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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0 年研究信息计量实证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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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曲阜师范大学 图书馆; 2．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 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下简称《正处》) 研究的 60 年学术史大致分为兴起、低落、复苏、发
展、兴盛、稳定 6 个发展阶段。信息计量学普赖斯定律测定所得核心作者及其贡献，汇聚了在史料挖掘、改革思想渊源、

理论地位评价、实践指导意义等方面的权威成果。主要研究场域呈现出文本解读、史料支撑、早期研究等不同侧重点的

研究特长。高频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分析还原了《正处》研究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时代价值、对《正处》重新

认识和评价、产生背景、理论贡献 5 个主题热点。有近三成重复性研究缺乏创新性，相关实证研究有待挖掘。《正处》的

基本思想观点在新时代化解重大矛盾中的指导作用、实践价值，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等是后续

研究应关注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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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经典文献。
本文的文献统计范围覆盖以“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题的期刊论文和博硕

士论文。具体以收录文献较为广泛的中国知网数

据库和万方知识服务平台为数据源，以“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或“正处”为检索词

进行篇名检索; 作者及机构统计以独立作者或第

一作者为准。在所得结果基础上剔除稿约、启示、
会议通知等非学术文章，共获得 385 条有效信息

作为研究样本，检索时间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一 学术史梳理与学术影响力分析
( 一) 研究历史回顾

根据发文量的阶段性变化，结合具体研究内

容把 60 年《正处》研究学术史划分为 6 个阶段
( 见图 1) 。

第一，《正处》研究的兴起阶段( 1957 ～ 1965

年) 。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正处》
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各界立即掀起

学习、宣传、研究《正处》的高潮。到 1961 年 4 年间

共发文 53 篇，年均发文 13．25 篇。最早是 1957 年 7
月《人民教育》刊载的《在风雨中提高自己———学

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该文强

调了学习《正处》的重要意义，结合知识分子改造、
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等教育工作实际，谈了学习
《正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体会。此后，相

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文章陆续出现，到 1958 年 6
月《正处》发表一周年之际，发文达 26 篇，形成第一

个发文高峰。文章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

高度评价毛泽东人民内部学说的重大理论贡献，在

诸如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

领域的核心问题上分析其理论创新，并结合作者自

身工作实际，阐释《正处》所论述 12 个方针的具体

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1958 年“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社会背景，为《正处》的解读烙

下了独特印记，将《正处》中的矛盾学说与时代背

景紧密结合的读后感、纪念文章占很大比重，1960
年《正处》发表三周年，论文量重新飙升达 2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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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正处》的重大现实意义，剖析我国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解决方

法成为多数论文的主题。

图 1 《正处》60 年研究发文量及被引量走势图

第二，《正处》研究的低落阶段( 1966 ～ 1977
年) 。时值十年文革，《正处》研究倍显萧索和沉

寂，共发文 23 篇，其中 1968～1973 年没有相关论

文发表，出现发文断档。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作成

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时有混淆，《正处》的基本思想与党和国家的实践

主题殊难契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研究和宣传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显然不合时宜。到“文

革”结束后期，虽有零星的文章关注《正处》，但也

是把关注重点放在《正处》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关

论述，为当时的“批林批孔”寻找理论依据，或试

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探寻思想

来源①。文章的一些观点与《正处》的本意相去甚

远，是对《正处》的误解或曲解。
第三，《正处》研究的复苏阶段( 1978 ～ 1986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重新

审视、客观评价这一经典文献。着重分析《正处》
产生的历史背景、客观解读其理论蕴含和价值意

义，以求实现对《正处》“工作重点转移”主题和基

本理论的正本清源②。尽可能呈现毛泽东在《正

处》中的“发展生产力”倾向及其对“四个现代化”
的重大意义。有文章首次指出《正处》的失误，从

历史渊源、产生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等

方面论证了《正处》的历史地位③。
第四，《正 处》研 究 的 发 展 阶 段 ( 1987 ～

1997) 。1987 年为《正处》发表 30 周年，共发文

10 篇。学术界重新认识和思考《正处》提出的社

会主义矛盾理论，积极探索其现实价值，在重新解

读和研究的过程中，探讨《正处》把“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大意

义。1993 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相关研究发文

量达到 12 篇，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

何汲取《正处》核心思想，探究社会主义发展动力

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结合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文化教育、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探讨《正处》
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当代价值和对于

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意义。1997
年《正处》发表 40 周年，发文量达 38 篇居历史新

高。多数论文从历史视角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

学说的理论渊源、生成过程进行追溯，阐释其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特别是对正式发

表稿与原讲话稿不同之处的比较、分析与解读，正

视《正处》的历史局限和理论缺陷，以期给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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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更加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五，《正处》研究的兴盛阶段( 1998 ～ 2007

年) 。从 1998 到 2006 年的 9 年中首次出现非纪

念年份的连续不间断发文现象，9 年共发文 31
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

的大背景下，学界对《正处》现实意义进行了持续

关注和挖掘: 结合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剖析党的改

革理论，分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来源; 注重
《正处》文本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详尽地还原这篇

重要文献的诞生经历，对文献形成、版本源流做了

细致考证。《正处》在理论上的局限及启示备受

关注，主要观点有: 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

的作用，对执政党的根本任务认识缺失、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方法单一、过于注重矛盾的斗争性等。
2007 年《正处》发表 50 周年，相关研究论文高

达 66 篇，是所有年份最高峰值。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使这

一主题研究热度达到顶点，当年有 42 篇文章关注

此话题。论者剖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与构建和谐

社会理念一脉相承的关系; 审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

盾的新形式、新特征，思考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原则，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和方法

等; 讨论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 思考毛

泽东政治文化取向及其思维方式和特征。
第六，《正处》研究的稳定时期( 2008 ～ 2017

年) 。这一阶段共发文 112 篇，年均发文 11．2 篇。
除 2008 年受 2007 年高发文惯性影响，2017 年 60
年纪念发文量小幅回升外，本阶段发文量总体稳

定均衡，说明学界对此主题的关注态度趋于成熟。
研究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正处》与《论十

大关系》等著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早期探索的

重大意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研究的出

发点、解决方法原则的系统解读，对《正处》关于
“主要矛盾”的再探讨、《正处》在国际上的传播及

评价; 其二，深入探讨《正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意义、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支

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影响以及《正

处》所蕴含的和谐理念等; 其三，《正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研究。分析了《正处》蕴含的政治教育

思想及意义、探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内
容和原则; 其四，《正处》哲学思想研究。矛盾理

论的逻辑分析、辩证法思想的当代价值、对立统一

规律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之道、《正处》对矛盾

特殊性理论的运用、深化及发展、社会主义改革的

哲学基础的渊源; 其五，《正处》思想具体运用研

究: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解决路径、基层矛盾

的化解方法、危机管理原则、政府维稳工作的新思

考、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等。其六，从历史价

值、当代意义、研究述评等方面对《正处》60 年开

展纪念性研讨。
( 二) 文献影响力回溯

“文献影响力反映的是文献未来研究工作的

继续、应用、发展或被评价的程度，文献的被引频

次 越 来 越 广 泛 地 被 用 以 评 估 科 研 成 果 的 影 响

力。”①图 1 显示《正处》60 相关文献年总被引 138
篇、506 频次，占总比 45%。被引量与发文量走势

基本一致，表明该主题的研究质量与研究数量大

体呈同步发展态势。1996 年以前年均被引频次

低于 1，被引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此时的文

献传播度和影响力较低。1996 以后年均被引频

次开始上升，2002 年达到 9．5 的顶峰，表明这一年

论文的影响力最大，受后续研究者关注较多，对其

评价、参 考 等 延 展 性 的 研 究 较 为 集 中。2003 ～
2011 年之后年均被引频次震荡回落，文献的学术

影响力较前期有所减弱。从总体看，在新时期学

术繁荣阶段，学术界的引文意识逐渐提高并日渐

成熟，《正处》相关论文影响力持续生效。2015 ～
2017 年被引量趋势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该时段

离本文调查时间较近，此时相关文献的学术价值

受时滞影响，在客观上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所致。

二 《正处》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在各学科领域造诣较高、学

术活动较频繁、发表论文较多从而影响较大的作

者。他们在学科发展中发挥着导向作用。”②“在

信息计量学中，用于测评核心作者的指标有两个，

一是发文量 ( 重要性评价) ，二是被引量 ( 影响

力评价) 。”③60 年来《正处》研究作者发文最多的

数量是 3 篇，作者文献累计被引量为 506 次，依据

信息计量学“普赖斯定律”④可知核心作者发文量

的最低下限为:

Mp = 0．749 × Np槡 max = 0．749 × 槡3 ≈ 1．3
累计被引频次最低下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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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 0．749 × Nc槡 max = 0．749 × 槡506 ≈ 17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的取整原则可知，确定发

文量大于等于 2 篇且累计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17
次的作者即可为《正处》研究的核心作者，统计见

表 1。
逄先知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经历和长期的毛

泽东文献整理与研究积累，使其在《正处》研究上

具备独特的学术资源优势，与李捷合著的《一篇

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是目前关

于《正处》研究中历史资料最为详实的权威文献。
文章分上中下三部分系统考察了《正处》从酝酿、
形成、修改到最后发表的完整生成过程，细致考察

了《正处》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梳理了毛泽东关

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从思考酝酿到最终问世的曲

折历程，为全面理解《正处》思想内涵、全面把握

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支持。
表 1 《正处》研究论文核心作者

作者姓名 发文篇数 累计被引

逄先知 3 43

周新城 3 17

金春明 2 18

张启华 2 17

经济学家周新城深刻阐释了毛泽东人民内部

矛盾学说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关系，指出
《正处》对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判断内在的规定

了改革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非对抗性

的认识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和原则，同时

剖析了《正处》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内在关联，认

为《正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

渊源。另外，周新城还分析了《正处》对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金春明系统阐述了《正处》对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创新，客观分析了其历史局

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得出《正处》是毛

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高峰的结论。张启华

注重探究《正处》理论的实践意义，分析我们党在

贯彻《正处》过程中的失误，同时阐释《正处》理论

与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关系。

三 《正处》研究场域分析
( 一) 核心期刊统计分析

根据下载数据经 bicomb 统计软件去重处理

可知，60 年来刊载《正处》研究的期刊共有 234
种，图 2 是发文量相对集中的前 16 种期刊，共发

文 84 篇，占总比 22．7%。
《毛泽东思想研究》作为第一家专门研究和宣

传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刊物，共发表《正处》研究论

文 13 篇，是发文最多的期刊。1991 ～ 1993 年间的

文章主要对《正处》修改稿进行评析，对《正处》之

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

意义进行探究; 1997～1998 年侧重探讨《正处》在改

革开放新时期的方法论启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生活主题”思想。2007 年刊发的文章主要为

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主要特征、如何构建和谐社

会，以及史实回溯、现实意义等综合性研究。

图 2 《正处》论文主要刊载期刊

《党的文献》以文献资料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为《正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自 20 世

纪 90 年代起陆续有《正处》研究论文发表，有学

者系统回顾了《正处》发表之初的社会反响，也有

论者认为《正处》蕴含了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主要

矛盾”思想的萌芽。自 2007 年起，《党的文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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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以《正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

系、《正处》在国际上的传播等为主题。
《学术月刊》发表相关文献 8 篇，主要刊载于

1960 年以前，是早期讨论《正处》思想的代表性期

刊。相关论文重点探讨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与我

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关

系、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与加强共产

主义信念的关系、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的理论在财政税收、教育、理论教学、工商界“思

想改造”等实际工作中的指导作用等问题。
( 二) 研究机构分布

图 3 为《正处》发文作者的机构分布，结合图
4 可看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的高等院校马克

思主义研究机构是《正处》研究作者最为集中、发
文量最大的部门，专业使命和学科背景原因使这

一研究的学术物理重心集结于此，将《正处》与马

克思主义原理、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学理性论著较

为多见，长期专业训练和学术积累使此类机构的

研究呈系列化、系统化特征。以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核心的科研院所，

是《正处》研究的传统支柱型机构，凭借权威可靠

的历史资料和学界浸淫多载的资深专家，能够把

握学术动态、引领学术方向，是高影响力文献和高

被引作者集中区域。以中共中央党校为主的党校

系统也是《正处》研究主要机构，结合我国社会主

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紧扣时代脉搏、关注

实践中的路径和方法，注重讨论《正处》的指导意

义和现实价值是这些机构论者的特点。

四 《正处》研究的热点主题分析
任何一项研究都是研究者在问题意识引领

下，自觉地围绕着有意义的特定主题展开的。本

文运用关键词共词聚类分析法还原《正处》研究

热点主题，“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以共词出现的

频率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在文

献群的主题中，通过聚类分析，能把这些关联密切

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①，这些类团便反映

出该项研究的内容、主题、热点和现状。
本文利用 Bicomb 书目共现分析系统，获取

385 篇《正处》相关论文的关键词 2 220 个，经高频

词清洗界分后最终得到有效高频关键词 64 个，累

计占百分比 60．13%，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生成

64* 64 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后导入统计软件
SPSS20． 0 分析，生成了可视化的关键词聚类树状

图( 图 5) 。聚类图样本分为若干个类团，我们依

据各类团的中心词及类团性质，归纳出 60 多年来
《正处》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

第一类主题:《正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论述与“继续革命论”的关系研究。《正处》公开

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

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

严重的估计，在《正处》讲话稿的整理修改过程中

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指出“被推翻

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

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

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

摄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

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②。对于这些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成为“文革”期间研

究者的关注重点，受“文革”时期特殊思想和政治

生态的影响，研究者深入挖掘这些论述的思想意

蕴，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联系起

来，认为《正处》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修防修”实践的思想武

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

的理论来源和内在依据，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对
《正处》基本思想的断章取义和片面理解。

第二类主题: 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在《正处》中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社会矛盾

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明确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处理敌我矛盾

要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

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

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关于这一学说的

理论贡献和时代价值，始终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

问题，相关论文数量较多。此类研究主要从三个

方面展开。第一，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研究。从社

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体系结构到内在逻辑关系的分

析，再到基本涵义的解读，学者们都投入了大量精

力。第二，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的地位研究。学者们认为“《正处》坚持用对

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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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捍卫和运用”①;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

力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正处》“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变的反思和总

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贡献”②; 《正

处》“蕴 含 着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合 理‘内

核’”③，“从思想认识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

方针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

果”④。第三，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贡献研究。《正处》与《论十大关系》
是“毛泽东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开创篇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

和发展的逻辑起点”⑤，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进

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⑥。

图 3 《正处》研究作者机构分布

图 4 《正处》研究主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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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第三类主题: 新时期对《正处》的重新认识和
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转入正轨，学者们开始
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实践，

站在思想解放和实践创新的新高度，重新审视和
评价《正处》中的基本理论和命题，相关研究的价
值取向日趋客观，研究结论和评价日趋理性。一
是重新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重要命题，揭示其现
实指导意义。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提示我们，新时
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就是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
矛盾，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体途径就

是改革开放。为此，既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混
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做法，也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二是《正处》中的基本理论在新时期的

发展和创新研究。认为“邓小平在理论、方针、政
策的具体操作及实际应用上都继承并发展了毛泽

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新阶段”①。三是《正处》关于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意义研究②。四是《正处》关于阶级斗争论述的新

认识新评价。有观点认为“《正处》在主要矛盾和

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上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显露出
‘左’的错误理论的端倪”③。也有人认为《正处》
关于阶级的估量体现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反映了当时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④。
第四类主题:《正处》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及

其对由此带来的时代局限研究。学者们对《正

处》形成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进行系统梳理，

并从中探寻《正处》的局限性与缺陷的时代要素。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使苏联社

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得以暴露，波匈

事件使毛泽东强化了加强阶级斗争必要性的认

识⑤。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并引发了群体

性事件，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

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

重大挑战。而《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理论已提供了铺垫，这些因素促成《正处》的

形成。在《正处》从最初的讲话稿到正式发表，经

历了近四个月 14 次修改，时值整风已转入反右派

斗争。“国际反共逆流和国内右派分子的暴乱事

件使毛泽东不可能闸住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惯

性思维”⑥，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形势作了过重

的估计，在思想认识上由纠“左”转向反右，在发

表稿中增加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
第五类主题:《正处》理论贡献和当代价值研

究。有学者把《正处》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三个“首

次提出”，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首次提

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理论;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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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党的八大有关论述，共同形成了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理论的完整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
了巨大的理论贡献①。《正处》的当代价值主要体
现在:《正处》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理论
源泉，对合理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
部群体性事件具有指导作用②; 为发展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作了新的理论概括; 夯实了抵御西方和
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基础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
时期，《正处》提供了正确认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
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南④。《正
处》对人民内部矛盾共性规律的揭示和科学论
断，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方法论的有力指导，也是它
的时代价值所在⑤。

五 结论
( 一) 研究成果

根据上述可视化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正处》
发表 60 年来经历了兴起、低落、复苏、发展、兴盛、
稳定 6 个研究发展期，研究成果丰硕。文献数量
和规模逐渐增加，为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共产党等几个学科
持久关注的课题，彰显了这一著作在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经典魅力。60
年来学界形成了一批以逄先知等为代表的核心作
者群及高影响力论文。以《毛泽东思想研究》《党
的文献》为龙头的学术期刊和以中国人民大学等
为主的机构形成了《正处》研究的核心研究场域。
相关研究热点随时代变迁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紧
密相连，呈现出关于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矛盾
学说时代价值、对《正处》重新认识和评价、产生
背景、理论贡献 5 个主要议题和研究方向。但关
键词频共现类团之间依然有内容交叉，这说明热
点主题之间的界限不可能绝对分明，它体现了知
识之间的隐性关联，如果将这些关联深入挖掘分
析下去，便可以形成未来《正处》研究的创新点。

( 二) 研究存在不足

首先存在一定比例内容相同、方法相似的重
复性研究。在被统计的 385 篇论文中，涉及《正
处》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意义”之议题的

论文有 113 篇，占总比 29．4%。《正处》之丰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但缺乏创

新研究的范水模山之文占有较大比例。再比如，

据统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议题有 96 篇，占总比 25%。
笔者在对这 96 篇论文进行逐篇全文阅读后发现，

其中在“目前社会不和谐因素”和“正确处理矛盾

的路径或方法”的讨论中，内容大致雷同者约有
62 篇，约占所涉主题的 65%。重复性研究大多质

量不高，定量方法少而定性方法多，指标或结果不

利于横向比较或缺少常模，结论千篇一律或者不

具代表性⑥。
( 三) 前瞻

“学术发展史的经验证明，当某一项研究的

初期文献呈现指数增长，进入相对成熟期文献增

长率就会变小。”⑦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停

滞或结束，而是表明此时已滤清和去除研究初始

阶段的喧嚣和浮躁，沉淀下相对明确的论题、成熟

的范式和稳定的队伍，相关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向

纵深推进，60 年《正处》研究也是循此轨迹一路走

来。2007 年后发文数量逐渐回落，恰恰是《正处》
研究走向成熟的体现。《正处》研究从原来众多

学科、各色人等参与的学术狂欢，在历经时移世

易、大浪淘沙后，慢慢形成相对稳定的参与学科和

人员队伍，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等学科

及相关人员成为《正处》研究的稳定主力。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同样会面临各种矛

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主题。《正处》的思想观点仍然具有重

大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正处》的思想和观点是

一个意犹未尽的学术话题，是一座需要继续挖掘

的学术富矿。根据本文对《正处》研究学术史梳

理，结合时代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今后的
《正处》研究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向用力。

第一，《正处》在中国共产党认识国情和解决

社会矛盾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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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党的
工作重心、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因此，对
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及时判断和准确把握是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面对
的重大课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我们党就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国情，分析和判
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处》就是这一认识的
阶段性成果，它在由革命向建设转变的节点上对
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了重大判断，

把《正处》置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
和判断的时间坐标上来全面认识和深入探讨其地
位和作用，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二，《正处》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习近
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
认识和新判断，就是对《正处》思想的坚持和发
展。《正处》从哪些方面为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判
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正处》有哪些发展，这是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正处》的基本思想和观点的当代实践

价值研究。在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
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
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
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
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①。新时代由发展的不充分
不平衡而导致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解决和妥善处理这些矛盾
事关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正处》提出了
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是今天在我们处理和
解决各种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时需要遵循和坚持的，

那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处》提出的一系列思
想和观点有何现实意义? 如何坚持和运用《正处》
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不断涌现的
人民内部矛盾? 是一个需要探讨的极具现实性、针
对性和问题意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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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y－year academic research history of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
ple ( hereof CHCAP)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six stages，i．e． rise，decline，revival，development，pros-
perity，and stability． The core autho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measured by Price’s Law have brought together
the authoritative achievements in historical data mining，the origin of reform thought，the evaluation of theoret-
ical status，and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The main research field presents the research emphasis of
text interpretation，historical data support and early research． The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have recovered the five hot topics，i． e． the discussion of class struggle in CHCAP，the
value of the era of socialist contradiction theory，the re-re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HCAP，the back-
ground，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Nearly 30% repetitiveness research lacks of innovation，and relevant em-
pirical research needs to be further excavated． The guiding role，practical value，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HCAP and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hall be the focus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follow-u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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