈现出从封闭、 单一逐渐走向开放、 多元的特点, 认为改革开放

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下关注政权的夺取和维护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再到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协同发展的变化, 从对西式价值的完全否定到吸

收其合理成分以丰富自身话语体系的转变于。 而在高校, 话语内容的主流与多样性同在, 即马克思

主义成为校园主流话语的同时, 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也渗透校园, 多样化价值观话语弥漫校

园, 大众文化中粗俗、 低劣的话语内容也一度受到追捧盂。 学者普遍认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体系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后更趋多样, 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 这些观点符合我国全

面深化改革的事实。

三、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预测性研究

对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 学者们也展开了各种预测分析, 提出了若干进行完

善的路径, 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1.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重新聚焦

意识形态话语建设首先需要确立核心理念。 有的学者主张, 未来应形成一整套 “以公正为中心

重构的改革创新话语体系冶,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基础应该是 “公正冶, 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一

个 “公正价值冶 和 “公正制度冶 的社会榆。 有的则主张, 以 “中国特色冶 这一价值取向作为中国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 “向西方文明回归冶, 而是社会主义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 “中国特色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物质

基础, 总体上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虞。 另有学者认为, 应坚持使用 “经济改

革冶 话语, 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改革话语又要有所区分, 突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话语、 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平衡话语、 经济文化中的生态话语、 经济环境中的开放话语、 经济成果中的共享话语以

及经济机制中的法治话语愚。 可见,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重新聚焦和定位,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

相对统一的观点, 值得进一步探讨。
2.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套话语系统, 是对话语理念的展开。 有的学者主张, 以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冶 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地位, 因为该体系高度提炼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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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核心理念, 而且体系完整, 内涵科学, 逻辑严谨, 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淤。 有的则

建议以 “四个全面冶 来构建话语体系,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引导、 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先

导、 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诉求、 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资源以及全球化参与的共识构建于。 但不论建

立一套什么样的话语系统, 学者普遍认为,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进行话语创新盂。

3.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目标领域的重新定位

一般而言, 意识形态话语的目标领域可分成国家政治生活和大众日常生活两个层面。 在重新定

位未来目标领域方面, 大部分学者似乎都倾向于后者。 例如有学者主张, 意识形态话语应关注生活

世界, 增强话语解惑力和吸引力榆。 有学者强调了意识形态话语几个方面的转换, 即立足生活世界,
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 依靠社会主体, 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融注情感要素, 从说事

话语向情感话语转换虞。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 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中要处理好政治话语、 学术话

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愚。 另有学者主张, 通过文本叙事与生活叙事、 精英叙事与大众叙事、 线性叙

事与非线性叙事、 政治叙事与情感叙事等具体叙事方式间的互动和有效转换, 来实现宏大叙事和细

小叙事的兼济互补和有机结合, 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和提升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和话语功能, 有效

回应社会的转型诉求舆。 学者普遍认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要回归大众日常生活, 即要使意识

形态话语更 “接地气冶。
4.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空维度的双重转化

时间与空间是未来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两个重要维度。 在时间维度方面, 学者大多主张保持意

识形态话语的有效继承和创新发展, 例如要把握时代精神, 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换余; 要不断

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 实现意识形态对话由单向传播转向平等交互, 利用网络传播媒

体, 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空间俞。 另外, 还有学者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意识形态话

语中存在的缺陷做了具体的批判性分析, 指出有两个说法需特别加以警惕: 一是把党领导的改革开

放片面归结为排除 “左冶 的干扰, 断言所谓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 ‘左爷 的干扰的过程冶;
另一说法就是今天在关于 “斯大林模式冶 “苏联模式冶 问题的讨论上, 有一个被一些人一直视为至

宝的假命题, 即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 ‘斯大林模式爷、 ‘苏联模式爷 的根本突破冶訛輥輮。 在空间维度

上, 学者大多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开放性与对话性, 认为要增强对话意识, 以开放、
包容、 自信的姿态提高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訛輥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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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的几点建议

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学者分别从横向与纵向、 静态与动态、 历史与

现实等多个维度展开了分析研究,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是从理论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一种概括总结, 但在梳理这些成果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了若干理

论缺陷和漏洞, 抑或成为今后学界加强这方面研究的突破口。
1. 阶段性研究: 注重互斥, 不忘延承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中, 不论是主张 “二阶段论冶 “三阶段论冶 还是

“五阶段论冶, 学者的阶段划分各有理据, 这里不做评价, 但学者对各阶段意识形态话语的提炼表述

还需进一步商榷。 例如, 持 “二阶段论冶 的学者中, 有的将前后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分别表述

为 “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冶 和 “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冶, 从逻辑上看, 后一

阶段有否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冶 的嫌疑, 并且这里的 “社会冶 一词界定模糊, 应从 “小社会冶 还

是 “大社会冶 的层面去理解, 作者并未作清晰阐述。 有的学者将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为

“共同富裕导向冶 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冶, 难道 “共同富裕冶 不应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奋斗目标吗? 还有学者表述为以 “建设冶 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以 “全面发展冶 为核心的意

识形态话语两个阶段, 同样, 作者并未理清 “建设冶 与 “全面发展冶 的关系, 理论上前者可以涵盖

后者。 持 “三阶段论冶 的学者, 将第三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为 “三个代表论冶, 显然在 “科
学发展观冶 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冶 已经提出的今天, 这种表述还缺乏延展性和

包容性。 持 “五阶段论冶 的学者, 划分较细, 但对五个阶段话语的表述也存在不足, 比如将 “艰苦

奋斗、 勤俭节约冶 作为第五阶段的重点话语, 显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
因此,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这块领域, 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话语提炼

概括不当, 没有很好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互斥性和延承性关系。 相对来

说, 笔者认为,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为 “经济改革话语的生成冶 和 “经济

改革话语的演变冶 两个阶段, 是比较合理的。
2. 整体性研究: 抓准核心, 辐射全局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点的整体性研究, 不论是对话语理念的特点、 话语宣传方式的特

点, 还是话语体系的特点, 学者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但也存在矛盾和分歧。 例如, 关于意识形态话

语理念的特点, 既有主张从 “革命冶 话语向 “改革冶 话语变迁的观点, 也有主张向 “执政冶 话语或

“发展冶 话语转型的观点。 不论何种主张, 我们都应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也是执

政党,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追求改革和发展的政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那样, 要把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共产党人必须保持革命精神、 革命斗志, 勇

于进行自我革命。 再如,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的特点, 学者普遍认为, 要从宏大叙事转向大

众生活, 但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正在淡化, 而也有学者主张回归显性, 这

里也存在矛盾。 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究竟在淡化还是显性化? 这需要进一步回答, 何谓话语的意识

形态属性? 意识形态属性强是否意味着强制性色彩浓厚? 当意识形态话语走向大众生活, 是否意味

着话语本身意识形态属性的弱化? 意识形态话语又可否成为 “流行语冶? 另外,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

体系的特点, “多样性冶 “多元化冶 是学者的共识,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究竟是意识

形态话语内容出现了多样性, 还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话语出现了多样性? 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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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话语和非意识形态话语做出区分?
整体性研究需要一种宏观的大局视野, 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话语

向多元化和大众化发展, 人们较难从整体上去把握这个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最核心的内容, 以及正确

地辨识意识形态话语和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
3. 预测性研究: 把握当下, 各个突破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预测性研究, 学者从话语理念、 话语体系、 话语目标和话

语时空四个方面都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但也出现了观点之间的矛盾。 例如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理念, 不

同的学者分别提出向 “公正冶 “发展冶 “经济改革冶 等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聚焦。 在这里, “发展冶 理念

不妥, 因为改革开放初我们就强调 “发展冶; “经济改革冶 的表述不准确, 至少应表述为 “经济体制改

革冶, 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任务, 不能偏离, 这是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 “不充分发展冶 问题

的必然要求; “公正冶 似乎也不可缺少, 因为这是缩小贫富差距, 也是解决 “不平衡发展冶 问题的要

求。 鉴于此, 未来比较合适的意识形态话语核心理念可以表述为 “以公正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冶。 关

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学者一致认为, 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或是以核心价值观进行构建, 或是以

“四个全面冶 加以完善。 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指导话语体系的建设? 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 观点、 方法贯穿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 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哪些缺陷? 又应如何改

进?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目标领域, 学者基本主张以大众生活为定位, 这里也存在观点矛盾: 有的主张

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 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言外之意, 只要大众话语和生活话语); 有

的主张处理好政治话语、 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 (言外之意, 这三种话语都需要), 那么, 究竟只

要大众话语, 还是兼顾大众话语、 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 如果兼顾, 这三种话语的边界是什么? 此外,
现有文献中还出现了 “情感话语冶 “情感叙事冶 等范畴, 那什么是情感话语? 与大众话语、 生活话语

是何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时空维度, 坚持继承与创新、 开放与对话, 这是学者的共识。 但具体

在哪些方面、 哪些领域应该继承以及如何继承, 哪些方面、 哪些维度可以创新以及如何创新, 如何提

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对话能力等问题, 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正反经验的对比研究也比较匮

乏, 对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具体研究也相对稀缺。
预测性研究需要有前瞻性眼光, 既不脱离当下, 又能超越当下。 目前这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对当下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把握不准, 分析不足, 研究不透, 导致提出的建设路径比较空泛, 缺

乏针对性。 为此, 我们更需要抓住一些中观或微观的问题展开研究, 逐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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