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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2003 ～ 2012)

毛 胜

［摘要］2003 ～ 2012 年，学术界掀起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高潮。所取得的成果，形式多样，包括编

辑了一些重要文献资料，整理了不少回忆史料，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著，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召

开了规模各异、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等等，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不断发展，及其影响范围广泛、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较之以往，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与军

队建设、国际战略与外交、党的建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等各个领域全面

地、纵深地向前推进，而且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气氛，产生了不少厚积薄发的重要著作。伴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成为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该时期毛泽东思想研

究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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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3 年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在近十年掀起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高潮。较

之以往，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仅全面地、纵深地向前推进，而且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气氛，产

生了不少厚积薄发的学术论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对 2003 年至 2012 年间

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概况、重要成果、存在问题与努力方向进行简略的综述，希望对推动毛泽东思想

研究有些帮助。

一、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形式多样，包括编辑了一些重要文献资料，整理了不

少回忆史料，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著，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召开了规模各异、形式多样的学

术研讨会等等，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不断发展，及其影响范围广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 一) 重要文献资料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前提和根基是毛泽东的著作及相关文献资料。近十年来，《毛泽东论

林业》( 新编本)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修订本)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③、《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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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 《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

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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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 1921—1975) 》①、《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②等相继出版，特别是《毛泽东传( 1949—
1976) 》③的完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档案资料。

此外，周恩来④、刘少奇⑤、朱德⑥、任弼时⑦、邓小平⑧、陈云⑨、叶剑英瑏瑠、李先念瑏瑡、杨尚昆瑏瑢等其他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年谱、传记，以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瑏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编年》瑏瑤、《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瑏瑥等资料集瑏瑦的推出，虽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

专题著作，但或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毛泽东思想研究同样不可或缺。
( 二) 回忆史料

回忆录与口述材料，尤其是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与讲述，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深入研

究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价值。这个时期出版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瑏瑧、《汪东兴回忆: 毛

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瑏瑨、《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瑏瑩、吴冷西《回忆领袖

与战友》瑐瑠等著作瑐瑡，都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新材料，对深化毛泽东思想一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帮

助。另外，《在毛泽东身边———106 位毛泽东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瑐瑢、《在毛主席身边二十

年》瑐瑣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录的出版发行，也提供了大量亲见亲闻、生动丰富的研究资料，有

助于毛泽东思想一些领域的研究。
( 三) 工具书

工具书的出版，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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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思想年编( 1921—1975)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1 ～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1 ～7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2008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朱德年谱( 1886—1976)》(新编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任弼时年谱( 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任弼时传》( 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

( 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陈云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叶剑英年谱( 1897—198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 《李先念传( 194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李先念传》编写组等编: 《李先念年谱》，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杨尚昆年谱( 1907—1998)》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本丛书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从 2004年起开始由当代中国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到 2011年，已出到 1959年卷。
本丛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从 1997 年起开始由中共党史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2007 年出了第 13 ～ 17

卷，2012年出了第 18 ～21卷。
这方面资料集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8—196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2011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 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版;沈志华、杨奎松主编: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 2009年版;等等。

苏维民: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汪东兴: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丕显: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吴冷西: 《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
这方面著作还有，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李海文整理: 《师哲口述: 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版;杜润生: 《杜润生自述: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
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崔奇: 《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等等。

王震宇主编: 《在毛泽东身边———106 位毛泽东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孙勇: 《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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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①，是一部系统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及其丰富内涵的大型理论

工具书，便于研究者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查阅毛泽东著作中各方面的重要论述。

李捷主编的《毛泽东著作辞典》②，全面反映了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要著作的时

代背景、思想内容和版本等方面和编辑出版情况，并扼要反映了学术界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翻译、

研究等方面的情况。王紫根编纂的《毛泽东书典》③，收录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已出版的毛泽东著

作和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著作辞目 4800 余条，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介绍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毛泽

东研究图书的专门辞典。

此外，周一平的《毛泽东生平研究史》④，对毛泽东生平研究的发展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毛泽

东研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胡为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⑤，在论述毛泽

东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的基础上，详实地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在各时期的宣传和研究情况。这两本

书对于研究者了解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史和基本情况有很大帮助。
( 四) 学术论著

近十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学者们将宏观视野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推

出了不少学术精品力作。其中，有的作品在原版本上进行了修改和增删，体现了研究者的认识进步

和精益求精。比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中，逄先知、李捷的《毛泽东

与抗美援朝》⑥，生动翔实地描述了毛泽东制定和实施抗美援朝决策的全过程，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

史细节。李捷的《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⑦，围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内政外交的战略思考与重

要实践，讨论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 26 年的政治生涯。陈晋的《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

读》⑧，通过解读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全部诗词，探求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和现当代历史的

互动关系。陈晋的《读毛泽东札记》⑨，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读书做人的内修之道和治国理政的经验

智慧。唐洲雁的《毛泽东的美国观》瑏瑠，总结了毛泽东一生对美认识的全过程，深入分析了他在不同

时期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瑏瑡，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

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黄允升的《毛

泽东三落三起: 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与曲折》，展现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应用

于中国革命实践，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瑏瑢。顾龙生在《毛泽东经济年谱》瑏瑣基础上修订而成

的《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瑏瑤，较为翔实地梳理和介绍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经济观点、

经济设想以及毛泽东的经济工作实践等。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瑏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瑏瑦等权威性研究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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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捷主编: 《毛泽东著作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王紫根编纂: 《毛泽东书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周一平: 《毛泽东生平研究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胡为雄: 《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逄先知、李捷: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李捷: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晋: 《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万卷出版公司 2004 年版。
陈晋: 《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唐洲雁: 《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张素华: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年版。
黄允升: 《毛泽东三落三起: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与曲折》，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顾龙生编著: 《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顾龙生: 《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红旗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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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①、《20 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②等通史性成果，都涉及

到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诸多方面，特别是提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宏观背景，是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另外，党校、高校系统为教学之用，还编写了一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③。尽管这类教科书不同

于学术著作，但它们是研究者的入门读物。
( 五) 学术研讨会

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界召开的研讨会非常之多，这对加强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

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 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中央召开了隆重的座

谈会。同时，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成果④。除此之外，不少地方与系统也

召开了研讨会，出版了多本论文集⑤。
2006 年 9 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

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深入地系统地研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⑥。类似于这样的会议，或者是围绕毛泽东思想

某个专题研究的会议，在这十年间经常召开⑦。
( 六) 学术论文

毛泽东思想研究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所以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大。检索中国知网的学术

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含“毛泽东”为题名的文章，达到 2． 3 万多篇; 含“毛泽东”和“思想”为题名的文章，

也达到 8000 多篇。尽管其中有很多是宣传性、纪实性文章，但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研

究的论文数量是十分可观的。在下面的研究综述中，将提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不再举例。

二、研究综述之一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与军队建设、

国际战略与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现了该研究的连贯性和全面性。
( 一) 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

在学术专著方面，取得了不少专题研究成果。比如，张俊国等人深入研究了毛泽东发展生产力

的思想与实践⑧。张汝梳理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上的认识

脉络⑨。钱守云对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瑏瑠。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个时期的侧重点明显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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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金冲及: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彭明主编: 《20 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比如，王顺生主编: 《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比如，《毛泽东与 20 世纪的中国: 全国高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永远的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等等。
会后出版《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比如，2009 年 9 月、2010 年 10 月、2011 年 11 月、2012 年 6 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与相关单位相

继举办了“毛泽东与新中国”、“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弘扬西柏坡精神，加强新时期党
的建设”学术研讨会。此外，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等研究团体，也定期
举行学术活动，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前进。

张俊国等: 《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
张汝: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钱守云: 《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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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包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①、对计划经济的探索②、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

索③、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④，以及毛泽东与国民经济调整⑤等。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李伟总结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意义，认为毛泽东解决新经济问

题的思想和办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解决了那个年代中国两个最大的

经济难题: 一是“中国的红色国家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问题，二是

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⑥

( 二) 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

在学术专著方面，蒋国海对毛泽东的民主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⑦。王玉云梳理了毛泽东工

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主要内容⑧。姚植传史论结合地对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演

变、基本内容及为我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做出的贡献进行论述⑨。谢一彪从各个历史时期系统地研

究了毛泽东人权思想瑏瑠。张俊国阐述和评价了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瑏瑡。王秀华、程瑞山阐释了毛泽东

的政治伦理思想瑏瑢。
同经济思想一样，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

究的热点。比如，学者们就“双百”方针与民主政治建设瑏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思考瑏瑤，以

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贡献瑏瑥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如何辩证地认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及其价值，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房宁认为毛泽

东民主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值得肯定，这就是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透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实

践，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寻找民主的适当方法和

适当形式。二是民主的功能有限，不能对民主政治抱不切实际的期待。瑏瑦 还有学者深入研究了毛泽

东的协商民主思想，强调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并结成硕果。毛泽东的

民主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但这并非主流。瑏瑧

2007 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 50 周年。学者们或重返历史现场，

或联系现实，对这篇重要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瑏瑨。还有学者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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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吴易风: 《毛泽东论经济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朱佳木: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武力: 《毛泽东对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党的文献》2006 年第 5 期。
黄伟: 《毛泽东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思想探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鲁振祥: 《试论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6 期。
李伟: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几点讨论》，《探索》2007 年第 2、3 期。
蒋国海: 《毛泽东的民主观》，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玉云: 《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版。
姚植传: 《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探析》，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谢一彪: 《毛泽东人权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张俊国: 《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王秀华、程瑞山: 《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梁柱: 《毛泽东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文献》2003 年第 1 期。
郭学旺、赵跃先: 《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政治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王秀华、程瑞山: 《冲突与和

谐:毛泽东政治秩序理念及其当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聂月岩: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 年第 6 期。
房宁: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9 期。
王平: 《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当代思考》，《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
比如，石仲泉: 《如何看待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张化:

《关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姚宏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文献》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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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有现实意义的观点。①

( 三) 关于毛泽东文化思想

毛泽东不仅对文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他自身就散发出文人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毛

泽东文化思想一直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话题。陈晋在其两本专著中，既深刻地探讨了毛泽东的文

化性格②，又生动地展现了文人毛泽东的风采③。这一时期，学者们还围绕毛泽东对文化领导权④、

文化话语权⑤、文化民族性⑥、国家文化安全⑦等问题的认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始终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对此，张小平认为，在毛

泽东的视野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并非是一对截然对立的范畴，主张融合中西文化的优点建设新文化

是毛泽东所持文化观的基本立场，批判地继承并予以彻底的改造，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根本主

张。毛泽东吸收传统文化中唯物论、辩证法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即毛泽东思想。⑧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董学文认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 一是集中解决了作家、艺
术家与群众结合的问题; 二是高度重视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意义问题; 三是创造

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途径问题⑨。
( 四) 关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

近十年，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民生思想得到关注和重视，并开展相关研究的

重要时期。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研究的情况，杨光辉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瑏瑠。在该方面的研究中，新

中国成立初期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时间点瑏瑡。

关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蒋国海总结为以下几点: 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想和

目标的追求与设计; 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社会建设方针;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指导

社会建设的方法论; 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 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建设服务瑏瑢。
( 五) 关于毛泽东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

在修订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一书中，廖国良、李士顺、徐焰以中共领导革命战争和国

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为线索，史论结合，实事求是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

程，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及指导意义，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建军、战争和作

战、国防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践瑏瑣。此外，学者们围绕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瑏瑤、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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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王伟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7年第 1 期;柳建辉、陈莉莉: 《和谐社会构建与借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理论学刊》2007 年第 11 期;雷国珍: 《论毛泽
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陈晋: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晋: 《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韩毓海: 《“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 年第 1、2 期。
黄力之: 《论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哲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周建伟: 《毛泽东文化民族性命题之意蕴》，《党的文献》2011 年第 2 期。
王素立、武树霞: 《论毛泽东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河北学刊》2009 年第 2 期。
张小平: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 年第 1 期。
董学文: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 年第 4 期。
杨光辉: 《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几点看法》，《史学月刊》2011 年第 4 期。
翁有为: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要民生问题的处理和思考》，《东岳论丛》2011 年第 10 期;郑云天: 《1949—1956 年毛泽东关

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党的文献》2012 年第 3 期。
蒋国海: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新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 年第 1 期。
廖国良、李士顺、徐焰: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
夏征难: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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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美援朝①、毛泽东与军队现代化②等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分量的成果。
( 六) 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

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王国学分时间段阐述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国际战略思想③。李久

林深入探讨了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基本特点④。曹泳鑫总结了毛泽东新中国国际

战略思想理论的特点，体现在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创建新型周边关系和艰难处理大国关系，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现代化战略，变革国际旧秩序、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重视非物质力

量的革命乐观主义等方面⑤。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这个时期，学者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⑥、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打破苏联的包围⑦、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认识⑧、对“一条线”的构想⑨、对世

界多极化的思考瑏瑠等重要专题上，取得了很多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围绕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展开了深入探讨。姜安认为，作为中

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

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

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瑏瑡。宫力也强调“三个世界划

分”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岁月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客观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助于人们从更高层次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瑏瑢。对此，何理在肯定“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同时，也指出其历

史局限性在于，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世界

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瑏瑣。
( 七) 关于毛泽东党建思想

一如既往，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在近十年继续拓展。其中，毛泽东执政思想和执政党建设思

想，是这个时期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关于毛泽东执政思想。张勇深入分析了毛泽东执政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基础和文化底

蕴，梳理了毛泽东执政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分析评价了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局限性瑏瑤。

此外，权宗田以人民观的视角，较为新颖地研究了毛泽东执政思想瑏瑥。

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贡献。邵维正分析指出了毛泽东的四个开创性思想理

论: 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革命法宝”和“伟大的工程”，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首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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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正确而辉煌的运筹帷幄》，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年版;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
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鸿、舒爱萍: 《毛泽东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王国学: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李久林: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出版社 2006 年版。
曹泳鑫: 《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特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 年第 2 期。
廖心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打破西方封锁和包围的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08 年第 4 期。
廖心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10 年第 6 期。
贺艳青: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第三世界》，《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宫力: 《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5 期。
石斌: 《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及其战略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姜安: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
宫力: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8 期。
何理: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张勇: 《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权宗田: 《人民观视角下的毛泽东执政思想》，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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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载体，首次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①。石仲泉也总结了

四点: 着重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夺

取胜利的法宝; 发扬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②。此外，还有学者专题研究了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③、健
全和完善中央领导体制④等问题的探索，并总结了毛泽东探索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⑤。

三、研究综述之二

近十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现代化思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理

论、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全面地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关系，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一)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

有学者回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认为大致有三个阶段，即 1957 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

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 年到 1977 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概念

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 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⑥。

近十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迈入了新阶段，提出了很多创见。比如，王南湜对毛泽东辩证

法中的中国传统哲学元素⑦，李维武对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⑧，都发表了一家之言。关于毛

泽东的价值观⑨、历史观瑏瑠、美学思想瑏瑡等问题，也有重要的成果出现。

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环节。沧南等人围绕毛泽东方法学的主题，详细阐

释了“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矛盾分析

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原则”等内容瑏瑢。涂大杭阐述了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形成、要素、鲜
明特色等内容瑏瑣。

此外，欧阳英重新解读了毛泽东实践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意义瑏瑤。钟伦荣从多个侧面介绍了毛泽

东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生、科技、军事等众多方面的价值观瑏瑥。王彩玲对毛泽东早期伦理思

想中积极的启蒙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瑏瑦。王恕焕对毛泽东关于人生的学说进行研究，阐述

其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瑏瑧。张忠良瑏瑨与熊芳、雍涛瑏瑩分别阐述了他们对毛泽东人学思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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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 《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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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河北学刊》2003 年第 6 期。
沧南主编: 《毛泽东方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涂大杭: 《毛泽东思维方式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
欧阳英: 《重读毛泽东:毛泽东实践思想的当代语境分析》，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钟伦荣: 《毛泽东的价值观》，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彩玲: 《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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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于毛泽东现代化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郭根山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视角，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制度选择、战略选择、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

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①。也有学者围绕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②、毛泽东与

农业现代化③等专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关于毛泽东对现代化事业的贡献。汪裕尧立足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解
放和富强而奋斗的整个历史过程，从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制定目标、提出战略、探索规律等十个方

面，较好地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卓越贡献④。

关于毛泽东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失误。王明生认为，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政策选择上，毛泽东注

重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现代化建设，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

展的反作用，强调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意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对知识和知识分子、

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重视⑤。
( 三)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探讨。曹屯裕、肖东波等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

史前提、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理论创见、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拓与理论创新、独创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全新理论、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成功开拓等专题，对毛泽东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和阐述⑥。

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庄福龄研究指出，毛泽东在这方面有四大创举:

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开辟，是对列宁提出的东方各族人民所面临的特殊任务的重大理论创新; 通过

深入细致的整风学习，既成功地更换了思想路线，又实现了全党对指导思想的新抉择; 创造性地以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指针，寻求一条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依靠

民主“新路”到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力图扭转形势，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更好

地结合⑦。

此外，学者们就“结合”原则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⑨、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自身条件瑏瑠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后，学术界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瑏瑡

( 四)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争论比较多的问题。这段时间里，关于这个问题的

分歧依然不少，但研究成绩还是很大的。

6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郭根山: 《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视角》，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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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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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著、韩钢诠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对“新民主主义社会

论”问题的提出、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基本内容及其在建国前后的历史命运，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同新民主主义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阐发①。刘晶芳全面考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来

源、形成发展的曲折历程，以及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等②。陈娟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的形成、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发展历程，并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论

述③。此外，学者们还就《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④、新民主主义论理论的来源⑤、革命转变问题与新

民主主义理论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前终结⑦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 五)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自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并明确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而且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梳理和分析⑧。

其实，关于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始终是学者们重视的问题。近十年来，这

方面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比如，关于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⑨、毛泽东对建设社

会主义的构想瑏瑠、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内容瑏瑡，都有比较到位的宏观分析。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李捷通过梳理从毛泽东思

想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发展进程，作出了深入的阐释瑏瑢。对此，石仲泉瑏瑣、刘建武瑏瑤等人也进行了分

析和讨论。郑东艳在其专著中，以丰富的史料、大量的文献为依据，对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积极理论成果进行了详细梳理瑏瑥。
( 六) 关于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毛泽东思想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正如学者所言: “加强

对国外学者现有毛泽东研究成果的考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成

果意在引导研究者开拓理论视野，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毛泽东研究领域可能

存在的新的‘真问题’，进而引发思考与争论。”瑏瑦

关于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状况，有学者从总体上加以介绍和总结瑏瑧，也有学者围绕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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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武: 《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郑东艳: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渊源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尚庆飞: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领域若干基本问题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 9 期。
萧延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张晓峰、杜义

朝: 《国外毛泽东研究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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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①、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②、《矛盾论》之解读③、毛泽东与民粹主义④

等专题，以及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⑤、韩国的毛泽东思想研究⑥等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些都

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海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近十年来，有关毛泽东研究的翻译成果有很多。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编辑推出了一

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菲力普·肖特⑧、近藤邦康⑨、尼·特·费德

林瑏瑠，从各自的角度和侧面对毛泽东生平思想进行了研究。

也有学者指出了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张琳通过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

学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分析，指出: 一些西方学者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夸大毛泽

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异性，实际上是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

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文化意义，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瑏瑡。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建议

由上可见，近十年来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其数量之多，是本文所不能

完全概括的。而且，学者们还就毛泽东思想的诸多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比如，其他党和国家领导

人与毛泽东思想瑏瑢，毛泽东与党的重要会议瑏瑣，等等。此外，一些研究不完全属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

范围，但又与毛泽东思想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至少可以为更好地探讨毛泽东思想提供更宽广的视

野。比如，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思想与实践瑏瑤，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与失误瑏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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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仍然是石仲泉、唐洲雁十多年前就

已提出的几个问题:“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

吸收; 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述方式; 研究的

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 研究的创新意识不

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的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因而鲜见能够

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工力。”①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研

究工作中，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应该予以重视，把毛泽东思想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对此，李捷在“毛泽

东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②能够给我们很多指导和启发。他特

别强调: 我们是“站在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

最大的新特点”。据此，他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

思想研究的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法论研究五个方

面展开了具体论述，无不发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是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唐洲雁根据研究会的 18

次年会情况，展望新世纪新阶段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和改

进: 必须要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视角; 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找准着眼点，抓住突破口;

必须采取普遍联系的方法，与相关学科、相关领域和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必须进一步改进

具体的研究方法③。

无独有偶，胡为雄也对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进行了总结性分析。他指出: 不足之处主要

表现在: 对原材料的整理、研究未予以更大的关注;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对毛泽东的非哲学专著中的

哲学思想研究不够深入、全面; 对毛泽东后期哲学思想的研究非常薄弱。以上这些不足促使我们作

出相应的补救措施，以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宜先拓宽的相应为如下领域: 一、原材料

研究领域; 二、研究方法领域; 三、毛泽东的非哲学专著领域; 四、毛泽东后期哲学思想领域。④ 尽管

他们是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来说的，但这对于毛泽东思想各领域的研究，都有借鉴意义。

此外，在大部分毛泽东著作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下功夫采访和整理口述史料，发掘其他档案材

料，显得迫切而重要。在影响研究进步的学风问题上，我们也要有学术批评的勇气，例如周一平对

《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的校勘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

索、毛泽东早年和晚年时期的思想等领域，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研究。

一言以蔽之，我们所要做的，不是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是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努力

奋斗，力争更大的成绩。正如毛泽东诗中所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 本文作者 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 侯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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