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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

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实

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飞跃。它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

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

身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科

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置于

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实践逻辑有

机结合，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

条件为转移，谱写了中国共产党

辉煌历程的主旋律。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进程中，中

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则在继承中坚持，在创新中发

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行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取得

了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海

江任首席专家的2020年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党百年科

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旨在以大历史观的视野，以

问题意识为导向，突出结构性的

特点，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的百年历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

国的百年形态和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百年逻辑展开研究，重点

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原创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百年

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

会主义在中国的经典文献。

项目分五个子课题，科学社

会主义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方法

论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视野下科学社会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意义研究，科

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以及建党百

年中国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研究。

呈海江说：“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同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并往

往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党的历

史转折关头开创新的景象。在隆

重纪念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回

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

国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总结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和

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思考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和践

行的发展逻辑，推动党的伟大工

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纵

深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阐释和话语建构，是

理论界、学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

大时代课题。”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百年

发展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

一个学术问题，需要结合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对党的百

年发展、百年建设全面把握的基

础上，深入分析中国道路、理论、

制度和文化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

展形态，从学理层面完整阐释科

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逻辑，

并从“方法论”、“新时代”、“世界

视域”、“文献学”等方面作针对性

探讨。

吴海江说，该项目研究对象

领域广泛，时间跨度宏大，但关键

或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将分阶段、分形态、分层次作以界

定。就阶段而言，将建党百年按

照 1921-1949 年、1949-1978 年、

1978-2012年及2012年以来的前

后相继的四个主要时期，对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发

展历程作整体性研究。就形态而

言，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

论与实践发展视为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

不断创新的统一体，围绕这四个

方面作针对性研究。就层次来

说，将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具体方面和特

定指向，如性质和方向、动力和机

制、影响和意义、经验和规律等作

专题性研究。

百年发展历程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的落地、结实

和曲折发展，构成了２０世纪中

国历史画卷的主要内容。吴海

江说，纵览党的百年发展历程，

时代性和继承性是突出的特点，

即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

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推向前进。这是保证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

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项

目拟以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作为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起始

点的原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

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解和

运用经历了不成熟向成熟的发

展过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

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提

出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及主张。

其中，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集中

体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

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巨

大发展。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更加具体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把

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

理论创造性运用到三大改造和

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

成功解决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

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的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

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过渡

时期的理论。

在改革开放时期，党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

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科

学社会主义的重大飞跃。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

进行科学理论的创新，取得了极

其丰硕的理论成果。

百年发展形态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主要

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要研

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

现实形态，就是要厘清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纵向上各阶段的发

展样态和横向上各方面的具体

形态。

项目特别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的创新

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

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实现全面发展之路，始终贯彻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科学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

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

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走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的

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的任何

时候都更具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百年发展逻辑研究

吴海江教授说，“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本项目基础

性、全局性的研究对象。因为无

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恢弘

篇章，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的光辉成就，都是理论和实践相

互作用的结果。而“发展”是项

目的关键词，决定了课题的设计

和论证建立在一种历时的、比较

的、结构的视域下。

在这条逻辑链中，科学社会

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是继承

性的发展，是内涵式的发展，是

多维度的发展。“发展”既是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理论与实践的

存在状态，也是研究中国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方法。因

而，项目既要阐明“发展了什么，

在什么层面发展了”的问题，也

要探讨“如何发展”的问题；既要

对发展历程、发展形态、发展逻

辑作总体性研究，也要对发展的

方法论、发展的现实形态、发展

的世界意义、发展面临的挑战等

关键性问题作针对性研究。

项目将从四个方面展开：从

中国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的比

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具体

实践等方面，把握建党百年中国

社会主义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

社会主义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超

越资本宰制逻辑的卡夫丁峡谷，

为人类解放而形成的新的文明样

态；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

的重大考验的研究，把握建党百

年中国社会主义在实践基础上发

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发

展机制；立足“意味着科学社会主

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的重要论断，把握建党百年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理论与实践发展

的历史贡献、理论贡献和文明贡

献；基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未

来、理想与现实、普遍与特殊、具

体与抽象的关系视角，总结建党

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理论与

实践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为对科学社

会主义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

究。 文/傅萱 制图/刘岍琳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同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并往往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党的历

史转折关头开创新的景象。
物理学系谭鹏教授课题组通

过实验与模拟相结合，发现了超

低温下胶体带电系统通过板诱导

的无能垒、非扩散模式结晶，进一

步展示了由于界面诱导的玻璃态

力学不稳定性，实现了超低温下

晶体的快速生长。相关研究成果

近日以《超低温下晶体快速生

长》（“Fast crystal growth at ul-

tra-low temperatures”）为题在线

发表于《自然材料》（Nature Ma-

terials）。

该研究有助于对晶体快速生

长有更深的理解，可以预测哪种

类型材料可以在超低温下结晶，

并且为人们如何稳定玻璃态（避

免玻璃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相关工业应用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液体被快速冷却至低温，通

常会产生大量结构缺陷，而低温

液体的扩散速率较低，使其难以

克服结构缺陷形成晶体。快速冷

却能够促进带电胶体粒子体系玻

璃化，但不利于晶化。当液体高

过冷时（低至0.1Tm），系统的扩

散系数降低、几何阻错增加，这些

特性会促进系统玻璃化，阻碍快

速结晶。但是，近年来很多的实

验发现即使是在高过冷的情况下

体系依旧可以结晶。其背后的微

观动力学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

楚。

谭鹏课题组发现，超低温下

系统结晶的微观动力学机制是无

扩散模式。对温度不敏感的粒子

变有序的时间、粒子从无序变有

序的时间内移动的距离小于晶格

常数，如图(a),(b)所示，说明了无

能垒的结晶模式。粒子的频繁碰

撞导致粒子的协同运动，如图(c)

所示。结晶过程中的粒子协同运

动以及无能垒的特征表明了无扩

散的结晶模式。

他们进一步说明了在超低温

下晶体依旧可以快速生长的机制

是界面诱导的玻璃态力学不稳定

性。低温时，界面处粒子在xy平

面的均方位移会有一个显著的增

强效应，也说明了这种机制适用

于长程-软作用体系。

该项研究与北京大学徐丽梅

教授课题组合作完成。物理学系

博士生高琼和北京大学博士生艾

靖东共同担任该论文的第一作

者，谭鹏教授为通讯作者。该工

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

海市科委、复旦大学等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41563-021-00993-6

来源：物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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