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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表现。话语权的争夺，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
夺。西方国家总是凭借其在话语权中的优势地位，极力宣扬渗透西方国家价值观思想的“普世价值”，并以此
来评价他国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中国特色，必须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
律，善于研究中国现象、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学术话语，用中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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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Building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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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 the expression of a nation’s
soft power． Competing for the academic discourse is virtually for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With their
advantageous position，Western countries publicize and permeate vigorously “Universal Value”，by
which Western countries appraise businesses of other countries，and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e must respect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e good at studying the Chinese phenomenon，
sum up China’s experiences，
refine the academic
discourse in China，
and speak good Chinese stories by developed theories in China’s practice．
Key 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discours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15 年 7 月，刘奇葆在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 “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1］
和话语创新，着力用中国理论来解读中国实践 、回答中国问题，切实掌握学术话语权。” 用中国理论解
读、回答中国问题，其实就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实质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管理权
和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领导权、管理权的基础，没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无从谈起 。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是研究中国现
象、总结中国经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 ，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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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与学术话语的关系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
一个国家或社会总是同时进行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力求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掌握自然科学发展规律 ，
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考察西方世界
兴起过程时，否定了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的说法 ，认为产权制度重建
［2］（ p193）
这意味着，自然科学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和组织形式变革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 。
条件，真正促进人类社会大发展的还是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 。将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转化为促
进社会发展的力量，给自然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性空间 ，实现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发
展，才是最关键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成果往往被视为评价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研究成果可能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用精
确的数字表述，因此有人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没有规律性 。事实上，规律作为事物必然性的存在，同
样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中，不仅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自身规律 ，而且它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相应的规律性
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研究，要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趋势 ，对现实与未来发展趋势提供科学
的解释与预见，它的形成受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影响。规律有自身发展的趋势，不受研究者
主观愿望的影响，但对规律的认识与总结，却深受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制约。正如马克思对自己生平贡献
的两个方面总结：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用唯物史观解释了社会运动 ，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规律； 用剩余价值学说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
趋势。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也就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语 。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创新能加深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掌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
也能促进学术话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包括理论学术观点和学术观点表达方式 、表述形式的
［3］
创新两个方面。 前者是内容的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 后者是形式创新，即话语体系的创
新，包括概念、范畴、表述及其话语方式的创新。一定的学术内容总是通过恰当的话语形式来展现的 ，形
式与内容一致的表述，能使内容更全面、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陈述方式，
当这种陈述方式与权力、秩序相结合，就构成了话语权力。在福柯看来，谁在说话？ 在所有说话个体的
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 ？ 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 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
［4］（ p54）
福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推导出话语、知识、权力三位一体的话语权。
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
话语是人为建构出来，但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必须与社会实践相一致，
必须对社会实践中的现象做出解释和预测 。对“话语 ”的研究最早产生于语言学领域。1952 年美国语
［5］（ p12）
言学家哈里斯（ Zellig Harris） 首次提出“话语分析 ”，
就是从研究话语开始的。 汤普森认为，“对话
［6］（ p122）

英国哲
语进行分析就是对一个解释成另一个解释 ，对一个预先以作过解释的领域进行再解释 ”。
学家温奇认为： “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一体两面 。要说明一个词的意义，就必须描述它
［7］
的用法； 而要描述它的用法，就必须描述它所涉及的社会交往。” 话语的形成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
当话语反映了公众普遍接受的社会准则时 ，话语就成为公众使用的工具，成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准则。
福科不是在语言学上，而是在思想和哲学的意义上谈论话语 。他把话语理解成一个思想史范畴或方法 ，
而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话语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关注的不再是对象的客观性，也不再是人对
［8］
客观对象的认识，而是语言是如何呈现对象的、语言在人的建构和社会建构中的深层作用 。 理解话语
的内涵，必须超越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深入研究话语生存的社会环境，才能深刻理解概念的本意。
话语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话语是交流、表述思想和反映利益诉求的工具，也是一种载体和符号，
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研究对象。学术话语是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决定 ，服从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
律。学术话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传播 ，扩大其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学术话语为载
体，符合话语形成、表达、传播的规律。从事学术话语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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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责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需要中国话语的解释 ，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需要中国话语的宣
传，驳斥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都需要发展中
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一般特点
就马克思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而言 ，表现为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民族性
与全球性统一的特点。
第一，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社会行动的类型中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分 。工具理性是指由于环境和人类的其他客观行动的
期望所决定的行动，这些期望本用作获得活动者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计算的目的的“条件 ”或“手段 ”。 价
值理性是指由于对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它并不取
［9］（ p60）
决于它的成功的前景。
马克思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 话语的
工具理性，就是用以表意的功能，如何客观、恰当地描述现象以及与人沟通、交流。 从价值理性上看，马
克思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培养人才 、文化建设、重塑形象的目标，必须重视话语的表意功能，通过工具理
性实现价值理性目标。
哲学社会科学工具性特征表现在人民性上 ，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大特征。脱离群众实际生活的思想是没有生命力的 ，人民的需求为哲学社会科
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指导构建相应的话语体系。 理论必须具备人文价值情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10］（ p467）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理论如果无法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
再高大上也会被群众唾弃。不同时期的人民利益需求是不同的 ，相应的话语也不同。在革命时期、建设
时期、改革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有一定差别的 ，但工具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不变的 ，在政治动
员、政治认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第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目的在于影响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指导实践。马克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是指
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工具，
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
这种特点也必然反映在其学术话语体系之中。
社会实践的变化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以及新旧理论之间的冲突 ，哲学社会科学只有立足于人类
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准确定位自身角色。 社会实践的丰富多变，要求社会科学理论紧跟着实践的变
化，通过解释实践的问题，创新与发展理论，提高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
实践，其实是难以预见、量化考察的，这种实践标准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不易为群众掌握。如何认识
实践标准，提升、总结理论，以理论来引领和推动实践的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的动力。
社会发展具有不可逆性、不可实验性，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根据试验进行预测、评估事
件发展趋势，这就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不同步 。但是，通过理论认识社会现象的困
难并不意味着理论与实践总是相脱节的 。处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一般有三种途径： 一是进行纯
理论的研究，搁置理论对实践的关怀，仅仅从理论上探讨某个问题； 二是用经验判断应对实践，用既定理
论解释变化了的实际，理论被实践牵着鼻子走； 三是重新审视理论的背景，把理论放到实践中检验，把理
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三种途径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原则 ，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
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的成功 ，关键在于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反映在学术话语建构中，就
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 ，不是搬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名词 ，
就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是什么”、“怎么说 ”的问题，只有在
中国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这一切取决于能否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学术
话语在中国的实践重新定位，注重其开放性与统一性的特征，结合中国实践，创造性地构建起中国特色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
话语作为一种人类思想的表达载体 ，无不打上民族的烙印。对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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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话语权实现能力。只有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话语 ，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化，才
是可以与世界话语对接的文化，才是全球话语权的真正实现。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相统一，为一个国家的
话语体系建立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这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重要特点 。
话语权的民族性在具体表现方式上是与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 ，是对群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总
。
结 话语权的全球性决定了要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国际影响力 ，就必须走全球化的道路，借助经
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载体，吸收精华、为我所用，扩充本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元素 。不同的地域
和民族，不同的社会结构，造就不同的思维模式、心理机制、文化基因，因而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形成不同
的话语体系。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只有保持民族的特色，才能在激烈的世界文明竞争中保有一
席之地，立足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之林。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民族性与全球性在形成过程中遵循着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 ，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后，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西方国家的知识背景 ，他们理论根源于西方社会实
践，用以指导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 。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 ，所形成的毛泽东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完全是西方的理论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恰恰证明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民族性与全球性特征 。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脱离本民
族传统语言的话语体系，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土壤的话语是不可能成长的 。 一个民族的语言本身没有优
劣之分，只要符合本民族的需要就是最合适的语言 。但语言的问题与国家实力结合起来 ，话语权问题就
产生了。西方国家凭借其话语载体，试图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传播到世界各地 。其实，西方的话
语只是适合西方国家的语境，企图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是具有欺骗性的 。 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东
西，最终是阉割了本民族的话语权。中国的社会实践、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话语必然是产生
于中国语境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逻辑。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践 ，要以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表
述来支撑，具备中国视角、国际视野、国际前沿、中国问题意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诉求、实践诉
求、价值诉求。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概
念、范畴体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一大特色是自然科学的转化或者跨学科的应用 ，如系统论、
控制论、历史文化学、考古心理学等术语转化，这种借用法则在创建期间是非常有效的。 引入其他学科
的概念、范畴有利于扩大学科视野，培养跨学科研究意识； 引入客观、理性的自然科学术语，有利于跨学
科、跨地区、跨民族的学科交流。话语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语言交流中形成的： 一方面，话语
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所构造 ，受社会结构的制约； 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不同阶层身份、相互关
系、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形成，产生不同阶层话语特色。也就是说，“话语 ”是与一定的语境下或具体生活
有关的语言实践。中国的话语权必然是中国具体社会生活语境下 ，人的思想、情感、行动的表达。 脱离
了中国的语境，就无所谓中国的话语体系。按照罗曼·雅各布森（ Ｒoman Jakobson） 的理解，一种或一套
［11］（ p83）
话语的六个要素，
话语交流系统中往往由发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六个要素构成。
语境是决定性因素，发话者和受话者是在一定语境中来交流 、理解具体信息的。 离开了具体语境的分
析，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必须立足于中
国社会实践，提炼出中国语境下的学术概念、范畴。
其次，要构建能够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体系。每一种话语权力结构体系，大体是由认知、
［12］
情感和信仰三个相互支撑的基本层面组成 ，这同时也是话语权力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作用机制。 这
是从话语权主体建构的视角来分析权力的形成机制 ： 认知要素要求话语要被大众所了解、所熟悉，能与
大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情感要素要求话语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成为表达生活的方式； 信仰要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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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成为行为的判断标准，能不假思索地以习惯的话语对行为作出
判断。意识形态就是借助话语和三要素来传播 、影响的，话语与意识形态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话语
权的争夺背后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如果以这三要素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着眼点
就是该话语权能否解释中国社会实践 ，能否通过这个话语体系，加深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认
识、认同与自信。正如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着力打
［13］
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 “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是认知、情感和信仰相结合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立足点和根
本目标。中国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用中国的话语来讲，能让中国人听懂，也
能在国外的舞台上使用，才符合“好 ”的标准。 用西方话语讲中国故事，难免按照西方模式对故事内容
进行肢解和扭曲，失去中国的韵味。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 ，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就有与之相应的话语体
［14］
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首要的问题是使特色亮出来。 所谓特色，就是要达到：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三是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四是符合全球的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五是符合理论自身的逻辑。 马克思曾经说过：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15］（ p9）
而理论要说服人，就必须结
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合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 “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
［16］（ p57）
作为中国理论载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肯定是来自于中国
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
实践经验的总结。所谓“西方经验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标尺”，这本身就是伪命题。
再次，要建构能够与国际交流的话语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背后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
西方国家试图依赖其经济社会中取得的成就 ，并借助建立话语体系将其价值观念上升为普世价值 ，作为
评判他国政治的标准。话语固然是中性的，但用某种话语对他国的政治进行评价的行为，未必是客观、
中立的，尤其是将价值标准与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交流和国际事务的处理结合起来 ，干涉他国内政，则是
赤裸裸的“入侵”。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入侵 ”中国是有深远的历史根由的： 一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副产
品。文化总是以经济为载体，随着经济一起渗透，这是经济帝国主义转化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必然途径。
不仅仅是知识的入侵，也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入侵。二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结果。走出去必然
伴随着的引进来的互动过程，在影响别人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的结
果。落后了只能引用别人的理论，否则无法与外界开展学术交流。如果习惯于以西方学术话语来解释
中国现象，一旦找不到相应的理论，学术界就可能集体“失语 ”，这不完全是学术上崇洋媚外的心理，而
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落后的后果 。

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若干典型分析
学术话语逻辑就是就表达对象发生预期效果的合乎逻辑的过程 ，其中包括提炼出的话语与社会实
践的一致性、话语对接受者的说服力、话语自身逻辑的自洽性。正如福柯所说的： “诚然，话语是由符号
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 ’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
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他进一步解释说，从这个层面
研究话语就是“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
［4］（ p53）
对于学术话语的研究，必须从概念的起源、内涵、具体语境等多视角分析，尤其
象的实践来研究”。
对于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 ，诸如民主、人权、法治等从西方引入的话语，一要做
具体语境分析，揭穿其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 二要结合中国的背景进行话语建构 ，方能有助于打造中
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
如“民主”。民主，本是源于古希腊的语言和政治实践 。说“西方式民主”自然有历史基础，谈“中国
式民主”也无需讳忌“言必称希腊”窠臼。2500 年来，西方从古希腊历史中总结出了自由 、民主、平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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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价值观念，形成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制度，走出了一条西方式的民主道路。 从雅典时期的古典
民主、文艺复兴时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 ，以及后来出现的参与式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等各种民主理
论，西方国家引领着民主理论的发展 ，主导着民主理论的话语权。借助经济力量，输出民主，按照自己的
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民主话语体系中占据了霸
权地位。
西方国家垄断民主话语权，为推行其价值观服务。学术话语权与民主政治实践是相互强化的 ，对民
主的话语分析，必须把民主还原到西方社会，才能真正了解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发展路径，才能
客观地回答西方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 ”的问题。 西方民主中的一人一票、政党轮流执政、多党制、普
选、竞争性选举，在中国语境下，是有使用价值的，但只能是有条件地适用，否则必然给政治实践带来混
乱。无条件地信奉这种价值体系，正好陷入话语霸权的阴谋之中。“中国式民主”虽源自中国民主政治
的实践，但不可能完全摒弃西方的民主理论自创一套体系 ，中国特色民主话语权的建构是中西国家的民
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是从“西方式民主”的单一民主观需要
［17］
向集“需求导向民主观”和“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于一体的复合民主观转型， 蕴含的就是这种逻辑。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效，撼动了西方国家在国家政治、经济事务发言权的基础，
西方国家借助意识形态的差异，肆意攻击中国民主政治，否定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成绩，以期达到唱衰
中国的目的。必须从中国的实践，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如“协商民主 ”理论就是这样建构起
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虽然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 ，但在引入中国后，与我国国家层面和基层社会实践中
的民主形式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丰富竞争性民主、选举性民主之外的民主形式，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打破西方学术界对民主的话语垄断地位 。
又如“人权”。“人权”发端于中世纪晚期，“天赋人权 ”思想的提出，使人权具有了普遍的价值。 资
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就是打着“人权”的旗帜，获得极大的号召力。 围绕着人权，建构起了一整套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保护人权，鼓吹人权的普世价值，成为西方世界话语霸权的又一个堡垒 。
脱离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谈论西方语境中人权 ，误以为西方人权理论是指导一切人
类社会的真理，是政治上的幼稚。如果以抽象的人权理论判断中国人权问题 ，便会掉入西方的“陷阱 ”：
一是人权的普适性，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和保护模式 ，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各国可以直接借鉴使用。
某些西方国家扮演了“人权警察 ”的角色，用双重标准评价他国人权现状。 二是人权的非政治性，宣扬
人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于是，以人权保护为借口，借助经济制裁或援助、外交手段、军事手段，将西方的
人权标准强制性“输入”他国，破坏主权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些“陷阱 ”构成了西方话语霸权的逻
辑，暴露了话语霸权的本质。
人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修辞，更是一种需要努力实践的话语。毕竟，得到了认可并在实践中被普遍
遵守，人权才具有真正的话语权。比较中西方国家人权实践可以发现 ，对人权的理论建构就有很大的差
别，指导的实践更是差之万里。如，西方话语中人权强调个人权利至上 ，围绕着权利构建人权话语体系。
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独立性，防止公权对个人与社会的过度渗透 ，以私权利对抗公权力。中国的人权强
调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统一，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强调集体人权，通过集体人权保障个人权利，突出个
人对家庭生活的责任，这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阶段的国情 ，也是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构建
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指导下 ，对中国人权发展实践进行总结、提炼，
从具体的权利保护出发，最终确立自己的人权理论，以生存权、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等核心的内
容体系。
再如“法治”。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走向法治的发展
史。法治，起源于西方国家，近二三百年来，西方国家逐步实现了法治化。以宪政、权力制约、权利保护、
正当程序等构成的法治话语，的确能给法治发展滞后国家以极大的参考价值 。当今世界在学术研究、司
法实践、国家治理中，无不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内展开 ，并以此来衡量一国法治建设的现状 。
然而，西方国家法治发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模式 ，显然不适用于仅仅经历几十年的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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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超 13 亿的大国，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跳出西方模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话语体系。 传统中
国社会法律是封建皇权的保护器 。晚清以来，法治又被绑在了救国图强的复兴之车上 ，法律的工具主义
压制了价值功能。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了建设“革命的法治 ”口号，目的是建立一个与国民党统治时
期完全相反的社会秩序，而且法律体系、法学理论、司法制度深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冷战时期，曾经抨
击过美式“法治”思想，揭露其称霸世界的本质。文革时期，借法家与儒家思想，隐射当时的两种路线斗
［18］
争。 改革开放以后，提倡法治、反对人治，这是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经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提出，使法治普遍性价值与中国法治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 ，开启了中国法治话语权建构的新时代，也
使中国法治话语开始融入世界法治话语体系之中 。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拥有悠久的法治传统，法律至上、权力有限、社会自治为内容的法治模式得
到普遍的认同，对于处在法治起步阶段的中国，大量吸收和采纳人类文明的成果，会减少法治进程中的
挫折。但要清醒看到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法治的虚幻化认识 ”，看清其中搭载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企
［19］
图”。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就必须走出西方法治神话的乌托邦 。
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从中国法治实践中
发现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文化、法律思维、法律制度、司法实践。如果盲目提
倡西方语境中的法治原则，忽视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则背离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但也不是一味地排
斥西方学术话语，否认西方话语在中国的适用性，而是在中国话语的框架内注入西方元素，重构中国的
法学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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