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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为全面审视马克思著作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与

热点变化, 以 CSSCI 收录的引用马克思著作的 29617 篇论文为研究对象, 使用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

谱等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等马克思著作对我国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巨大, 被引频次极高, 相关成果主要分布在哲学、 经济学、 政治学等学科, 中

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是研究重镇。 通过 CiteSpace 构建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直观地

呈现出我国近 20 年来马克思著作影响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点和时代变化。

揖关键词铱 马克思著作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摇 CSSCI摇 知识图谱摇 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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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研究员 (江苏南京摇 210093)。

马克思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经典, 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巨大, 我国每年发表

数量庞大的引用马克思著作的学术论文正是其表现之一, 而在学术研究中引用马克思著作也是有效

地避免 “天马行空地 ‘制造爷 出一个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爷冶淤 现象出现的重要途径。 为了

考察马克思著作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及其研究现状, 本文选择以国内重要的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评价体系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冶 (CSSCI) 收录的引用马克思著作 (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

合著) 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CSSCI 数据库自 1998 年收录论文至 2016 年, 共收录论文 120
余万篇, 因此基于 CSSCI 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兼具质与量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由于受技术条件限制, 主要仍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回顾总结相关研究, 但是传统文献综述只能涵

盖研究者主观选择的少数成果, 而缺少必要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随着文献计量学、 知识图谱等大数

据处理技术的出现, 以及近年来 “数字人文冶 的兴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研究方式在大数据

处理方面的不足。 人文学者也在尝试着不断转换研究视角和方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出现

了基于数据分析的计量研究, 如刘顺于、 张凯盂、 王永斌榆等学者的成果。 但在马克思著作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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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研究方面, 由于缺少具有马克思主义专业水平和大数据处理能力的研究团队, 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如赵立等人基于 CSSCI 数据仅分析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的学术影响力淤; 韩子睿基于 CSSCI 数
据考察了图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影响力于。 然而这些成果都没有深入到具体著作, 本文则

细化到马克思具体著作层面, 使用文献计量学与 CiteSpace 建构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从而全面

直观地展现马克思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及其相关研究现状与热点。

一、 研究数据的获取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直接来源于 CSSCI 数据库, 并按照计量统计与可视化的格式要求进行了筛选。 面

对 120 余万篇的庞大数据量, 选取适当的角度尤为重要, 经过综合考量本文选择以引用马克思著作

的论文为中心进行分析。 然而从引文中检索马克思著作并不简单,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基本都是按写作顺序合集出版, 仅有少量单行本行世, 所以从引文数据中精准

地筛选出马克思著作是第一要务, 首先要把马克思著作从马克思恩格斯合集中剥离出来。 目前国内

马克思恩格斯合集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以下简称 《全集》), 包含第 1 版

全 50 卷和第 2 版已出 30 余卷;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以下简称 《选集》), 包含 1972 年、
1995 年、 2012 年三个版本共 12 卷;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以下简称 《文集》), 2009 年出版

全 10 卷; (4) 各类主题汇编合集, 更加复杂、 涉及作者更多, 如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 《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等。 为此我们制作了以三大合集六个版本为主的 “马克思著作检

索目录表冶, 以此进行引文检索最终确定所需论文, 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 引文明确标注为马克思

著作的论文, 含单行本、 标注出具体篇目的合集等则直接统计。 第二, 引文以合集形式出现, 并明

确标注卷数、 出版年份、 页码等完整信息的论文, 如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2009 年, 第 610 页冶, 对照 “目录表冶 进行检索定位, 就可以确定为马克思的 《中国革命和

欧洲革命》。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共筛选出引用马克思著作 84947 次的 29617 篇论文。 第三, 引文为合

集, 且卷数、 出版年份等信息完整, 由于期刊标准不同, 对于页码标注于文内或没有标注页码的论

文, 如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冶, 这种情况若要判断作者和篇

目, 只有深入到正文进行人工确认, 此类数据共涉及引用合集 40615 次的 14055 篇论文。 第四, 引

文为合集, 但卷数、 年份、 页码等皆不完整的论文, 如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冶 或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冶 等, 这类数据即使深入正文也很难完全确定引文的作者归

属, 该部分数据涉及引用合集 30685 次的 15193 篇论文。 以上四步共检索到引用频次高达 15郾 5 万余

次的 58865 篇论文, 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准确性, 本文最终以确定引用马克思著作的 29617 篇论文

为研究对象, 同时对标注信息完整的合集进行必要分析。
应用 SQL Server、 Python、 CiteSpace、 Excel 等软件, 实现以上数据的筛选、 确认和分析, 在完

成相关数据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 以下就马克思著作与合集的被引频次、 引用

马克思著作的论文信息、 相关研究现状与热点等三方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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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著作与合集的被引频次分析

目前国内马克思著作编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本文有关马克思著作的篇目皆来自中央编译局

权威译本, 同时兼顾各种著作类型, 仅对同一著作不同译名的情况进行合并, 其他著作即使不同版

本编译有所变动一仍旧貌, 以展现马克思著作编译的历史过程。 统计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马克思著作

在我国的学术影响力, 以及考察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
除考察马克思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外,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合集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还

统计了要素完整的合集信息, 以期更加全面正确地认识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地位。
1. 马克思著作的被引频次分析

通过对论文引文数据的检索, 共获得 29617 篇论文引用马克思著作 84947 次, 现列出被引频次

100 以上的 55 种马克思著作进行分析, 详见表 1。 另需指出以下两种合并情况: (1) 著作名称由于

时代不同译名前后有变动, 则遵从新译原则进行合并, 如 《 掖科隆日报业 第 179 号的社论》 在第 1
版 《全集》 第 1 卷中则译作 《第 179 号 掖科伦日报业 社论》 等。 (2) 节选著作与完整著作合并,
如 《选集》 《文集》 中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 和 《哲学的贫困 (节选)》, 即直接并入全

本; 摘译作品经过确认亦并入来源文献, 如被引频次较高的 《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即摘译

自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因此统计中就将前者并入后者。

表 1摇 被引频次 100 以上的马克思著作分布

篇目 频次 篇目 频次

《资本论》 第 1 卷 14706 《巴枯宁 掖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业 一书摘要》 281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9328 《雇佣劳动与资本》 276

《资本论》 第 3 卷 7405 《评阿·瓦格纳的 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业》 248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6360 《给 掖祖国纪事业 杂志编辑部的信》 229

《德意志意识形态》 5876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221

《共产党宣言》 3952 《工资、 价格和利润》 220

《剩余价值理论》 ( 《资本论》 第 4 卷) 3350 《 掖科隆日报业 第 179 号的社论》 220

《资本论》 第 2 卷 2651 《路易斯·亨·摩尔根 掖古代社会业 一书摘要》 206

《致帕·瓦·安年科夫 (12 月 28 日)》 2092 《在 掖人民报业 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19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603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93

《 掖政治经济学批判业 序言》 1411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91

《 掖政治经济学批判业 导言》 1356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189

《哥达纲领批判》 1238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168

《神圣家族》 1162 《詹姆斯·穆勒 掖政治经济学原理业 一书摘要》 159

《 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 导言》 1158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58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1155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56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1094 《关于波兰的演说》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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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868
《给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

等人的通告信》
14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 827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41

《哲学的贫困》 814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13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638 《集权问题》 135

《法兰西内战》 570 《摘自 掖德法年鉴业 的书信》 133

《致约·魏德迈 (9 月 11 日)》 531 《致约·魏德迈 (3 月 5 日)》 131

《政治经济学批判》 484
《约·格·埃卡留斯的 掖伦敦的缝纫业, 或大小

资本的斗争业 一文的编者按语》
116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

的差别》
436 《致恩格斯 (4 月 16 日)》 111

《论犹太人问题》 417 《爱之书 (第 1 部)》 101

《致弗·波尔特 (11 月 23 日)》 322 《爱之书 (第 2 部)》 100

《致阿·卢格 (11 月 30 日)》 295 - -

表 1 所列著作可以看作对我国学术研究最有影响力的 55 种马克思著作, 尤其是被引频次超高的

《资本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等。 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很长, 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 《青年

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爱之书》, 到晚年有关 《古代社会》 的摘录, 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人生各阶段

的重要著作, 不过很明显, 其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更受重视。 以上著作还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进行

分析: 第一, 从作者角度来看, 大多为马克思独著,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少数几部, 代表作如 《德
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 等。 第二, 从被引频次来看, 《资本论》 第 1 卷位居单部 (篇) 首

位, 而四卷合计更是高达 28112 次, 占总被引频次的 33% , 足见 《资本论》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地位

及其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表 1 显示, 被引千次以上的 17 种著作合计频次

65897 次, 占总被引的 77郾 5% , 这一方面说明高被引的著作是公认的最为重要的马克思著作, 值得

学术界不断反复研究; 但另一方面, 也表明学术界对于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和引用过于集中, 缺乏整

体性全方位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学术氛围, 而无法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 从著作

类型来看, 据考证马克思文献遗产大致分为六类: (1) 生前出版的著作、 论文和评论, (2) 手稿,
(3) 摘录, (4) 书信, (5) 文件, (6) 藏书淤。 表 1 除藏书外, 其他五类皆有一定数量, 分别来

看: 第一类数量最多, 说明经过马克思本人定稿的著作最具权威性, 而马克思生前出版的数量最多

的发表于各类报纸杂志上的评论, 如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 《评普鲁士最近的

书报检查令》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等, 由于针对性时效性较强, 尽管有所引用但总体数量和被

引频次都不高。 第二类手稿虽然没有在马克思生前出版, 却往往是马克思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部

分, 非常重要, 除几种直接以 “手稿冶 命名的著作外, 《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 《资本论》 的第 2、
3、 4 卷都属于手稿类型。 第三类摘录虽不是系统专著, 但作为马克思构建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一, 不

仅体现了马克思对摘录文本的理解, 也表现了他关注主题的变化, 从早年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

记》, 到晚年对 《古代社会》 的摘录, 体现了马克思具有开拓精神的学术品格。 第四类书信也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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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致帕·瓦·安年科夫 (12 月 28 日)》 甚至进入前 10 名, 被引频次超过

许多学术专著; 书信单篇体量确实很难被称为著作, 但是不能一概而论, 不仅个别书信影响巨大,
而且它们的总量极大不容忽视, 据考证统计目前已知的马克思书信约为 3099 封淤, 可见被我国学术

界关注到的仅是书信宝库的冰山一角。 文件与藏书由于比较特殊未受较多关注, 也在情理之中。 第

四, 从著作研究主题来看, 哲学、 经济学、 政治学等研究领域涉及的文献最多。
2. 合集的被引频次分析

除引文可以检索出作者归属的合集外, 合集被引时没有标注页码, 但卷数、 年份信息完整的被

引频次也很高, 被引总量达到 40615 次。 其中必然涉及大量马克思著作, 因此以下列出被引频次

100 以上的合集进行分析, 也是对上文的必要补充, 详见表 2。 需要指出: 《资本论》 于 《全集》
《文集》 中皆占整卷, 如第 1 版 《全集》 第 23 卷、 《文集》 第 5 卷, 皆为 《资本论》 第 1 卷等, 因

此凡称引 《资本论》 相关合集分卷者, 则归并入表 1 不在这里统计。

表 2摇 被引频次 100 以上的马恩合集分布

篇目 频次 篇目 频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1995 年版 74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2012 年版 3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1995 年版 309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 2009 年版 3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1995 年版 28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0 卷, 第 1 版 30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1995 年版 21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 2009 年版 3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第 1 版 19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 第 1 版 2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第 1 版 19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4 卷, 2009 年版 2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第 1 版 18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 2009 年版 2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2009 年版 15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 第 1 版 2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1972 年版 15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 第 1 版 2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 第 1 版 12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 第 1 版 1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第 2 版 9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6 卷, 第 1 版 1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1972 年版 8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7 卷, 第 1 版 1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第 2 版 8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2 卷, 第 1 版 1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 第 2 版 7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6 卷, 第 1 版 1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1972 年版 7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2012 年版 1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1972 年版 7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9 卷, 第 1 版 1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2009 年版 7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7 卷, 第 1 版 1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 第 1 版 68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2012 年版 1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第 1 版 6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 第 1 版 1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2009 年版 5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6 卷, 第 1 版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第 1 版 4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 第 1 版 1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 2009 年版 4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2012 年版 10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 2009 年版 3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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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由表 2 可见, 《选集》 的被引频次非常高, 1995 年版 《选集》 四卷以超高被引遥遥领先于其他

合集, 分列前四位。 从合集引用总量上看, 三个版本的 《选集》 共被引 20137 次, 占总引用量的

50% , 若再加上具有选集性质的 《文集》, 占比将达到 60%以上。 两版 《全集》 80 余卷合计引用占

比尚不足 40% , 与其庞大的体量不成正比。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 《全集》 引用

量通过检索已归并入表 1, 但是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 《选集》 《文集》; 其二, 《全集》 作为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的集大成, 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但因为其体量过于庞大, 内容过于丰富,
如 1976 年编辑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 (1—39 卷)》 即多达 733 页, 除特别专业的马克思

主义学者外, 一般研究者检索所需文献都存在一定困难。 而 《选集》 《文集》 就弥补了 《全集》 体

量庞大造成的缺憾, 尤其是 《选集》 不仅体量适中, 而且内容丰富又集中, 不仅便于研究检索, 而

且学者也可自备, 可以说 《选集》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也提示

我们在出版编译 《全集》 以至 《马藏》, 为马克思主义贡献权威巨作之时, 还应兼顾单行本、 选集

以及主题汇编的编辑出版, 为更广泛意义的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普及奠定文

本基础。

三、 引用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基本信息分析

下文以引用马克思著作的 29617 篇论文为中心, 管窥马克思著作影响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以期为学术界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 论文的年度与基金项目分布

从论文年度数量分布 (见图 1) 来看, 2004 年以前数量较低。 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 CSSCI 自
1998 年起开始收录文献, 初创阶段收录期刊和论文数量都较少; 其次, 这段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再次, 我国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缺乏学科依托。 随着中央于 2004 年、 2005
年连续印发 《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

属二级学科的通知》 等, 学术研究迎来新局面, 相关研究也获得学科和科研单位的双重支撑, 这极

大地鼓舞了我国学者的信心, 从而积极投身相关研究, 论文数量增长迅速, 至 2007 年突破 2000 篇。
但是很快转入两年的低谷期, 很多学者把原因归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同时又表示由于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著作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热议淤。 2010 年以来论文数量保持高位平稳增长,
2012 年达到近年来的巅峰。 而且引用马克思著作的论文数量占 CSSCI 年度总数的比例也在不断攀

升, 1998 年的占比仅为 1% , 至 2016 年占比已增至 3% , 从数据上表明马克思著作越来越受到我国

学术界的重视。
与此相应, 国家也大幅度增加科研经费设立各类基金项目, 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

与经费保障。 统计显示, 29617 篇论文中近 40% 标注了各类基金项目, 有些论文不止一个项目, 详

见表 3。 可以看到,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最多, 而相关研究也显示,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立项数量与成果论文数量基本成正比于。 因此可以设想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强, 我国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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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论文年度数量分布

表 3摇 论文的基金项目类型分布

论文总量
无标注基金

项目的论文

标注基金项目的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 各省级社科项目 省级以下项目

29617 17963 5474 3028 3138 2757

2. 论文的学科分布

根据统计, 29617 篇论文广泛分布于 26 个学科中 (见表 4), 表现了马克思著作至深至广的影响

表 4摇 论文的学科分布

学科 论文量 学科 论文量 学科 论文量

哲学 6481 社会学 963 社会科学总论 127

经济学 5207 文化学 548 语言学 77

政治学 4327 图书情报学 399 环境科学 50

马克思主义 2773 艺术学 353 心理学 37

法学 1730 外国文学 316 军事学 25

教育学 1575 新闻学与传播学 295 人文经济地理 23

中国文学 1283 体育学 261 考古学 21

管理学 1241 宗教学 179 统计学 4

历史学 1190 民族学 132 - -

力。 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哲学、 经济学与政治学, 这与表 1 中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主题高度吻合。 不

过统计也呈现出一些问题: 首先, 马克思相关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关系问题突出, 众所周

知, 在我国目前学科设置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哲学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

并存, 但是表 4 中哲学学科的论文量远高于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就与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线教师有关, 繁重的教

学工作往往会挤压科研时间, 与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国内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重镇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等, 相关科研人员几乎都是从事哲学专业研究和教学, 并不专门从

事思政教育, 所以在马克思相关研究中如何协调好哲学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相关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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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其次, 在看到偏技术应用的管理学、 图书情报学、 新闻传播学等也较多引

用马克思著作之外, 还可以发现马克思自己相当关注并有论著专门讨论的学科, 如宗教学、 民族学

等研究者却极少关注马克思著作。
3. 发表论文较多的单位分布

科研单位是科研人员的载体, 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需要一支有规模与研究水平的学者群体, 也

需要具有综合实力的研究团队。 统计显示, 29617 篇论文涉及 23000 余位作者, 其中发文数量较多

的学者中, 既有学界泰斗, 也有中坚力量, 还有新生力量。 但是由于学者流动性较大, 统计存在一

定难度, 因此以下对具有稳定性的科研单位进行统计。 这一统计不仅能够展现科研单位的整体实力,
也能很好地呈现出区域发展水平。 统计结果显示, 马克思相关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数家独秀、
多家争鸣、 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 这些论文共来自 2500 多个单位, 平均每个单位发文约 12 篇, 超

过平均数的有近 400 家单位。 为了统计更有代表性, 选取发文量 200 篇以上的 38 家单位进行分析,
详见表 5。

表 5摇 发表论文 200 篇以上的单位分布

单位名称 发文量 单位名称 发文量 单位名称 发文量

中国人民大学 1496 山东大学 476 黑龙江大学 260

中国社会科学院 1264 中山大学 451 河南大学 256

吉林大学 1004 东北师范大学 448 西安交通大学 255

南京大学 938 苏州大学 430 华中科技大学 250

武汉大学 917 上海财经大学 420 西南大学 244

北京大学 764 四川大学 416 陕西师范大学 228

复旦大学 715 湖南师范大学 378 西南财经大学 223

中共中央党校 648 厦门大学 347 湖南大学 206

华中师范大学 599 浙江大学 326 东南大学 205

南开大学 566 华东师范大学 322 兰州大学 204

北京师范大学 562 华南师范大学 311 河海大学 201

南京师范大学 512 中南大学 278 福建师范大学 200

清华大学 49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75 - -

由表 5 可见,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吉林大学位列前三名, 三者论文数量占总量的

12郾 7% , 表明它们在我国马克思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实力和地位。 这 38 家单位中, 除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 其余都是高校; 其中综合性大学将近 20 所, 师范类高校 9 所, 可以说, 这

两类高校是我国马克思研究的主力。 正是鉴于高校在马克思研究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国家也

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2015 年中宣部、 教育部联合印发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

创新计划》 提出建设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冶 工程, 至今公布了两批次 21 家; 2017 年公布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双一流学科冶 建设名单, 共有 6 所高校入选。 以上 20 余所高校绝大多数也出现在

表 5 中。 但从单位的区域分布也能看出, 尽管国家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政策不断倾斜, 如国家社科

基金就专设了 “西部项目冶, 然而广大中西部地区院校的发展水平与东部的差距还是较大, 实质性

缩小东西部发展落差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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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刊载论文较多的期刊分布

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 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大众化、 时代化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据统计, 29617 篇论文分布于 500 余个期刊, 平均每

个期刊载文约 60 篇, 超过平均数的期刊有 110 个, 载文 100 篇以上的期刊有 74 个, 因而为了统计

更具代表性, 选取载文 200 篇以上的 37 个期刊进行分析, 见表 6。

表 6摇 刊载论文 200 篇以上的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载文量 期刊名称 载文量 期刊名称 载文量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90 《哲学动态》 347 《东岳论丛》 239

《当代经济研究》 752 《社会科学辑刊》 330 《社会科学研究》 239

《求索》 632 《学术界》 313 《中国社会科学》 235

《科学社会主义》 632 《南京社会科学》 310 《探索》 232

《江汉论坛》 592 《天津社会科学》 303 《理论视野》 227

《学习与探索》 549 《道德与文明》 302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22

《社会科学战线》 495 《学术研究》 283 《浙江社会科学》 221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485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81 《贵州社会科学》 216

《理论探讨》 402 《中州学刊》 280 《经济学家》 208

《学术月刊》 389 《山东社会科学》 278 《人文杂志》 201

《社会主义研究》 38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76 《理论与改革》 201

《江海学刊》 375 《甘肃社会科学》 261 - -

《自然辩证法研究》 354 《江苏社会科学》 252 - -

由表 6 可见, 《马克思主义研究》 是刊载相关论文数量最多的期刊, 也是唯一超过千篇的期刊,
这与其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权威期刊的定位相符。 其他几种马克思主义类期刊 《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社会主义研究》 等也都有较高的载文量。 另外,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

面成果卓著 (见表 4), 所以哲学类期刊 《自然辩证法研究》 《哲学动态》 《道德与文明》 等也有较

多的载文量。 但作为发文数量第二位的经济学, 仅 CSSCI (2014—2016) 就收录了 73 种经济学期

刊, 只有 《当代经济研究》 与 《经济学家》 入选表 6, 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经济学领域虽有较多论

文引用马克思著作, 但仅是因为经济学期刊种类数量多。 相比之下, 综合类期刊的表现却很突出,
在表 6 中, 此类期刊数量最多。 作为 CSSCI 收录类型中数量最多的高校学报, 则更少刊载相关研究

成果, 如排名最靠前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也仅以 151 篇载文量排在 53 位, 载文 100 篇以上的高

校学报也仅有 6 个, 这与高校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阵地的现实极不协调。

四、 马克思著作影响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在学术热点分析与趋势预测方面, “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 通过图形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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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研究方法冶淤, 得到研究者的青睐。 其中由陈超美团队开

发的 CiteSpace 是目前国内应用较为广泛的数据可视化应用程序于, 该程序可以绘制论文作者、 引文、
关键词等图谱盂, 尤其是引文文献共被引图谱是其核心功能, 但马克思著作受合集性质所限, 无法

转化为程序所需的数据格式, 因此仅对论文核心要素关键词进行图谱绘制。 分析前首先要对知识图

谱相关指标进行说明: 频次即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在图谱中用圆环表示, 圆环越大说明出现频次越

高越重要也是研究热点; 中介中心度主要体现关键词在关系网络中的联通作用, 其数值越高表示与

其他关键词的联通度越好; 时间片是为了考察关键词共现分布对时间长度的均分处理。 为了控制图

谱上的关键词数量, 主要通过调节聚类参数实现, 一般其区间值在 0郾 4—0郾 8 之间即表示图谱效果良

好, 本文参数值位于区间之内。 经过调试, 我们选择以 7 年为一个时间片的效果最佳, 最终绘制出

关键词共现图谱, 见图 2。

图 2摇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1998—2016 年)

图 2 中关键词所在圆环大小与其出现频次成正比, 因此可以看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

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出现频次较高; 其中圆环深浅颜色代表年代信息, 宽度与颜色对应年份的

出现频次成正比。 图中的连接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程度, 由某词 (如马克思) 散发的线越多越

粗表示其联通性越高。
联通性的数字化即中介中心度是衡量关键词重要性的核心指标, 若数值逸0郾 1 就说明该关键词

的联通性较为显著。 统计显示, 在所有的 4 万多个关键词中仅有 11 个中介值在 0郾 1 以上, 依次分别

是: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论》、 价值、 劳动

价值论、 资本、 自由和政治经济学。 这就反映出相关研究主题较为分散, 也就是说尽管相关研究分

布广泛, 但是彼此之间的交流较少, 尤其是不同学科间的交流更少, 因此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势在

必行。 为更清晰地展现近 20 年来相关研究热点, 我们选取出现频次 100 以上的 48 个关键词进行分

析, 并给出相应参数, 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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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摇 论文热点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

心度

首次出

现年份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

心度

首次出

现年份

马克思 1768 0郾 35 1998 政治经济学 202 0郾 10 1998

马克思主义 1268 0郾 31 1998 辩证法 188 0郾 03 2005

社会主义 512 0郾 34 1998 毛泽东 183 0郾 03 1998

和谐社会 429 0郾 05 2005 文化 168 0郾 00 2005

意识形态 403 0郾 07 1998 马克思哲学 166 0郾 02 1999

历史唯物主义 402 0郾 10 1998 思想政治教育 163 0郾 06 2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98 0郾 19 1998 方法论 162 0郾 02 2005

唯物史观 357 0郾 05 1998 恩格斯 155 0郾 00 2005

市场经济 319 0郾 03 1998 异化 154 0郾 00 2012

《资本论》 299 0郾 20 199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52 0郾 01 2012

实践 297 0郾 06 2005 现代化 144 0郾 09 1999

以人为本 290 0郾 01 1999 哲学 144 0郾 01 2005

马克思主义哲学 288 0郾 03 1998 资本逻辑 139 0郾 00 2012

中国共产党 282 0郾 00 2005 劳动 130 0郾 02 2005

科学发展观 280 0郾 03 2005 可持续发展 130 0郾 00 1998

现代性 279 0郾 04 200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30 0郾 04 1998

资本主义 274 0郾 06 1999 黑格尔 129 0郾 05 2005

价值 262 0郾 13 199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29 0郾 04 1998

劳动价值论 260 0郾 11 1998 道德 122 0郾 00 2005

生态文明 242 0郾 03 2006 人的全面发展 121 0郾 01 1998

全球化 234 0郾 01 1998 金融危机 117 0郾 00 2008

资本 234 0郾 13 1998 大学生 114 0郾 01 20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28 0郾 01 2005 中国梦 108 0郾 05 2013

自由 207 0郾 19 2005 习近平 101 0郾 00 2013

从表 7 可以看出: 第一, 关键词出现频次与中介中心度值不完全成正比。 第二, 通过对关键词

首次出现年份的分析, 可以观察到 20 个高频关键词自数据起点 1998 年开始出现。 第三, 2005 年是

重要的时间点新增了 17 个高频关键词, 说明该阶段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 第四, 自 2012 年党的十

八大召开以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 习近平等关键词很快被学者关注和研究。 而为更加

直观地展现关键词的关联程度和时代变化, 以下仍以 7 年为一个时间片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 Time
Zone 视图, 见图 3。

图 3 按照时间序列自左向右排列, 关键词所在位置即表示其首次出现年份, 图中同样也有表示

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圆环以及表示联联通性的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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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Time Zone 视图 (1998—2016 年)

综合图 2、 表 7 和图 3 的内容, 可以从整体上看出我国马克思著作相关研究比较成熟, 近 20 年

来既有高频研究热点与重点, 也会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出现新的热点, 这些研究相互交织在一起, 形

成了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 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相关研究热点, 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和专业知识分析,
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 5 大研究热点领域: 第一,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的研究, 涉及的关键词

包括马克思、 毛泽东、 恩格斯、 习近平等, 如果考虑到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黑格尔也属于

这一研究范畴。 第二, 哲学研究, 主要包括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 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

代性、 价值、 辩证法、 马克思哲学、 方法论、 哲学、 道德等关键词。 作为发文数量最多的学科, 哲

学研究还涉及许多热点关键词, 如人性 (96 次)、 理性 (93 次)、 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 (88 次)、
主体 (80 次) 等。 第三, 经济学研究, 主要包括市场经济、 《资本论》、 资本主义、 劳动价值论、
全球化、 资本、 政治经济学、 金融危机等关键词, 由于经济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所以相关高

频关键词还有很多, 如经济增长 (87 次)、 人力资本 (82 次)、 收入分配 (81 次)、 虚拟经济 (72
次) 等。 第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 主要涉及关键词包

括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 生态文明、 中国梦等。 此外, 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与时代化也有较高的频次, 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81 次)、 大众化 (90 次), 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 (20 次)、 时代化 (33 次), 由此也能看出, 在马克思主义 “三化冶 研究中, 时代化相关研

究明显不足应有所加强。 第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系) 研究, 作为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重

要理论表述, 其研究势头强劲, 如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治、 民主等已经迅速成为研究热

点, 而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分别出现了 91 次、 90 次。 此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其他构成要素, 如平等 (89 次)、 和谐 (55 次)、 文明 (33 次) 等出现频次较高, 而富强 (5
次)、 敬业 (3 次)、 爱国与友善 (2 次), 则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

五、 结摇 论

本文以 CSSCI (1998—2016) 收录的引用马克思著作的 29617 篇论文为中心, 使用文献计量学

和知识图谱等研究方法, 探讨了近 20 年来马克思著作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以及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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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状与热点。 研究结果显示,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力广泛而持久, 相关

研究成果显著,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马克思著作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被引频次高且涉

及的学科多。 文献被引频次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文献重要性的核心标准之一, 尽管这一评价标准存在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 但是马克思著作的被引频次不仅保持总量最高, 而且年度被引量

与各学科被引量基本都保持在最前列, 则只能说明马克思著作非常重要, 并且已经成为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备参考文献。 第二, 我国马克思著作相关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景象, 研究群体

不断壮大。 在国家各项举措的大力支持下, 相关高质量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近年来一直保持在每年

2500 篇左右。 第三, 在马克思著作影响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呈现出一贯性和时代性并重的特

色。 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构建, 可以清晰地看到,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论》 等是近 20 年来始终的研究热点, 至今关注度不减; 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新理念新

主张, 如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 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以及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系)、 中国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也都引起了学术界

强烈反响从而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在取得重大成就之时, 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与反思,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学术论文的不规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就马克思著作的引用而言, 且不论相关论文引用的内

容与论文主题是否契合, 引用文献标注准确完整则是基本的学术规范, 但在统计中可以看到大量论

文引用马克思著作尤其是合集文献并没有标注完整信息, 甚至标注的信息有误, 涉及这种情况的论

文多达 15193 篇。 在我国学术研究亟待升级转型的新时代, 实现学术规范是起点, 这就需要论文作

者与学术期刊共同努力。 第二, 马克思著作的引用和研究过于集中, 许多马克思著作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 被引频次高的著作当然重要, 但是反反复复只关注引用一部或几部著作, 难免将会陷入重

复研究的困境, 长远来看必将阻碍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 也不利于学术的创新发展。 第三, 我国学

术研究的区域水平差距明显。 尽管国家通过各项政策措施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但是仍然无法弥补与

东部的巨大落差, 这也说明仅是政策扶持已无法全面解决中西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落后, 培养相关

研究人才逐步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或许才能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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