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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专题
编者按: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的高压反腐下，一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落网，对潜在的腐败分子产生了强
大的震慑力。然而，当前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如何有效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仍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明确反腐策略，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应用，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也亟需学科建设的理论引领。本期推出的六篇文章，分别从廉政学科建设、特赦选择、地方创新、高校
反腐、大数据应用和网络反腐等视角，提出了独具创意的见解。有作者提出廉政学科发展的长远目标应
该是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中期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一级学科，近期则可以在多个相关学
科下设立廉政方向; 有作者提出特赦是有条件的，最关键的是政府发出的反腐败决心与信号以及公众对
反腐败的信心，反腐败应该坚定而非妥协; 有作者对中国廉政建设过程中源自地方的制度创新，根据“地
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进行了分类研究; 有作者认为要提高高校制度
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反腐败预警制度以及廉政措施落实制度;

还有作者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反腐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民间网络反腐的顶层设计提出了独到
的见解。希望这些文章能推动反腐败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对实际的反腐败工作提供政策上的启迪。

廉政学科及其发展路径研究

任建明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 把廉政领域发展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将十分有利于本领域理论的发展、专门人才的培养以及

反腐败实践的深入。对学科要素和学科条件等方面的分析表明，廉政是可以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腐败和

反腐败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廉政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突出特点，从中国现行的学科目录体系来看，廉政学科

横跨 7 个学科门类。因此，廉政学科发展的长远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 中期目标是发展为一个一

级学科，且较优选择是归属于管理学门类; 近期则可以在多个相关学科下设立廉政方向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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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ath of Anti-corrup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Ｒen Jianmi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To develop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 CAC) research into a special discipline in China will be greatly

beneficial to the theoretical study，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in this area，and also the deepening of anti-

corruption practice． By analyzing discipline development elements and conditions，the author find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romote CAC research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Due to the high complexity of both corruption and anti-cor-

ruption，the bas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is discipline is interdisciplinary． Based on the current National Subject System

of China，CAC involves an interplay of seven different subject areas． Therefore，the long-term objectiv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CAC discipline is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intermediate goal i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first-level-discipline affiliated to the management discipline; and the short-term aim is to set up CAC directions under

some related existing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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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久远①且十分普遍

的现象，人类社会开展反腐败或廉政②建设的实践

也几乎同样久远和普遍，即使是理论研究活动，以最

早的政治学研究③为标志，也已经有 260 多年的时

间。最近 10 多年来，中国学者从事腐败和反腐败研

究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程度，正式成立的大

学廉政研究机构已经超过 100 个。④然而迄今为止，

还没有发展出一个专门的廉政学科，甚至，关于廉政

学科发展方面的研究都还十分稀少。众所周知，一门

学科的发展对于本领域理论的发展、专门人才的培养

以及相关实践的促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

于此，开展廉政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就成为一项十

分重要的工作，本领域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

一、廉政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

独立学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学科的要素

和条件等一般性问题，进而对廉政应当并可以成为

一个学科的主要理由进行必要说明。

( 一) 学科的要素和条件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科学知识的体系日益扩

大。在科学知识演进过程中，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进

行不断细化的分类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方法。作为科

学知识分类的结果，学科得以诞生。学科的英文对

应词是“discipline”，其基本含义是指一定的科学领

域或一门科学分支。可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究竟应

该有哪些基本的要素? 一门学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条件或标准就可以说该门学科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

度? 学术界对此尚无统一的看法。

综合各方观点，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包括

两大方面: ( 1 ) 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基于该研究对

象而发展起来的研究内容的结构、研究领域或研究

范畴; ( 2) 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

论等知识内容。也有一些人认为学科要素还应该包

括学科性质或学科归属、独特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

等，但通常带有很大的争议性，也难以成立。［1—2］学

科性质提法本身比较抽象，如果是指学科归属或特

点，不同学科可能有很大的差异，难以简单说清。独

特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更是难以成立，因为科学的

研究方法是具有普适性或共通性的，很难说一个单

一学科就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这种观点本身就

不科学。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主张，应该把科学视为

一种制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视为一种知识体系，知

识只不过是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有人据此

提出，学科不仅仅表现为具有系统性、科学性的知

识，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完

整的科学体系，还必须具备独立的组织机构、专业标

准等，用以划清学科门类界限、保持其特定的科学地

位和社会价值。［3］这个观点拓宽了人们对于学科要

素的看法，但也只是一家之言，且和下面将要提及的

学科条件或标准重复，在此就不作为独立的学科要

素予以讨论。

关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准或条件，被人们

广泛 引 用 的 是 著 名 科 学 哲 学 家 托 马 斯·库 恩

( Thomas Kuhn) 提出的学科 5 标准说，即定义一门

学科的 5 个标准为( 1) 专业杂志的形成; ( 2) 专业协

会的建立; ( 3) 在学术界有特殊地位; ( 4) 有公认的

需要团队成员去构建的知识体系; ( 5 ) 专业人员学

术论文的传播。［4］就观察或评判一个独立学科是否

成立或成熟而言，这 5 个标准或条件具有实用性。

下面讨论廉政学科时，也将使用到这些标准。

( 二) 廉政学科的要素和条件

从学科要素角度来看，廉政作为一个学科是完

全符合的。廉政学科的研究对象明确而独特，其研

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人们为了

治理腐败而采取的各种反腐败活动，简而言之，就是

腐败和反腐败。腐败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是人

的一种具体行为或行为选择，而且在人类社会上具

有普遍性。腐败现象的普遍性表现在纵向和横向两

个维度上。所谓纵向，即从时间或历史维度来看，腐

败现象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

的很长时间内，腐败现象也不可能销声匿迹。所谓

横向，即从世界范围以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来看，

腐败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腐败现象对人类文

明的演进具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其巨大的破坏性和腐

蚀性，使人们不得不去直面它，不得不采取多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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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治理它，而绝不能置之不理。这说明，腐败现象作

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不仅可以研究，而且具有重大的研

究必要和价值。

已有的科学学科虽然已经很多，也有一些学科，

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对于腐败和反腐

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

个学科完全是以腐败和反腐败作为研究对象。这种

情况就提出一个专门的学科发展需要，即把廉政作

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予以发展，以深化人们对于腐败

和反腐败问题的研究。

在已有的对于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中，已

经形成了关于该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内容结构、研

究领域或研究范畴的一致看法。例如: 在关于腐败

现象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腐败的定义、腐

败的实质、腐败现象的分类、腐败的原因、腐败的后

果等; 在关于反腐败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

反腐败的战略、反腐败的对策或方法、反腐败的法

律、反腐败的机构、一国的反腐败以及反腐败的国际

合作、反腐败绩效及其测量等。

从库恩提出的学科 5 个标准来看，廉政学科特

别是经过中国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很好地满足

了这 5 个条件。首先，中国目前已经有公开出版的

专业杂志，如南通大学出版的《廉政文化研究》。在

一些公开出版的杂志中设有廉政专栏，如《广州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河南社会科学》等。国内

还有很多未公开出版的专门杂志，如湖南大学主办

的《廉政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的《预防职务犯

罪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漓江廉政研究》等。

此外，多年以来，中央和多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都出

版了专门的反腐败实践类刊物，在整顿党报党刊后，

很多已经转为内刊，现在仍然公开出版的反腐败刊

物有《中国监察》( 中国监察部主办) 、《廉政瞭望》

( 原四川省纪委专刊，后转为专门机构廉政瞭望杂

志社主办) 等。

其次，中国目前也已经有了专业学会。最具影

响力的学术性学会当属由中国大学廉政研究机构作

为单位会员所组成的廉政学会，目前还只是二级学

会，正式名称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

与治理研究专门委员会”。官办的专门学会更多，

包括中国监察学会 ( 中国监察部作为业务主管单

位) ，在多个省以及省以下地方独立注册的纪检监

察学会，以及作为中国法学会分支机构的“廉政法

制研究会”等。

后 3 个标准之间相关性比较高。廉政学科的知

识体系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学术论文、专著

数量巨大。1970 年，美国学者海德海莫( Heidenhei-

mer) 就编辑出版了政治腐败研究论文集，共收集论

文 58 篇。该论文集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海

德海莫与约翰斯顿( Johnston) 等学者合作又分别于

1993 年和 2000 年对该论文集进行修订出版。［5］自

20 世纪90 年代反腐败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该

方向的学术文献量更是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时期。

从国内来看，自中国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开始，伴随着

腐败问题的易发多发，腐败问题受到执政党、政府和

社会的关注，学术界的研究活动也进入到一个活跃

期。2000 年以来，随着大学廉政研究机构的设立，

研究活动增多，学术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以及学术

专著数量快速增加。中山大学廉政研究团队曾经对

廉政研究文献的增长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他们对

1980 年至 2009 年中国内地学者公开发表于国内期

刊杂志的 514 篇论文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表明，

一方面文献量增加很快，另一方面文献引用的频次

也有持续增高的趋势。［6］随着国内对于腐败和反腐

败问题的关注，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需求也快

速增加，极大地推动了廉政研究的发展。大学廉政

研究机构的快速成立也是这种旺盛需求的反映。随

着研究机构和研究活动的快速发展，廉政研究专家

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不断提高。

总之，通过学科要素和学科条件的分析表明，廉

政学科发展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积累，完全可以发

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二、廉政学科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

廉政学科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学

科交叉性或跨学科性。这主要是由其研究对象的复

杂性所决定的。首先，腐败具有复杂性。腐败问题

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其复杂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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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其一，腐败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现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

面。腐败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

题、社会问题以及文化问题。其二，腐败发生领域的

广泛性增加了腐败问题的复杂性。腐败几乎可以发

生在每一个社会领域，而发生在不同社会领域的腐

败，除了具有腐败问题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带有一定

的特殊性。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腐败成为一个

高度复杂的现象或问题。

其次，反腐败具有复杂性。由于腐败问题的复

杂性，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复杂性，使得反腐

败成为一件高度复杂的事情。人类社会已经和腐败

问题较量了数千年，但成就甚微。迄今为止，也只有

少数国家和地区称得上是取得了反腐败的成功，但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还深陷于腐败的泥沼之中。中

国的反腐败也属于后一种情况。

由于这个复杂性特点，传统上，对于腐败和反腐

败的研究就一直是一个多学科现象。政治学应当是

最早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之一。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经济学进入该领域，并取得了不少的

研究进展。其实，除了政治学、经济学，还有很多社

会科学学科都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进行了研究。这

些学科包括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心理学。除了

单一学科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还有一

些跨学科的研究。从已经形成的理论来看，既有单

一学科理论，也有跨学科的理论。例如: 政治学有权

力腐败及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专门理论) 、民主理

论等; 经济学有寻租理论( 专门理论) 、委托 － 代理

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 法学有腐

败犯罪控制理论、自由裁量权控制理论等; 社会学有

文化( 关系) 与腐败理论; 就单一学科来看，管理学、

伦理学、心理学对腐败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尽管没

有提出成熟的理论。跨学科理论有治理理论、制度

预防理论( 专门理论) 等。

中国最新的学科目录⑤共有 13 个学科门类，廉

政学科就横跨了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哲学、教育

学、历史学甚至工学等 7 个学科门类。从相关程度

来看，主要是其中的一些一级或二级学科。例如，经

济学门类覆盖全部两个一级学科，即理论经济学

( 0201) ⑥和应用经济学( 0202 ) 。在理论经济学中，

主要相关的是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 ( 020101 ) 和西

方经济学 ( 020104 ) ; 在应用经济学中，主要相关的

是二级学科财政学 ( 020203 ) 和统计学 ( 020208 ) 。

财政学中的公共预算制度对于腐败有很重要的预防

作用，统计学中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于腐败测量以

及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实证研究、定量分析具有重

要价值。主要相关学科如表 1 所示。

表 1 与廉政学科相关的学科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哲学( 01) 哲学( 0101) 伦理学( 010105)

经济

学( 02)

理论经济学( 0201)

应用经济学( 0202)

政治经济学( 020101)
西方经济学( 020104)

财政学( 020203)
统计学( 020208)

法学

( 03)

法学( 0301)

政治学( 0302)

社会学( 03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3)
刑法学( 030104)

政治学理论( 030201)
中外政治制度( 030202)

社会学( 030301)

教育

学( 04)

教育学( 0401)

心理学( 0402)

教育学原理( 040101)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特殊教育学( 040109)

应用心理学( 040203)

历史

学( 06)

中国史( 0602) 专门史( 060105) ＊＊

世界史( 0603)

工学

( 08)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管理

学( 12)

工商管理( 1202)

公共管理( 1204)

注: * 为在新版学科目录中，强调学科的宽口径，已经没有再细

分二级学科，此表格中的二级学科是参照旧版的学科目录而来;

＊＊为出现在旧版学科目录中的专门史二级学科，与新版学科目录已

难以对应。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腐败是一个人类社会现象，

因此，研究腐败和反腐败的学科主要还是在人文和

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在反腐败方面，有一些技术学

科，如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也会发挥重要的

作用。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廉政学科的名称问题。

李永忠和董瑛提出过三种意见，包括纪检监察学、监

督学和廉政学，他们认为监督学这个名称较为适宜，

但其在 发 表 的 文 章 中 主 要 使 用 的 又 是 纪 检 监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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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7］97—98其实，使用监督学和纪检监察学都带有明

显的缺陷，都不如使用廉政学这个名称好。监督是

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对策，以此作为该学科的名称，过

于局限。纪检监察是中国的一种反腐败机构的名

称，主要职责是执行党纪和政纪，因此，将其用作该学

科名称，带有太多的中国特色，而学科要求具有普适

性和包容性，显然也不适合。当然，其他可供选择的

名称还有腐败与反腐败学、腐败与治理学、廉政学、廉

洁学等。相比而言，廉政学和廉洁学名称比较简洁，

本身就包含腐败与反腐败两方面含义。由于使用上

的习惯，特别是在中国，使用廉政学作为该学科的名

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廉政学科的发展路径应该

如何选择?

前面两部分探讨的是，廉政应该发展成为一个

独立的学科。果真如此，将极大地有利于对腐败和

反腐败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本学科

理论和知识的更好发展，有利于为反腐败实践提供更

好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也有利于专门人才的培养。问

题是，如何发展廉政学科，具体路径应该如何选择才

比较有利? 下面将就此进行一些可能的讨论。

从中国现行的学科目录体系来看，由于廉政学

科横跨多个学科门类，即使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如果

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都存在归属于哪个

学科门类的选择难题。李永忠和董瑛的建议是暂时

归属于政治学［7］102—103，而在中国现行的学科目录

中，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政治学至今也只是法学门类

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政治学在中国的特殊性无疑将

极大地限制廉政学科的发展。此外，其他多学科的

理论和方法将难以被引入廉政问题的研究，这与一

直以来在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中，事实上存在

的多学科研究的情况也是不相符的。有鉴于此，最

理想的情况莫过于把廉政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门类来发展。这可以作为廉政学科发展的长远目标

或理想目标。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具有这个特

点。管理本质上也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但最终却

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

在廉政学门类下，自然应该发展出若干一级学

科甚至二级学科。由于廉政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

性，其空间是很大的，发展出若干一级学科和二级学

科是完全可能的。例如: 一级学科可以设立腐败学、

反腐败学，二级学科可以设置腐败定义学、腐败类型

学、腐败后果学、腐败原因学、腐败心理学、腐败犯罪

学、腐败测量学，反腐败战略学、反腐败法律学、腐败

惩治学、制度预防腐败学、廉政( 或廉洁) 教育学、反

腐败绩效评估学等。

把廉政学科发展为新的学科门类显然会遇到很

大的挑战和困难。因此，中期目标选择是把廉政学

科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来发展。作为一级学科会产生

究竟应该归属于哪个学科门类的选择难题。从有利

于廉政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较优的选择应该是管理

学门类，之后才考虑法学门类或经济学门类。而选

择其他相关学科门类就不合适了。之所以认为管理

学门类是较优选择，首先是因为管理学其实是一个

跨学科的学科门类，特别是以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来

看，历来就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作为其

主要支撑学科。这些学科传统上也都是研究腐败和

反腐败问题的主要学科。其次，在管理学门类下，公

共管理一级学科主要面向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工

商管理一级学科主要面向商业管理领域，而这两大

领域都是腐败的高风险领域，对于廉政研究和教育

的需要很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选择归属于管理

学门类对于发展廉政学科是比较有利的。选择法学

门类或经济学门类，都不如管理学门类更有优势，但

可以作为备选。在两个备选方案之中，法学似乎稍

好一些。

即使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在短期内也

还都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作为近期的学科发展路

径选择，则可以采取“八仙过海”的策略，即在现有

的多个相关学科下开辟廉政方向，以促进廉政学科

的具有发展。各个大学都可以选择自己有优势的、

具有相关条件的、与廉政有一定关联度的学科，在该

学科下设立廉政方向进行发展。经过一些年的多方

向发展，一旦具备了广泛、深厚的学科发展基础，廉

政学科将来发展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甚至是学科门类

就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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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些年的实际发展情况，已经呈现出这种

态势。多所大学已经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政治学

一级学科、法学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下开辟了廉政研究方向，不仅积极开展了理论研究

活动，还积极开展了人才培养工作。在人才培养方

面，仅学位、学历教育就包括博士后、博士、硕士甚至

本科生的培养实践。湖南大学已经在全国率先设立

了两个博士点: 一个是在法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学及管理科学与工程诸学科之间设立廉政学交叉

学科博士点，另一个是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了目

录外廉政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廉政教育和专门人才培

养方面，廉政学科下仅适合开展研究生 ( 硕士和博

士) 教育，而不适合开展本科生教育。理由有二: 一

是，廉政学应以多个相关学科作为基础学科，这种跨

学科特点就决定了很难开展单一学科的本科生教

育; 二是，从廉政建设专门人才需求来看，主要是政

府反腐败机构工作人员或在各个组织中从事内控、

廉政管理、诚信管理的专业人才，以及在大学或研究

机构中从事廉政研究的学术人才。这些人才的专业

“口径”十分宽广，仅靠廉政学一个专业来提供是难

以满足的。

注释:
① 据考古发现，公元前 13 世纪亚述文明行政中心就曾发生过官员

或王族成员贿赂腐败，以此为准，可知腐败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

了 3 000 多年时间。参见: 杰里米·波普所著的《制约腐败———

建构国家廉政体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在汉语中，廉政一词中的“政”通常是指政府或公权力部门。其实，

腐败不仅发生于公权力部门，在当今世界，腐败广泛存在于私营部

门以及各个社会领域，因此，反腐败或廉政建设也应该是全社会的

事情。有鉴于此，使用廉洁或廉洁建设就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

鉴于人们使用上的习惯，文章中继续使用廉政或廉政建设。

③ 以孟德斯鸠于 1748 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为标志，该著作中较

早地研究了权力腐败及权力监督问题。

④ 2000 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大学最早的廉政研究机

构，截止到 2013 年 9 月，据教育部有关部门统计，大学廉政研究

机构已经达到 104 个。

⑤ 参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 2011 年) 》。

⑥ 括号“( ) ”中的数字为该学科的代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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