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阳学刊 2020 年第 3 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
（1978-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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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也随之启动。
1978- 1982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步进行，规划工作的不断推进对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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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

科学进行规划、引导的重要手段，是整个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关于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1956年曾制定过，第一次用规划

的形式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全

面具体描绘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蓝图，后来因没

有一个机构负责领导执行，加之政治运动的干扰，基

本上没有实现[1]。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

和破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中断，相关机构撤

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极大摧残。“文革”结
束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迅速改变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萧条落后的局面，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逐渐恢复开展。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和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
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

学。”[2]48这一年，中央批准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胡乔

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3]1- 7。胡乔木依托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动争取中央宣传部，联合教育部，领导主

持了改革之初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推动

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动员会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

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在“文革”期间遭到的严重破坏深感痛心，对哲学社

会科学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现

状忧心忡忡。胡乔木担任领导工作后，开始着手推动

和组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
1978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制订科研

计划和规划动员会[3]11。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自身科研发展召开的动员会，但在这次会议

上，胡乔木提出要把各研究所的计划和全国社会科

学事业的规划工作配合起来，要举行一个全国性的

分学科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会议指

出，规划的内容应包括学科建设、研究课题、编写著

作、编纂工具书、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人才、后勤保障

工作等[3]12。规划的原则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跟整

个国家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

的发展相适应，实施规划的目标是使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的发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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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

发挥重大作用[4]19- 20。
规划动员会开启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

的新征程，恢复了自1956年以来中断的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工作。规划动员会之后，1978年2- 7月，各学科

相继召开规划会议，研究制订规划草案，这些学科包

括：文学，宗教，经济，社会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研究，法学，历史学，考古，世界史，哲学，民族研究，

世界经济[3]12- 19。各学科规划会议的召开为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批准了《1978—
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5], 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规划也亟待制定。另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

教育部启动的各学科规划座谈会的召开和规划草案

的制订完成，为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创造了

条件。
1978年9月11- 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

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3]24。
胡乔木作了长篇讲话，深入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

重要作用，号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实际出

发，破除余悸心态，奋发努力，勇往直前，提倡和贯彻

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创造性工作，避

免重复劳动。胡乔木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应该达到的十个目标，包括对最重要的哲学社会科

学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做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答复，编写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填补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空白等[6]。
预备会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总的指

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7]；预备会对《哲学社

会科学八年（1978- 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以

下简称《设想》）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下一步的重点

工作。把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特别密切的重大哲

学社会科学项目放在优先地位；学科的规划、各省市

的规划和高等院校的规划是全国规划的基础，各学

科原则上都要分别制订发展规划；各单位要根据会

议精神，继续制订或修订各学科、各地方、各高等院

校的发展规划，要恢复、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学会、研

究会，聚集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创办学术刊物，活跃

学术空气，研究起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
—1985）发展规划纲要》[7]。

预备会并不是制订规划的正式会议，只是就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但是，预备会议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总的指导

思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和

主要举措，各学科发展规划的制订，地方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和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制

订，预备会后到正式会议期间的工作任务。提交会议

讨论的《设想》，经过修改之后形成了《1978—1985年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要

指导性文件。

三、《1978 - 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纲要》

1978年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

会，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讨论《设想》。最初，按照规

划动员会精神要求，全国各学科都制定了八年（或五

年、三年）研究规划。在此基础上，按照胡乔木的指示，

1978年二、三月间开始起草规划的初稿，最早的一稿

是照着195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纲要》的本子

写的。后来，经过和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负责

人座谈，请了各门学科的专家来写重大项目的初稿，

经过反复修改，形成了预备会议讨论的《设想》[8]262。预

备会召开之后，各学科继续召开规划会议，修改、制
订各学科的研究规划。在综合吸收各学科发展规划

的基础上，经过对《设想》修改，形成了《纲要》[3]27。
《纲要》重新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指

出“哲学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287，
“不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使我国的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

进是不可能的，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和

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也是不可能的。”[4]287《纲

要》分为五个部分，包括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重点

研究课题和主要著作，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体系，队伍

的培养和建设，主要措施[4]42。
《纲要》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的

重要成果，是建国以来对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具体规

划且真正得到落实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改革开放初

期，从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研究到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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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体系的健全、人才队伍的培养，基本是按照《纲要》
的规划恢复发展的。《纲要》的制定也开启了后来五

年制订一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惯例，为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把发展科学确定

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

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
1982年10月6- 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宣

传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

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规划以及“七五”期间的设想[3]86。会议指出，党的十二

大报告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许多新的重

大研究课题，要完成赋予的重大研究课题，最根本的

还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贯彻理论联系

实际的原则，改进我们的学风，做好科研规划和科研

组织工作是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9]6- 17。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首要考虑的问题是“从科学研究方面来探

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

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各

方面的发展规律”[10]190。
会议形成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

要》。198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48号文件转发了这

个《纪要》[3]27。中央以文件形式转发座谈会议纪要，充

分显示了这次座谈会的重要程度。在转发《纪要》的

通知中，中央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拨乱反

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起到的作用，要

求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

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

可能的。要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发现

和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采取必要的措施，为科研

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11]254- 25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是1978年、1979

年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继续，这次会议是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

议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如填补

空白学科，加强薄弱学科，研究机构建设重点放在地

方，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计划纳入当地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科研队伍，成立全国社科

联等，后来都相继落实，推动了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

的恢复和发展。

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成就

从1978年开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动员会、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座谈会相继召开，期间各个学科还召开了制订

发展规划的座谈会，形成了《纲要》《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座谈会纪要》等重要文件。1978—1982年，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

步进行，规划工作的不断推进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的恢复和发展意义重大。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开展，深化了党对哲

学社会科学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把发展马

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努

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确定了哲学社会科

学的指导方针，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了当

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科学不是科学、重理轻文

的错误倾向。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

是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

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过程中各方面发展规律的研究，加强应用研究，重

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普及工作。
1978—1982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在学科建设方面，“填补了一

些学科空白，加强了一些薄弱环节”[9]5，恢复了一些

学科，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使学科门类进一步

齐全了。在研究机构方面，“29个省、市、自治区都普

遍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科研究机

构已达94个；各级党校、干校的研究机构都有了新发

展；政府许多部门和一些大企业，也建立了社会科学

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已由‘文化大

革命’前的13个发展到32个。”[9]5在人才队伍建设方

面，地方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已发展到3000多人”[9]5；
“文科高等院校的专职研究人员有4000余人”[9]5。另

外，学会、研究会迅速发展起来，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增多，学术刊物大量增加，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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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呈现出一

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六、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几

点经验

一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方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执行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
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由于长期“左”
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对艺术和科学

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

展脱离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

也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以前的

“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恢

复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坚持正确方针最根本的就是

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

实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

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服务于这个最大实际。这一时期

的规划工作，坚持把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

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重点任务，把主要

力量放在了与现实关系密切的学科上来。在制订规

划时，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同当

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对研究力量、
研究机构、研究任务进行了合理的符合实际的安排

和布置。
二是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改革开放引起了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新情

况、新问题的出现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大量亟待

研究的新课题，但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严

重落后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代

的呼唤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为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坚

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原则。在研究领域方面，《纲

要》制订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密切的重点

研究课题，突出了应用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努

力发展一切可以直接应用的部分，用来推进现代化

建设的实际工作。正如于光远所说，“我们制订哲学

社会科学的长远规划，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为了完

成研究任务需要进行的工作也很多，而我们的基础

薄弱，力量有限，这样就必须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突

出重点，保证重点”[7]。同时重视各学科的基础研究，

编写学科的基础著作及工具书。在研究机构建设方

面，注意整体的结构和布局，体现“全国一盘棋”精神，

把“新建和加强研究机构的重点主要放在地方”[11]258，
地方机构的研究重点应同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结

合起来，为当地的党和政府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同

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正确处理了当前和长远

之间的关系，既考虑到了当前的现实需要，又考虑到

了学科的发展趋势，制定了五年、八年的学科规划，

并同全国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结合起来。
三是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按照《纲要》的数

据统计，1978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仅约

两万人。为了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壮大人

才队伍，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从启动之初就把人

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工作放在了突出位置。在人才队

伍建设规划中，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至

1985年全国要达到十万人左右，其中要有正副研究

员两万人”[4]321的目标。为实现目标，规划提出要认真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把有真才实学而又用非所学的原科研人员调到

科研岗位上来；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建立科研人员

培养、考核、晋升、奖励制度；给高校文科教学骨干创

造进修条件，对优秀科研人员，经过考核可以越级提

升；减少科研单位行政人员的比重，多增加研究人员

和必要的辅助人员。为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

逐步增招研究生，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地方社会科学院有条件的招收研

究生，高等院校有计划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培养后备力量，扩大招生名额[10]329- 331。对哲学社会科

学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人

才队伍迅速壮大，形成了后来的高等院校、社会科学

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军队院

校五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系统，为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保

证。
四是加强规划工作的组织领导。改革开放初期

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并没有一个专职机构负

责，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教育部履行了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职责。1978年2月，中国社会

科学院联合教育部就关于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

朱 晨，李正华: 改革开放初期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1978-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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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预备会向中央的请示中提出，1956年制定过一个

很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因没有一个机构负责领

导执行，规划基本没有实现。鉴于这一教训，建议在

国务院下设一个常设机构，牌子可挂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实际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共同管

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8]113- 114。同年，为组织和协

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成

立了有教育部同志参加的规划办公室，协助院领导

专司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3]24。虽然这时的规

划办公室只是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下，但从1978
年开始，规划办公室开始承担组织协调召开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规划预备会、起草《纲要》、举行各个学科

的规划会议等职责，担负起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工作。198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在给中央

呈送的《书面汇报》中建议设立一个统一管理全国社

会科学研究事业的职能机构[3]67。这一建议后来被中

央采纳，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并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归由中宣部主管。设立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统一领导，有利于规划工

作的顺利开展，保证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蓝图变为

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及规划工作，把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围绕繁荣发展哲学

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为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方向。2016年5月

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要把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政治领导

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12]。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无疑是党对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领导的重要手段。回顾改革开放初期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历程，总结经验，对于新时代如何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李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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