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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军队综合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而言, 要 积极面 向党和 国家、军队 建设的 重大战 略需
求, 在为学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各项工作的服务和贡献 中, 形成特 色和优 势; 始终 坚持哲学 社会科 学的科 学属
性,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弘扬科学精神, 增强科学意识, 倡导 科学方法, 提 升科学品 质,
在创建我军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新 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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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是建设 有我 军特色 世界 一流 大学的
重要方面, 既是党的 十七 大提 出的重 要战 略任务 之一, 也
是实现党的 十七大提 出的 各项战 略任 务的重 要保 证; 是我

近年来, 我国 意识 形态领 域发 生了深 刻变 化, 马 克思
主义在创新 中不 断发展, 显示出 强大 的生机 和活 力, 在意
识形态领域 的指 导地位 日益 巩固; 同 时, 社会 意识出 现多

们应对国内 外各 种 挑战、占 领 意识 形态 阵 地的 重 要保 证,
更是学校培养高素质新 型军事 人才 和履行 新世 纪新 阶段历
史使命的客观要求。

样化趋 势, 各 种思 想观 念 相互 交织, 各 种文 化 相互 激 荡、
直接 碰撞, 意 识形态 领域 渗透与 反渗 透的斗 争, 不仅 发生
在境 外, 而且 大量发 生在 境内, 这 就更加 要求 我们保 持政
治上的清醒和坚 定, 始终 坚持 用中 国特色 社会 主义理 论体

一
高举旗 帜, 就 是要 始终 高举马 克思 主义 的旗 帜, 始终

系指导哲学社会 科学 工作的 前进 方向, 并 将这 种要求 自觉
体现 在学科建设、 教材编 写、课 堂教 学、课题 研究、 学术
交流 、成果评 价的各 个环 节里, 体 现在哲 学社 会科学 工作

保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 以马克 思主 义为指 导的 哲学 社会科
学, 是党领 导人民 认识 世界、改 造世界 的重 要工 具。承载
着这样的历 史使 命, 我国 哲学 社会科 学在 革命、建 设和改

者的政治立场和 思想 感情上, 体现 在研究 成果 对中国 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 实际贡 献中。 我们要 坚持 用马克 思主
义中 国化、时 代化的 最新 理论成 果指 导人才 培养、科 学研

革开放的历 史进程中, 尤其是 在实 现马克 思主 义基 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 合, 形成 马克 思主义 中国 化的 三大理
论成果过 程中, 做 出了 重要贡 献。在新 世纪 新阶 段, 哲学
社会科学工 作面 对新 的时代 课题, 肩 负新 的历史 任务。认

究等学科建设的 各项 工作, 并 以此 作为衡 量我 国哲学 社会
科学学科建设方 向和 水平的 根本 尺度, 把 坚持 科学的 理论
指导 同坚持崇高的学术追求有机统一起来。

真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 观, 牢固 确立 中国特 色社 会主 义理论
体系的指导 地位, 巩固 全党全 国人 民团结 奋斗 的共 同思想
基础, 迫切需要深 入研 究和准 确阐 述马克 思主 义中 国化最

二
立足现实, 就 是要 准确把 握时 代精神, 充分 体现 民族

新理论成 果的 时代背 景、实践 基础、科 学内 涵、精神 实质
和历史地位; 实现全 面建 设小 康社会 的宏 伟目标、 切实履
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 史使命 和积 极推进 中国 国特 色军事
变革, 迫切需要深入 研究 回答 重大理 论和 实际问 题, 不断

特色, 不断推 进理 论创新。 在新时 代、新形 势下 继承 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和 民族精 神并 使之 发扬光 大, 是当 今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 和学 科体系 建设 的一 项重要 使命; 作 为时
代精神 的反 映, 哲 学社 会 科学 必须 贴 近 实际、 贴近 生 活、

推进理论创 新; 丰富 人们 的精 神世界, 增 强人 们的 精神力
量, 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 长的 精神文 化需 求, 激发 部队广
大官兵的战 斗精神, 迫 切需要 提供 更多更 好的 精神 文化产

贴近 群众, 努 力回应 时代 提出的 重大 课题, 不 断推进 理论
创新; 要准确 把握 当今世 界的 发展 趋势, 全方 位、多 视角
地吸取当今世界 各国 不同学 术流 派的 思想精 华。我们 只有

品; 面对世界范围各 种思 想文 化相互 激荡, 迫 切需 要巩固
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 态领 域的指 导地 位, 大力 弘扬 和培育
民族精神。这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任务。

立足当代又继承 民族 优秀文 化传 统, 既立 足本 国又充 分吸
收世界文化 优秀 成果, 着 力从博 大精 深的传 统文 化中、从
激昂向上的革命 文化 中、从健 康有 益的外 来文 化中汲 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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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力量, 积极推动 学术 观点 创新、学科 体系 创新 和科研
方法创新, 才能不 断取 得新成 果, 解决 新问 题, 才能 在当
今世界风云变幻, 甚至充满威胁的意识形 态领域赢得 主动,

理论联系实 际的 马克思 主义 学风, 严 谨而不 保守, 活 跃而
不轻 浮, 锐意 创新而不哗众取宠, 追求真理 而不追逐 名利,
修身与治 学 相统 一, 成 为对 祖 国和 人民 有 贡献 的学 问 家。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

同时 要认真研究哲学社会 科学 的成 果及人 才评 价与自 然科
学的 差异, 努 力探索 规律, 建 立适 应哲学 社会 科学特 点的
教学 评价、科 研评价和职称评定方法与机制。

突出特 色, 就 是要 面向 党和国 家、军队 建设 的重 大战
略需求, 形成优势。我 们在谋 划哲 学社会 科学 建设 的学科

在国防与军 队建 设领域, 忠实履 行新 世纪新 阶段 我军
历史 使命, 切 实做好 军事 斗争准 备各 项工作, 哲学社 会科
学也具有十分重 要的 地位和 作用。 只要我 们能 够始终 坚持

布局、制定学科建设 战略 时, 要面 向积极 推进 中国 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和 新世纪 新阶 段意识 形态 工作 的重大
战略需求, 面向国防 和军 队建 设对人 才培 养、科学 研究和
社会服务的 现实 需求, 形 成特 色和优 势。面对 国内 外复杂
形势, 胡主席提出了 新世 纪新 阶段我 军历 史使命, 我们要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下有 效维护领 土、信息、
海洋、太空、电 磁空间 安全, 在 高技 术密 集作战 条件 下充
分发挥武器 装备综合 作战 效能, 在 完成多 样化 军事 任务中
灵活应用各 种军事力 量和 保障手 段, 将面 临陆 海空 天等有
形战场和电 磁空间、认 知领域 等无 形战场 的全 面较 量和官
兵技能、智 能、体能、意 志的 全面考 验。这 不仅 事关 自然
科学, 而且 必然涉 及政 治、经济、法 律、历 史等 诸多 哲学
社会科学领 域的问题, 要求我 们必 须加强 哲学 社会 科学研
究与教学工 作, 充分 发挥 其在 办校治 学中 的导向 作用, 为
学校思想政 治建 设、道 德文 化 建设 和人 文 环境 建 设服 务,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 决策和 重大 战略问 题提 供理 论支持
和咨询参考, 为军队 建设 和院 校发展 提供 思想保 证、精神
动力和智力 支持, 成 为中 国特 色、中国风 格和 中国 气派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的前 进方向 , 统一思 想, 真抓 实干, 我 们的 哲学 社会
科学学科建 设就 一定会 迈上 新的台 阶、开创 新的 局面, 就
一定能够构建无 愧于 时代和 使命 哲学 社会科 学学 科, 使我
们的哲学社会科 学在 全面建 设小 康社 会、开创 中国特 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 程中,
发挥具有不可替 代的 作用, 也 是我 们作为 哲学 社会科 学工
作者 能够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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