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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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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社会科学是专门针对人和人类社会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将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同时基于中国当前的客观事件，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内涵
来深入挖掘文化传播、思想改造、育人成人等各个方面的科学功能，在当今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开展过程中
能够发挥出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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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 a discipline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people and human
society. Use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 to integrat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current objective events in China,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dig deep into the science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ducating people. It can play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hin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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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探讨的是不同社会要素互相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

在我国全面推动青少年以及民主思想道德觉悟

是人们所说的社会规律，社会科学本身对构建客观
结构更加关注，具有较强的实践性[1]。

综合素养提升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繁荣
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出精神与智慧的生成、动力增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对哲学和社

强的启迪和激发等功能，在营造良好社会习俗、弘

会科学的共性进行深入发掘可以为全面推动人类社

扬传统美德、塑造民族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能发挥出

会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首先社会科学很哲学

重要作用。

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融合不仅能够让人们的理论研究

1 哲学社会科学内涵

课题更加广泛，而且也会推动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

1.1 是社会科学土壤中在哲学种子生长的果实

进步，而社会科学的现实生活可以为哲学的深入研

从内涵、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各个方面看，

究提供有效支撑，也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包

哲学与社会科学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哲学本身是对

含着哲学性[2]。其次，两门学科本质上都是将以人

世界观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是从整体层面探究世

为本作为核心，人民始终都是两个学科研究和发展

界、创造知识的一个过程，突出的是整体性、理论

的中心，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上人类能够深入

思维。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才

的了解客观世界，在此基础上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和

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

谐生活。

是关于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系统性知识体系，最主要

1.2 哲学社会科学寻找源头，把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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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兴起并不是直接引进于

思想来优化学风，更可以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出正面

西方，也并不是对于其他国家理论体系的正反正常，

影响作用，促进社会风气优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而是以我国的历史传承、思想文化、道德素养、经

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在

济状况的作为基础逐步孕育而生，也就是说我国的

发展过程中不断庞大，也逐渐成为生产力中一个重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坚实基础，也把握得住发展的方

要的构成，可以充分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向。

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我国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可以被哲学社会科学的

在我国全面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的过程中，

发展提供人员的动力和养分，同时也可以为哲学社

哲学社会科学在提升学生建设社会主义本领、优化

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智慧源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哲

学生综合素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作用

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始终正确发展的基础指引，脱离

其实是他自然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构建和

了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将走向失败。一

谐社会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在人的发展和社

个党和国家的大体方向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

会发展过程中各类矛盾解决、当初化解机制的不断

只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以我国特色社会

优化[5]。人类把握经济规律、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

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最为基准就能够保证哲学社会

正确把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都需要建立在社

科学的正确利用，同时也能够这门学科在发展过程

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而哲学社会科学则在其中发

中实现不断创新，让其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

挥出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人对各种社会关系、人与

[3]

流意识形态 。

自然关系的进行把握和深刻认识不仅需要得到哲学

2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

社会科学的支撑，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

2.1 有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

2.2 是育人的教尺

社会全面发展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发生、发展对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民

我国全面构成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哲学体系中

群众。其整个理论体系的研究并不是凭空捏造，也

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相关实践理论可以为政治

并不是“思想的思想”的结果，关于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等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思想指引，与此同

的所有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根据。人和人构成社

时，非思政理论和非哲学形态的社会科学又可以为

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的要素，其主要是对人

哲学和思政理论文化及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基础，

与社会的运动变化、人与人的交往形式、人的社会

两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并产生作用，最终功

活动开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

能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基本人文素养，形成人的各种

社会发展是从人的劳动实践中获取动力，人在不断

能力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也可以促进人与社会、

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解放了自我。如果关于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人道德品质的升华提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剥离，与人类的劳

供思想基础。这种基本素养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

动实践剥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也将无从发展，在

供必要条件，也可以为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智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也将失去影响

[4]

慧和推动力 。

力，最终丧失发展的生命力。

根据社会发展当然相关理论可以知道，社会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持续推进从人民群众的劳动实

发展是从社会基本矛盾中获取动力。而文化的发展

践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

则是揭示和发挥这种动力的根本所在，一个国家在

决定认知，正是人们在客观现实中的实践活动才催

发展过程中不仅可以从哲学社会科学形态文化中获

生的理论研究成果。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实

取动力，也可以将其转化为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哲

践方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刻把握时间规律同

学社会科学课程本质上是将智育和德育融合之后形

时也可以为后续实践的开展提供指导，这是人们在

成的一种极具教育价值、思想性极强的学科，在大

认知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才真正掌握了改造世界

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可以提供适应社会环境所必需的

的方法，也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加深刻。

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也可以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的

哲学社会科学是跟随人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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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体现出了具有

着生活知识力量和创新能量，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

方向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而且哲学社会科学的育

在学习和进步中获得远远不断智慧和动力。

人功能也会体现出阶段性。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哲

3 结束语

学社会科学学科应该以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我们身处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传

为基础，积极提升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

统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存在复杂的矛盾纠缠。在社

能力。进而凝聚力量来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市场经济改革转型中，我

在此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充分发挥出对人的影

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勇挑重担，努力实践，

响力和引导力。

创新理论、传承文明，这样才能将哲学社会科学服

2.3 引领人的方向性极强

务社会的职能充分发挥出来。

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那样为
什么传授文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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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本身蕴含着关于客观世界变
化的规律，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社会历史更替的
规律。在人们不断的实践中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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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中，从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汲取了生活的客观世
界多领域理论知识，同时可以发挥其理论知识体系
来为人们的客观实践提供指引和智慧。在中国面临
新发展历史时期的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为人
们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知识、新理念。不仅为我
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可以为我们获取新知
识提供引领作用，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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