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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
沈传亮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室，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进入新时代，无论是从推动党史学科健康持续发展还是从适应历史新方位和不断满足阅读者

的新需求，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都十分迫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既要抓住若干关键点，包括精准
感悟词汇的历史味道、注重回应时代需求、注意提炼概括党史叙述的关键词等等，又需要做很多基础性工
作，包括夯实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构建创新话语体系的共商共享平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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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风云激荡，由起初一个
弱小的秘密政治组织，成长为拥有全国执政地位
的世界第一大党。历史和实践表明，自创建以来
中国共产党不断应对变局、突破困局、化解危局，

一、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势在
必行
一般而言，话语体系是指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

攻坚克难铸就辉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

话语呈现或话语表达。学科发展史表明，一个学科

历史上的政党发展奇迹，可谓百炼成钢。如何准

要保持生机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创新话语体系。

确、客观、真实地叙述这一百年大党的理论创新

持续创新表述和叙事方式乃至话语体系是一门学

史、艰苦奋斗史、自身建设史，已成为学界比较关

科赖以生存的重要途径。中国从近代以来学习西

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学界对创新中共党史话语

方逐渐建立健全学科门类后至今，每一学科尤其是

①

体系进行了初步阐释 ，总体处于起步状态，还有

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在成长过程中都曾面

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破题。就新时代创新中共党

临创新话语体系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与时俱

史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关键点、基础性工作进行探

进创新话语体系也成为很多研究者的自觉行动。

究分析，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这与历史长河的奔腾不息，与阅读者对学科知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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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和认识客观世界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他

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他指出：
“ 所谓新革命史，

们欣赏口味的不断变化等，都存在密切关系。

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

事物的出现与叙述该事物的话语体系往往相

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

伴而生。中国共产党创建后，叙述分析中共党史

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

的话语体系亦随之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

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

生、成长壮大和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对其塑造和叙

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

述几乎是同一个过程。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是指关

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1]“现

于中共党史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话语表达，主

代化”范式被运用于叙述和分析中共党史，起步于

要是指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展开的一种叙述，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现代化研究热时期。有人借鉴

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对党的历史事实层

现代化理论和方法，把中共党史置身于中国现代化

面的表述，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

历史进程之中。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虞和平

客观存在过程当作言说对象。本文着重探讨的是

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进入新时代如何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目的在

版）较为成功地构建了中国现代化史的基本理论框

于通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的

架。学界周知，之所以提出“现代化”范式或“新革

历史更加客观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之为更

命史”范式，主要是因为“革命史”范式的叙述方式，

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在实际研究和党史学术化表达中遇到了诸多难题，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有近百年历史，中共初建
根基不稳时期的话语体系和中共百岁恰风华正茂

程。若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时的话语体系，无论是词汇选择还是叙述风格都

“革命史”范式就显然面临较大局限。随着史料得

已有明显的时代落差。随着新史料的发掘，新的

到越来越多的搜集整理，新史料的不断被发掘，单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中共幼年时期的叙述，

一运用革命话语体系确实难以对中共百年史整体

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195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

作出客观性、独立性地表达。如何能让与时俱进的

党的三十年》和 2016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

民众，认同和接受中共党史，业已成为当下党史学

年》，对 1921 到 1949 年的中共历史叙述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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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客观地全景地展现中共的诞生、成长和发展过

界不得不再深入思考的重要话题。在此背景下，

相同之处，但对人物、事件、会议等的叙述已经发

“现代化”范式、
“新革命史”范式等新的叙述方式方

生很大变化。从过程性上看，中共党史学科的确

才日益兴起、各放异彩。尽管前述涉及范式是关于

立对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影响最大。因为，

研究中共党史的分析框架，但它直接影响和制约了

没有一整套特点鲜明、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就很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对于形塑和言说中共党史有着

难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反之亦然，一

较强影响，
必须给予重点关注。

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的确立，表明其话语体系建构

进入新时代，传统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面临

达到了一定程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明确学科地

着各方面的压力，提升公信力也迫在眉睫。中共

位后，中共党史学界在梳理以往叙述风格和经验

党史学界已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板起面孔训人、空

基础上，对如何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不同进

说大道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简单摆事实讲道

路，一个是革命史的叙述思路，一个是现代化的叙

理，基本也行不通了；只会讲故事，没有冷思考、深

述思路，后被简称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

思考，也不能打动人了；报喜不报忧、一味邀功摆

式。就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而言，
“ 革命史”范式诞

好型的言说方式已经过时了。这主要是因为，人

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 21 世纪后有人提

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丰富，获得信息的资源愈

出“新革命史”范式的表述新思路，代表性人物为

加多元，对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需求日益迫

切并在快速增长。人们想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共党

些作品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仅仅在于它写清楚

史，明了中国共产党近 100 年究竟是怎么走过来

了事物现象、传递出内涵道理，更在于它让人们感

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保持蓬勃朝气，为什

触到了词汇本身的含义和背后那些沉甸甸的积

么具有如此强大的领导力、适应力、抗逆力，中国

淀，使读者每读一遍都有新感悟，都受到或大或小

人民和中国历史究竟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等

的触动。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创造一些新的

诸多深层次问题，这些都对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

表达方式和分析方式是必要的，但首先需要做起

系提出了迫切需求。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撰写的

来的工作是，咬文嚼字、字斟句酌，努力明了话语

《苦难辉煌》一书，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体系中每一个用词的真正含义，尽力避免词不达

于他叙述中共党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一定程度
上创新了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当然，创新中共党史

意尤其是意不达词的现象。
二是注重回应时代需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话语体系并不在于把党史通俗化使读者易于接受，

代的话语，任何话语体系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而是要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创新党史叙述方式，使

这是因为，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方

其更加准确，以跟上时代变化、满足公众需求。要

式、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达范式。比如，毛泽

言之，无论是致力于满足阅读者多元多样多变的需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求，还是推动党史学科本身成长，都需要创新中共

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党史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都带有所处时代的特点。

二、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若干
关键点

至今中国人的思维、表达甚至做事风格，还些许能
看到有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的巨大影响。
真可谓，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聚焦新时代中共党

创新学科话语体系，使之符合时代特点和阅读

史话语创新，首先要求党史话语体现新的时代特

者的多元性需求，是当代中国每一个人文社科类学

点。新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公众需求的累积性成长

科都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一个解决起来有较高难

性变化，包括物质文化各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当然

度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新时代我

也包括对中共党史叙述的需求。中国人成功解决

国公众的需求又有较大变化，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

了温饱问题，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即将实现全

系确实并非易事，必须先抓住若干关键点。目前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新起点上的中国人对历

看，
这些关键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史的了解比以往更加全面深刻。其中，对中国共

一是精准感悟所选词汇的历史味道。从词源

产党历史的需求更趋向求真求实，更需要充满张

上看，中国汉语中的每个词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力、敢于承认不足、逐渐成长性的客观描述。新时

其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味、文化味或生活味。

代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信息获取日益通畅

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很多词汇，包括源自国外的

快捷，众口一词的现象很难重现，众口不一的现象

比如干部、警察、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不少都有

将成常态，众口难调的需求也是客观现实。这一

深刻的社会背景，有的甚至包含着国人无奈、挣

方面使得中共党史不再那么神秘，不再蒙着厚厚

扎、奋起的味道。新时代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

的面纱，更不能刻意用口罩遮面；另一方面也促使

首先应精准感悟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词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需求导向，无限接近

汇背后可能蕴含的人生历练、社会生态、国家演

大众需求。毕竟历史由人民书写，人民才是真正

进、革命者的奋起、执政者的抉择等。只有真正了

的阅读者，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书

解了这些词汇背后的丰富内涵并运用自如，才会

写春秋过往。尽管不确定性是新时代的世界性特

让读者了解描述对象的五光十色、千姿百态。一

点，但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自身要提高确定性，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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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切实了解客观发生过的中共党史，从中共

淀，需要人们认同，更需要实践的检验。这就需要

党史话语体系中感受到历史的细节、斗争的精神、

叙述者处理好政治话语与党史话语间的关系，谋求

思考的力量。

良性互利，避免双向互害。不要急于把即时性的政

三是注重关键词的选择与创造。中共党史关

治论断完全当做历史论断，否则容易出现历史性误

键词，是对叙述党的历史中某个问题的一种概括或

会，甚至在政治上也会出问题。中共党史话语在新

提炼，多数关键词来自党史本身，但有的则要靠研

时代的关键词究竟有哪些，学界肯定是见仁见智。

究者的创新性概括。当然，创新性概括出来的关键

但没有下功夫而停留于浮在表面上的喧嚣是无益

词，要建立在发掘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之上。离

于叙述型话语建构和创新的。当然，创新话语体系

开了党史基础性文献史料的关键词，是不应该也不

不是要违背研究的初心，而是为了更好表现研究积

可能长期存在的，即使有也是臆想的产物不足为

累和研究成果。譬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就给

信。进而言之，不能为学科建设贡献关键词的研究

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提供了新范例。
《历史的轨

肯定不能算是一流研究。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

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①一书，可以说开创了一

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是从提炼和创造关键词开始。

个书写中共党史的新阶段，在一个时期引领了中共

这些关键词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绚丽的浪花，就像是

党史类图书的写作风格、写作风貌甚至呈现手法的

一张大网上的纽结，又像是项链上一颗颗光彩夺目

创新。该书不仅广受读者欢迎，还被中共中央有关

的珍珠。对这些词汇进行整理、归纳、提升，使之成

部门推荐为全国党员阅读书目。此书大获成功除

为建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大厦的基础，使之成为人

了和创新表述、通俗易懂、故事感强有关外，更重要

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个节点，必将有助于

的是编者队伍有较为深厚的研究积累，对阅读者的

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党的成长。当人们叙述 20 世纪

需求又做了大量调研。这样的中共党史关键词越

80 年代的中共历史时，不少人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比

多越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 以我国实际为

如小康、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包产到户、个体户、万

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

元户、
“三转一响”四大件等诸多带有时代气息的词

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语。叙述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同样也要挖掘概括提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

炼新时代的关键词，让人们一看到这些词汇，就立

四是需要具备包容性思维。所谓包容性思

刻能在脑海中浮现新时代的场景。这就需要在深

维，就是秉持开放姿态，勇于接纳多学科知识的一

刻理解新时代内涵、认知新时代的矛盾和意义的同

种非排他性思维方式。传统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有

时，发掘概括出这个时代和党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关

自己的优势，也有较强生命力，但不得不说在新时

键词。民族复兴、中国梦、
“ 四个全面”、
“ 四个伟

代它的可接受性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一个原

大”“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自我革

因在于，传统中共党史表述方式的革命性思维，有

命、现代化强国等都是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关

固化和封闭的趋势，按其逻辑很难产生新表述新

键词。但有的词汇还没有真正进入党史话语体系

形式。想让新时代的人们更好认知中共党史，摒

层面。这是因为成为历史有一个慢慢沉淀的过程，

弃偏见，增强认同，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就应海

同时人们接受新的历史话语也需要一个过程。这

纳百川、博采众长，勇于做采百花酿甜蜜的小蜜

就是为什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蜂。当然，秉持包容性思维不是要彻底放弃过去，

进入新时代被作为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而非历史

而是一种更好迎接和适应未来的明智选择。以排

论断的原因。从政治论断到历史判断，需要历史积

他性思维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容易故步自

①谢春涛主编：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年版。

封，不仅不会获得进步，反而容易成为井底之蛙，

顽强生存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也就是说她经历过血

也易产生夜郎自大的冲动。观察叙述中国共产

雨腥风的考验和历练，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夺得全

党，如有包容性心态和思维，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

国政权的政党，不是在和平时代经由选举而取得执

景，更有可能感悟其多姿多彩的历史面相。

政地位的政党，具有深厚的革命底色和革命意识。

三、夯实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
基础

而且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
拥有远大理想和肩负远大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代
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有产者

任何时候创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传统

的利益。最后要明晰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后不是

党史话语体系依然有一定生命力的情况下，在新

一帆风顺的，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遇诸多国内

时代创新党史话语体系更难。这是一项需要耗费

外的困难考验，大觉醒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此后

时日的宏大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

逐渐进入一个承平年代。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也

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还需要一个群体坚持不懈

曾面临过很多重大困难、重大障碍、重大矛盾和重

地为之努力。行胜于言。目前，创新中共党史话

大挑战，如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但总的来说

语体系要从方方面面做起，既要抓住一些前文所

与革命年代相比还算顺利。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

述的关键点加以攻关，还必须重视做好关于创新

烈的忧患意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

话语体系的若干基础性工作，否则会使党史话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反复强调要有底线思维，一

成为“海市蜃楼”或“无本之木”。应该看到，创新

直让全党绷着一根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弦。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有门槛和前提，不是任何人都

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就很难创新对她的描

能担负起这个历史性重担。跨越门槛夯实基础，

述，也注定会坠入失实的描述。因此，我们看到有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不少外国人对中共感兴趣，也撰写了一些著作，有

一是要熟悉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中国共产

的还因此被称为“中国通”，但不得不说绝大多数著

党虽然具有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更有自己的鲜明特

者的研究成果不太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

点，有自己的独特传统和独特优势。谋求创新中共

们未能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

党史话语体系，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具有普遍性的

史和中国的现实。

一面，还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独特

二是要研究分析传统党史话语体系存在的问

风格，比如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勇于自我

题。创新往往是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的超越。

革命的鲜明品格、肩负远大理想和高远使命等。熟

因而，创新往往是因为被创新的对象存在一定问

悉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

题。在新时代之所以鼓励和呼吁创新中共党史话

性质的党，怀有什么样的初心和使命，为什么是这

语体系而言，就是针对以往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存

样的性质，为什么有这样的初心使命且矢志不渝。

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对有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

诞生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政

全面客观，对有的历史事件叙述过于简单化甚至

党，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政党，因而还要明了她

失实，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因为史料发

内在具有的世界关怀和全球视野，才会理解中国共

掘不够或关键史料缺乏带来的，有的则和研究者

产党人具有的天命意识和为人类做贡献的进取精

思考问题的局限性有关。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

神。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首先要明晰中国共产党

实际上就是基于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在接近原

是在中国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创建的，

貌的基础上，对党史进行再叙述，使得叙述更加全

是历史大潮和时代大潮风云际会的产物。其次要

面准确。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至

认知中国共产党是在攻坚克难、抗击强敌的情况下

今革命底色依然存在，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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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的大党，是和社会共同前进的，是全世界

党史话语体系创新。待学界充满“宁坐板凳十年

数目众多的政党中的一个，不是封闭孤立的，更不

冷、不写文章一句空”的风气，不再跟风、蹭热点、

是故步自封的。她需要和公众交流，与世界对话。

搞纪念史学，不再唯个案研究盲目追求以小见大，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人们多元多

尽量减少旁门左道式的研究理路时，创新中共党

样的需求，传统的革命化色彩较浓厚的党史话语

史话语体系的春天就会来临。当然，创新中共党

体系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既难以承担贯通性表达

史话语体系，也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方法等一些学

党史的功能，也很难得到新时代公众的认可与尊

术工具的供给。

重。叙述简单化更是对中共历史的一种阉割，一

四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是研究还是叙述

段时期内中共党史甚至被简单概括为路线斗争

都应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这不仅是中国源远流

史。这不仅会掩盖自身存在的缺点，也会拉低人

长的优良治史传统，也是治学治史实现精进的关

们对政党的政治认同。20 世纪 80 年代，中共中央

键所在。因为历史认识是历史真相、历史过程中

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留下的各种资料、历史研究者三个方面积极互

加上党史研究者的努力拨乱反正，才使得中共党

动的过程。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相、历史联系并不

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兴盛繁荣期。新时代创新中共

会原原本本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限制了人

党史话语体系，就是要解决传统党史话语体系存

们对它的认知。而人们借以认识历史真相的历史

在的诸多问题，让人们从叙述层面就能感觉到中

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实物资料、音像资料、口述资

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感、复杂性。

料等等，有的比较完整，有的严重残缺，还有的甚

三是要继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没有研究作
基础，创新话语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如前所述，

辨清楚。而历史研究者由于知识结构不同，获取

一个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很难谈得上有创新中

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条件不同，更由于价值取向和

共党史话语体系的“资本”。但创新中共党史话语

利益取向不同，结论难免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甚至

体系不是简单了解党史就能做到的，需要具有较

会截然对立。这就要求在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

为深厚的研究基础和创新话语的欲望冲动。只有

系创新中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深入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史、理论创新

神，努力在各种矛盾的陈述中还原历史真相，揭示

史、自身建设史，才有可能对中共党史进行创造性

历史联系的内在规律[2]。也正因为历史认识具有

叙述、对传统党史话语体系进行创新性发展。否

上述特点，任何个人或者学派都不能自诩已经掌

则，肯定会出现诸多错误，包括出现失实性描述问

握了全部历史真相。要坚守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

题、张冠李戴的问题，等等。没有研究做基础，叙

的底线，千万不能搞“假大空”，更不能编造史料。

说党史很有可能沦为戏说党史甚至是歪曲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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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伪造的，没有长时间的艰苦努力难以一一考

五是需要学界的共同参与和付出。党史学界

随着中共百年华诞的临近，社会各界对党史的关

有不少研究者早已认识到，传统党史话语体系很

注日益升温，党史研究也日益显现复兴迹象，借此

难准确描述过往，也在努力尝试借鉴经济学、政治

良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渐为学界共识。研究水平

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语言来创新党史话语体

有层次高低，研究成果也有质量区别，但建立在高

系。有人已经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尤其是史学

质量成果上的党史话语体系更具准确性和生命

出身的研究人员来参与党史研究事业的。也有人

力。因而，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精品力作的重要性，

因为一时没有寻找到很好的途径实现叙述模式的

较多开始注重质量不再如以往追求数量了。这一

突破，不得已守着传统话语体系进行书写评价。

好风气的出现与养成，虽仍需时日方成气候，但显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共党史学界需要搭建起一个

然是有利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更有利于中共

关于推动话语体系创新的讨论平台，让大家有机

会就关心的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碰撞意见、激发新

解所以然的层次。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创新

知，这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和话语体系的创新。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不应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创

当然，要注重平台质量建设，决不能像现在有的学

新，不是各整一套，而要严格遵守学科发展的基本

会，不仅没有担负起交流学术相互促进的职责，而

规则，符合党史学科的特点和定位，遵循党史研究

且失去了“学”的韵味纯粹成了“会”，变成了学者

的演进规律，同时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联谊见面的平台或师生聚会的纽带，甚至充满江

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以我为主而非照抄照搬西

湖习气，沦为极少数学阀、学霸的禁脔。中共中央

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接受传统史学理论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哲学

和方法。比如，郭德宏教授经过大量研究提炼出

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近年来自觉就话语体系创

“民众史观”① 的关键词，这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

新平台建设做出一些可贵尝试，带了好头，产生了

本原理，又结合党史研究实际贯彻落实了唯物史

很好反响，值得有关方面支持关注并跟进。

观，对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带来积极影响。

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没

立足新时代的中国，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

有什么好创新的，只要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把事

让人们切实感悟话语体系背后的历史味道，形成

情搞清楚说明白就行了。这种认识不能说完全错

符合新时代新需求的文风文气、言说理路，创造性

误，但持有这种认识的人确实对党史事业发展的

写出让人眼前一亮、为之一振的党史著作，推动新

要求有点过低，对人们渴望了解党史的需求也把

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的气象、形成新的格局、

握不准。经过长期努力后，中国进入新时代，我国

达到新的高度，确实需要党史学界同仁付出艰辛

经济总量多年居世界第二，国人的教育素养越来

努力。这不仅是中共百年之际，推动党史学科发

越高，高质量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就党史而

展再次迎来兴盛繁荣的迫切需求，也是带有鲜明

言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已是一种低端化需求，多

中国风格的中国话语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影响世

数人的真正诉求已经达到不仅要了解实然也要了

界的逻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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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PC History in the New Era
SHEN Chuanlia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innovat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 whether
it i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arty history or to adapt to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meet the new needs of readers. To innovat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PC history, we
should not only grasp some key points, including accurate comprehension of vocabulary history texture,
emphasis on the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mportance attached to refining party history narrative
keywords, etc, but also do a lot of basic work, including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upholding the scholastic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discourse system to allow a sharing platform and so on.
Keywords: New era，Discourse system of CPC History，Innov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①参见郭德宏：
《论民众史观》，载《史学月刊》2009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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