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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在我们多年的不断呼吁下，在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展的促动下，教育部于 2018年 4月
发出文件，决定在我国高校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但是，根据已有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的《国家安全法》，把国家安全学置于一级学科位置上并不恰当。为了国家安全学学科
的健康发展，必须给国家安全学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方法 /过程］为此，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深入研究国家安全与军事国防、国家安全学与军事科学的关系，并在理顺这一重要关系的基础上，给国家安全学学
科以更科学更准确的学科定位。［结果 /结论］由于军事国防是服务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和武装力量，军事国防在实
践和理论关系上都隶属于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实践或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需要根据这种关
系，把目前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的“军事科学”门类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使国家安全学成为一个包括军事科
学等若干一级学科的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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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the Ｒational Position of the Discipline Categ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Liu Yue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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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Under our constant appeal over the years，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itua-

tion in recent years，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a document in April 2018，deciding to establish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s first－

level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owever，this decision is not appropriate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

ty studies，and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or its

healthy development，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be placed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Method /Process］To this end，guided

by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we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defense，

and also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nd military science，so that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n be positioned in a mor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discipline category．［Ｒesult /Conclusion］As for national security，military defense is an important tool and armed force． It belong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manner，constitut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actice or 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based on this relationship，we need to expand the category of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catalogue of higher ed-

ucation into the categ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making the later a discipline category that contains several first－level disciplines in-

cluding Milit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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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历程上，2004 年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安全学》和 2014 年吉林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
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著作［1－4］。在此前后出版的两本《国家安全论》［5］和
《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管理学》［6］《国家安全战略
学》［7］《情报学》［8］等等，对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最终使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从学者呼吁变成教育部正式决定的主要因素，则是近
年来我国国家安全领域一系列重要战略举措的出台，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总体安
全观的提出、新《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国家安全
战略纲要》在中央政治局的审议通过、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活动的连年举办。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
在 2018年 4月 9日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
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做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学
一级学科”的重要决定。但是，根据《国家安全学》和
《为国家安全立学》两本书构建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
系，特别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和新的《国家安全法》，把国家安全学设立为一级学科
并不恰当。为了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必须在
全面考察相关学科关系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深入研究
国家安全与军事国防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给国家安全
学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

1 问题的提出

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2014年 1月成立、习近
平总书记 2014年 4月 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在总体国家安
全观指导下，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我国在国
家安全思想理论、制度体系、法治建设、战略规划、教育
宣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和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每年 4月 15日前后广泛深入开
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国家
安全教育也向纵深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专业
教育已破土发芽。在个别高校率先以目录外自设方式
开办研究生国家安全学专业，还有一些高校成立国家
安全学院的同时，教育部于 2018 年 4 月正式做出“设
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决定与规划。

围绕教育部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
重要决定，部分学者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人认为国家安全学一级
学科设置在“法学”门类之下，有人建议国家安全学一
级学科设置在“管理学”门类之下，也有人认为应根据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总体阐述，把国家安全
学建设成一个学科门类，在其下设置若干国家安全学

一级学科［10－12］。
我们认为，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容，我们不仅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形成
科学系统的总体性国家安全理论、建成协调高效的总
体性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实行全面覆盖的总体性国家
安全法治、实施高屋建瓴的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而且
还需要进行门类齐全的总体性国家安全教育和总体性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需要把国家安全学作为一个学
科门类来建设。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在高等教育现有
学科门类之外增加一个新门类，而只需在科学认识、正
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军事、国家安全学与军事科学的关
系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国家安全不断由军事政治等传
统领域向信息网络等非传统领域拓展的现实，即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的现实
情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把目前高等教育专业
目录中的“军事科学”门类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
以便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真正地全面贯彻落实到国民教
育领域，特别是贯彻落实到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建设领
域。

2 军事科学与国家安全学的关系

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如果把国家安全学作
为一级学科来建设，无论是把其置于法学门类下，还是
置于管理学门类下，都有一个包括不包括军事科学或
军事学的问题。国家安全学学科如果不包括军事学，
那不仅在当前非传统安全思维框架下说不通，而且在
以往传统安全思维的框架下也说不通，更不符合统一
了传统与非传统各种安全问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从历史上看，从传统安全实践看，从传统安全观
看，军事都是为满足国家的安全需要而产生与发展起
来的，也是保障国家安全最重要最主要的手段。正是
因为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军费
支出在国家各方面的支出中也常常高居榜首，军事也
在传统国家安全实践中日益壮大，最终发展成为一种
非常强大的武装力量。没有国家安全的需要，军事的
产生与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存在也失去了根基。在作
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的同时，军事也有
自身的安全需要，从而形成了军事安全这样一个国家
安全要素。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虽然是一种派
生性安全，是由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才派生出来的
国家安全要素，但其重要地位至今依然不可动摇。军
事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军事安全是这一保障
国家安全重要手段的安全，因而也就成为国家安全构
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要素。因此，在传统国家安
全体系中，军事和军事安全长期占据着独一无二的重
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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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
突出，传统安全体系中据于首位的军事和军事安全的
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保底手
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依然是保
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是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出现了各种新的非
传统安全问题，也无法摆脱各种旧的传统安全问题，包
括军事和军事安全问题，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时特别强调，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
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
系。”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讲到军事问题
时，总是把军事和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
地位给予论述，反复强调军事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
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底手段”。

与国家安全实践和国家安全体系必然也必须包括
军事和军事安全相适应，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军事和
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体系中进行阐述相适应，在规
划高等教育专业目录时，特别是在建设国家安全学学
科体系时，军事学也必须在其中占据重要一席。

总之，在军事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上，国家安全包含
了军事，军事问题处于国家安全的范围之中。在学理
和学科关系上，国家安全学学科应该包括军事学，军事
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分支也只有处于国家安全学学科体
系之中才合乎历史、合乎现实、合乎逻辑、合乎学理、合
乎学科关系。

然而问题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有一
个“军事科学”门类，其下还有一些一级学科。在这种
情况下，比较方便可行的做法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指导下，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事与国家安全关系
的论述，把目前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军事科学”门类
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并且把“军事科学”更名为
“军事学”置于扩充后的“国家安全学”门类下。这样
既符合军事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现实，也符合军事与国
家安全关系的学理，特别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总体
国家安全观及其他重要论述中关于军事与国家安全关
系的论述。

3 国家安全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把目前高等教育专业
目录中“军事科学”门类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后，
可在国家安全学门类下设置多个一级学科，如国家安
全学理论、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
战略学、国家安全教育学、军事学( 现目录中的“军事

科学”) 、情报学、警察学( 现目录中的“公安学”和“公
安技术”) 、外交学、国家安全技术、非传统安全学等一
级学科。

国家安全学理论是国家安全学门类下的第一个一
级学科，具有统领性和全局性，其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
专业方向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国家安全学基本理
论( 包括国家安全学基本原理、国家安全学研究方法
等) 、国家安全史( 包括中国国家安全史、国别国家安
全史、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史、国别国家安全思想史、国
家安全断代史等) 、国家安全体系研究、国家安全学派
研究等。

国家安全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
业方向有: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危机管理、保密
学、边疆学、海关学等。

国家安全法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业
方向有:国家安全法学原理、国家安全法治史、中国国
家安全法律体系、外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国家安全部
门法研究等。

国家安全战略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
业方向有:国家安全战略学、国家安全战略史、中国国
家安全战略研究、国别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国家信息网
路安全战略研究等。

国家安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
业方向有:国家安全教育学原理、国家安全专业教育
学、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学、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研究等。

军事学一级学科由现在目录中的“军事科学”门
类调整而来，可根据现“军事科学”分类中的学科专业
设置，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近年代我国总体国家安
全布局，以及军改后的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进行
更科学的二级学科布局。

情报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
有:情报学原理、情报史、各国情报机构与情报工作、军
事情报学、开源情报研究、竞争情报研究、防谍反谍研
究等。

警察学一级学科由原“公安学”和“公安技术”合
并而成，可根据原公安学和公安技术两个一级学科的
设置情况，及近年来公安与警察系统改革发展的实际
情况，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二级学科布局。

外交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
有:外交学理论( 包括外交学基本原理、外交与国家安
全、外交学研究方法、外交与外交思想史) 、域外安全
保护( “海外利益保护”一词不好) 、国际安全学 ( 包括
国际安全关系) 、区域与国别安全研究等。这些二级
学科虽然会与现有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交叉，但各
自侧重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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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技术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业
方面有:信息网络安全技术、军事技术、警务技术、情报
技术等等

非传统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的二级学科或专业
方向有:非传统安全概论、人安全与国民安全、恐怖主
义与反恐研究、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安全治
理、国际文化交流与国家文化安全、科技发展与科技安
全等。

4 结 论

近年来，我国成立了在总体上统领国家安全全局
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
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涵盖领域十分广泛”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总体性的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了总体性的新《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教育也开始从
过去那种以反谍保密为主的教育转变为总体国家安全
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以总
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设立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匹配的总体性国家安全学学科门
类体系。只有把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成一个包括国家
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
全战略学、国家安全教育学、军事学、情报学、警察学、
外交学、国家安全技术、非传统安全学等一级学科在内
的学科门类，才能够真正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也
只有建设成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才能说是
真正贯彻落实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才是一个与总体

国家安全观相匹配的国家安全学学科，才是一个能配
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国家安全法》和中央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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