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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

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

或倾向。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交锋从未

间断过， 随着互联网及其各种终端的快速发展，
这种交锋越来越社会化、显性化、白热化。 不可否

认，社会思潮的兴起活跃了人们的思想、提升了

民众的自主意识，加强了文化的交流、观念的碰

撞，但是也对价值观、思想领域、民众的认同感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因此，对社会思潮进行研

究，日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研

究方向。 ［3］本文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V，
综合内容分析、数据挖掘、文献计量等方法，力图

呈现 2007—2016 年以来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知

识基础、研究主题和前沿、发展趋势。

一、社会思潮研究的现状分析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通过绘制知识图谱

来实现学术研究可视化成为可能。 在学术研究领

域中，信息可视化的工具比较多。 本文选取了由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

（Chaomei Chen）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该软件基

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普莱斯科学前沿理

论、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洞理论、科学传播的信

息觅食理论和知识单元离散与重组等理论 ［4］，融

合了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

方法，是学术研究信息可视化较为经典的软件。
（一）文献出版数量。 为保证数据全面、准确，

本文以中国知网（www.cnki.net）数据库为检索对

象，文 献 为“期 刊”，检 索 条 件 为 篇 名 含“社 会 思

潮”的论文，时间跨度为 2007—2016 年，文 献 来

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检索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4
日。 检索结果显示，近十年有 1281 篇（剔除了无

效文献）以“社会思潮”为篇名的研究成果。 对所

得文献数据进行初步的年度分布统计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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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会思潮研究文献出版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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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观察期内，国内社会思潮的研究热度不断

上升，整体趋势线呈上扬态势，这说明社会思潮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 2010 年是最近

10 年研究的拐点，其前 4 年为快速增长期，后 6
年为平稳发展期。 2007 年，十七大报告提出，积极

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

途径，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始重视社会思潮的发

展。 在经济领域，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在社会生活

领域，汶川地震震惊全国；在思想领域，新自由主

义、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讨论常见诸报端，社会

思潮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明显。
（二）研究领域和出版载体。 从 2010 年开始，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每年都会评选 10 大社会

思潮，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普世价值

论、民粹主义、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主

义、新儒家、宪政思潮等，有些此起彼伏的感觉。
社会思潮呈现出稳定性与变化性相统一、多元性

与广泛性相结合等特点。 ［5］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

新媒体的发展，社会思潮的产生、争锋、传播更加

便捷、快速。 但是从最近 3 年来看，社会思潮的研

究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研究数量上并没有增加，
甚至还有略微的下降，社会思潮研究和社会思潮

发展并不相称。 从研究的学科分布来看，目前主

要集中于高等教育（455 篇）、思想政治教育（228
篇）、社会学及统计学（186 篇）、中国政治与国际

政治（154 篇）、马克思主义（61 篇）等领域，教育

成为社会思潮研究的着力点。 从文献出版期刊来

看，社会思潮研究的出版分布较广，权威期刊较

少，专门研究的期刊还没有（图 2）。
（三） 研究队伍。 社会思潮研究者众多，从

2007—2016 年十年间来看，丁祥艳的研究成果较

多。 其有影响力的作品为发表于 2010 年的《论当

代中国社会思潮的鲜明特点》。超过 5 篇的作者超

过 10 人（见表 1），这说明该领域的研究相对专业

化。
但是从研究网络图来看， 在 264 位 研 究 者

中，连线只有 41 条（见图 3），这说明社会思潮研

究者之间的合作比较少，这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现状基本吻合。
（四）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的分布是考察一个

研究领域热度的重要指标，2007—2016 年间，武

汉大学的发文量处于较高水平， 南京师范大学、
信阳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2 前10位出版来源统计

表1 社会思潮研究者发文数量统计

作者 篇数 有影响力作品年份

丁祥艳 16 2010

佘双好 9 2010

单刚 7 2011

赵金广 5 2012

李东晓 7 2010

姜玉齐 6 2011

毕红梅 6 2014

姜华 5 2007

张骥 5 2010

曹继建 5 2007

杨军 5 2015

王炳权 5 2010

肖浩 5 2008

图3 社会思潮研究队伍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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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等也有

较多文献（见图 4）。

二、社会思潮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一）研究主题追踪

研究时间切割设置为 2007—2016 年， 切片

长度为 2 年；主题词来源同时选择标题、摘要、系

索词和标识符，节点类型为关键词，阈值选择为

TOP30。 运行后得到 72 个节点和 232 条连线，网

络时区图中中心度节点如图 5。 关键词中心度可

以代表了这 10 年内社会思潮研究的主题， 本文

按照中心度对关键词进行筛选（表 2），从而对社

会思潮的研究主题进行追踪。

首先，2007 年是近十年社会思潮研究的重要

节点。 2007 年中央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社会思潮，这不仅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重要作用，也使社会思潮研究进入研究者

的视野。 在这一阶段，大学生、西方社会思潮、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 3 个关键词呈现出较强

中心性， 这几个关键词也是整个研究的核心节

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思潮研究的

基础理论，是社会思潮研究绕不开的关键概念和

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大学生”则是社会思潮产

生和传播的重要群体，大学生思想活跃，价值体

系尚未固定，最易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研究

大学生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是整个社会思潮研究

的重要指向；“西方社会思潮”是我国社会思潮的

参照对象、思想渊源，有时甚至对我国社会思潮

的产生和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关于社

会思潮的具体表现形态研究则是研究的热点，比

如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同时

意识形态领域、核心价值观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

重要内容。

图4 社会思潮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图5 社会思潮研究主题的知识图谱

年份 关键词

2007 社会思潮

200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7 大学生

2007 历史虚无主义

2009 思想政治教育

2008 马克思主义

2007 西方社会思潮

2008 意识形态

2008 当代社会思潮

20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07 核心价值体系

2007 新自由主义

213 0.15

187 0.2

16 0.07

87 0.18

85 0.08

58 0.19

46 0.11

41 0.01

38 0.01

34 0.03

25 0.09

频次 中心性

852 0.88

2007 社会主义 23 0.01

2007 意识形态领域 23 0.2

2007 核心价值观 20 0.03

2013 思想行为 18 0

表2 社会思潮研究领域共现网络的关键词中心性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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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年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开始多样

化，研究主题开始指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当代社会思潮等核心概念。 如果说

2007 年前后的研究还是对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引 领 社 会 思 潮” 的 关 注 的 话，
2008—2009 年的研究开始注意总结、归纳、提升，
研究关注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也

是社会思潮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同时我国社会

思潮也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等和

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说明

这一阶段社会思潮的研究开始深入、发展。
2010—2012 年作为社会思潮的转折点，有关

社会思潮的研究出现了短暂的停滞， 从共现词图

谱上看，这一阶段没有中心度较强的关键词。2013
年之后，社会思潮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其出现

了一些新的关键词，且中心度呈现出较小、较少、
分散的特征。 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是社会思

潮对“思想行为”的关注，这说明对社会思潮的研

究从概念过度到对行为的关注。近几年来，随着互

联网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呈现出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社会思潮特征。但是总的来看，近几年的社会

思潮研究，还没有跟上社会思潮的实践。
（二）研究主题的演化路径

基于关键词中心度研究和关键词共现网络的

关键路径分析， 对社会思潮理论演进的主要路径

进行标注， 可以发现社会思潮研究领域的主题演

变（图 6）。 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具有相近研究

方向的关键词在图谱中的位置相对较近。 本文从

图谱来看，试图梳理出社会思潮研究的几个路径：
一是基础理论路径。 这一路径主要是关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

等组成，他们构成了社会思潮研究的基本概念。
二是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路径。 这里仅仅

列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还包括社会思潮的其他

表现形式，比如新儒家、民粹主义、新左派等。
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这一路径

主要指向教育领域，说明社会思潮在教育领域产

生的影响等。
（三）研究前沿辨识

研究前沿的识别与追踪能够为该领域的研究

提供最新的演化动态，预测该研究领域的新发展。
在研究中， 前沿往往通过词汇或短语出现的次数

的变化来进行分析。 ［6］在 CiteSpace 软件中，可以利

用突现主题术语， 来探测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

突然变化。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统计发现，社会思

潮在 2007—2016 年十年间突现词信息（表 3）：
1．2007—2010 年间，社会思潮研究处于繁荣

阶段。 和前述关键词中心性相比较，2007 年前后

都是社会思潮研究的发展期， 这一时间段内“大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心度都较高。
但是比较起来，在 2007—2010 年间，突现词主要

体现为 “意识形态领域”、“人民群众”、“社会主

义”、“思想共识”、“十七大报告”、“现代化建设”、
“时代精神”、“有效途径”等。 可见，这一阶段的研

究前沿主要集中在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人民群图6 社会思潮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路径

表3 社会思潮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突现词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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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如何在社会思潮中形

成社会共识，如何在纷扰的社会思潮中完成十七

大报告提出的任务，如何进行现代化和时代精神

建设等。
2．2011—2012 年间，社会思潮研究的突现词

数目下降，这和前述关键词共现关于这一阶段处

于转折期判断相同。 这一时期研究的前沿主要包

括多元化、当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 社会思

潮研究体现为较为宏观的研究特征。
3．2013—2016 年间， 社会思潮研究向宏观、

微观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既有较为宏观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研究，也有较

为微观的大学生、新媒体、思想行为的研究。 其中

2012 年提出的“中国梦”概念很快地被社会思潮

领域进行研究， 体现了社会思潮研究的敏感性、
前沿性。 此外，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思潮

在新媒体中的激烈交锋，也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

前沿话题。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中，理论性或学术性

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内核，它是社会思潮区别于社

会心理的重要标志。 ［1］因此，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必

不可少，而对社会思潮研究的研究则是总览该领

域研究现状， 为未来研究提供建议的重要途径。
本文利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通过绘制社会思

潮研究的知识图谱，辨析出社会思潮研究的研究

主题和演进路径，并通过共现词网络分析，找出

突现词，发现社会思潮研究的前沿。 通过研究我

们发现：
1.社会思潮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

社会思潮研究虽然总量不大， 但是社会思潮研究

中作为研究基础的关键节点文献明显，同时，作者

网络、机构网络、研究发展的共引连线都很明确，
这为社会思潮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国内社会思潮研究在持续发生变化。 社会

思潮研究从宏观到微观、 从意识形态到社会行

动、从国家政策到大学教育、从传统到新媒体，出

现了明晰的变化路线，这说明社会思潮研究一直

在进步，一直和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着。
3.社会思潮研究格局进一步扩大。 社会思潮

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 历史虚无主

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新左派、生态

主义、极端主义等社会思潮本身，而是扩展到意

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教育等方

面，同时，社会思潮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科学，研

究材料也越来越丰富。
对于社会思潮的研究， 在强化本体的同时，

还需要对社会思潮的相关议题进行研究。 比如，
当前高等教育中的社会思潮研究，有研究者就提

出高校教师，尤其是教学一线的教师思想政治教

育作用被弱化，不少高校忽略了对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和政治要求。 ［7］因此，高

等教育中如何把握社会思潮的产生与传播， 是非

常重要的课题。坚持理论建构的现实性原则。社会

思潮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 需要通过不断的现实

观照提升研究的层次。不少研究借用国外概念，附

着于国外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 这对社会思潮研

究不利。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丰富。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主要以

分析、推理为主，关于社会思潮的计量方法、田野

调查等还不多，今后研究这一块还需要丰富。
总体来看，国内社会思潮研究还有提升的空

间，特别是在研究领域上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

前沿上研究议题还需要进一步丰富，需要改变当

前研究缺乏多样化、深入的探索状态。 要注重社

会思潮研究分支的开拓，从而使社会思潮研究形

成广泛、系统、务实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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