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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将工作内容和方向转变到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加
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学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以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发展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
学科,国内高校经济学发展迅速,很多高校研究生阶段开设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甚至开设产业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方向。经济学的论文数量远超于其他社会学科,一直稳居社会科学学科论文发
表数量前列,因此,本文对2001-2020年经济学领域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只在通过统计分析来
研究经济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更好的指导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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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Papers
Boyu Fang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ocus of CPC’s work has changed, and the work content and
direction have been change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economic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domestic scholars and social personages.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Many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theoretical economics and applied economics at the graduate
stage, and even set up disciplines such as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s. The number of papers in
economics far exceeds that of other social disciplines, and has always ranked first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social scien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from 2001 to 2020, only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ter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s and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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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的推动, 经济学研究能力的提高既能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市场经济置于

做出分析判断,也能够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提高,国民总体生活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整体向好,还存

水平的提高,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科学性,实现整体经

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改革。由此看来,经济学的研

济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对各种学术数据库中经济学论文的数

究十分重要,尤其是关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相关的研究,经济学

量及研究方向等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了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论

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态势。目前我国经济学的

文之间的发展关联,具体如下：

发展主要围绕经济学领域的著作和文献展开,相应的这些文章

1.1经济学论文的数量表现

也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趋
势作出判断。

目前我国经济学论文从数据上的现状表现为发表量大,高
产作者人数多。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越来

1 经济学论文现状与经济学发展趋势

越深入,我国也占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

我国经济近年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学

往来,文化交流输出。我国的经济学受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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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经济学发展和研究,在数量上呈现产量不断增高的趋势。

可以发现,应用经济学科中关于金融,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根据知网的收录文章数量显示,经济学相关的文章在2006年

城市发展理论等的研究占到了绝大多数,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

~2016年之间均达到1万以上,可见在06年~16年,我国经济学学

使得城乡分化,城市经济远远超过农村经济的这样一种不平衡

科及文献研究的发展速度。并且以51%的占有率占据论文量排名

现象有关,正是因为城乡分化,城市农村经济贫富差异较大,越

的首位,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且比第二名的论文占有率高

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寻求一种解决方法,也就促进了这方面

[1]
出了很多,不断创造我国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新高 。由此看来,

[2]
的研究 。

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对比,经济学的研究成就更突出,成果也

1.3经济学论文研究的地域特点

更丰富,而且其还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提高与完善,呈现

近些年来,经济学论文中关于企业发展,跨国公司发展的数

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根据数据库的分类功能,相关的论

量众多,可以看出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高

文可以按照地域位置,按照来源机构,按照研究内容和方向进行

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其中经济学研究数量最多的当属于北京,上

分类。

海,广东等地。所研究的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企业发展等

1.2经济学论文研究的分类表现

数量较多,东部地区地区对于西部地区如何起到带动作用,如何

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学的研究相对来

进行东西部资源的配置,使得西部提高发展的速度,与东部协调

说比较突出,成果也非常丰富,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还在进行着做

发展,充分利用东部经济带来的导向性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和产

完善和改革。呈现着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根据相关数据库研

业布局,这种现象与北上广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密不可分,同时这

究表明,经济学学者的论文发表数量要远远大于国内其他学科

些地区的发展也给周边经济带来了促进作用,北上广等东部经

的发表数量,一方面,这与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另一方面

济较发达地区像一个圆心一样,以其城市内部的发展来促进周

与高校学科建设息息相关,现在很多高校都已经设立了经济学

边经济的发展。同时,近几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农

学科,设立二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根据数据排名可

村,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

以看出,目前经济学者的数量占到了所有发表文章学者数量的

的经济问题,近几年来,由于城市发展迅速,城镇化效率增加,城

一半,并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的上升。经济学学者研究在数量上

乡差异不断扩大,城乡贫富差距较大,不少经济学家,经济学者

形成了绝对的优势,并且在质量上也在不断的提升和改进,如今

也在探求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进行农村产业调整的相关

经济学的队伍不断扩大,经济学学科的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各

研究,农村的发展逐渐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同时如何

路学者纷纷展开研究,以期对我国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建设作出

调整产业,使得我国产业呈现反正的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经济的

贡献。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2000年到2020年的经济学论

增长也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内容,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学相关论

文数据中,学科研究内容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理论经济学,主

文的研究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的趋势

要涉及到经济学的相关模型理论研究,第二类是应用经济学,涉

与方向。

及到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在这两类经济学研究内容中,应用经济

1.4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主体

学以93%的比例远超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这与我国目前社会发

通过经济学论文的检索和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研究的内

展状况相适应,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

容和主体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初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

及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在对于相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

针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争论,后

的学者也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展开了诸多的研究,推

来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作用研究,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

翻了国外很多经济理论。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关注于市

贫攻坚战,到现在研究的内容已经变得十分广泛,但是更多的分

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也给国内诸多学者带来了思考,

布于我国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转变,如何进行更加高效的改革,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选择和侧重方面,也引起了很多学者

毕竟如何实现我国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

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发展一直以来侧重于经济的实际运行状

发展,更多的围绕如何缩小东西部经济差异,如何减少城乡发展

况,因此应用经济学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同时由于经济学中理论

差异,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等方面。根据知网进行查询的

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区分并不明显,很多理论经济学的学者研

数据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2006年的2016年这十年间,经济学论

究的相关内容也是偏向于应用经济学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

文绝大多数来源于高校学生和教师,研究机构中关于经济学的

学相适应,以实际出发,通过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来进行经济理论

研究方向大致趋向于某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情况,而高校中的

分析。但是也正是由于我国研究学者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的侧重,

论文具体方向更加广泛,如今我国已经在论文写作方面构成了

使得国内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相对滞后,相关的理论大多借鉴于

一个完整的高校体系,高校学生和教师成为经济学论文中贡献

国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国外很多经济学研究理论是以西方国

的一大主体。除此之外,社会各界关于经济学的研究也在不断的

家为主,很多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相悖,未能按照我国实际发展

增加,党政机关,企业,公司等也在不断增加起对经济学的研究,

的状况来进行理论分析,这方面相关理论的缺失也是目前我国

甚至在很多公司开始增加对经济师的应用,由此可见,经济学在

经济学家值得去思考的。在应用经济学学科下,查看相关数据,

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的相关论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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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们社会研究中的参考依据。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大大扩大,

感的,因此,很多人对于经济学的支持较少。而且经济学在发展

已经由原本的经济学者转变到各行各业的学者中,尤其是在很

的过程,中国内很多的学者更多偏向于金融方向,这与传统的经

多人文社科的研究中,也会充满着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学科之间

济思维有关,然而过多的关注于金融方向会导致学术圈竞争压

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通过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联

力增加,高压之下反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如今经济学研究的

[3]

系 。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由最初的微观,

其他方向都缺少相关的人才,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大众对于经济

宏观,中观经济学,到现在不断细分下的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

学的认知缺失,认为经济学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方向,不利于

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针对各个模块的经济学研究也在不断的

经济学的发展。

增加。

2 对经济学的发展建议

3 结语
如今经济学不仅是我国国内的重要学科,同样是就业人数,

近几年来,经济学高速发展,经济学的论文数量也在逐年

考研人数最多的学科之一。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会

增加,但是根据经济学相关论文情况可以看出,经济学在高速

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因此对于经济

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下文将提出一些经济学发展

学的相关论文研究也在不断地向着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转

的建议：

变,具体表现在城乡融合,农村经济发展,产业调整方面,研究如

2.1加大高校研究和社会经济实际的匹配性,重视理论经济
的发展

何缩小我过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贫富差距,注重环境效应。同时,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学论文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一

首先在高校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中存在研究内容过于空泛的

定程度上反映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

现象,研究结果假大空等情况频频出现,为了解决这种现象,高

进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协调,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完善,

校的研究需要以社会实际为导向,更多的关注社会经济现象,进

最终实现经济学研究与经济的同步发展。

行计量分析,运用数据对相关现象进行说明,避免出现文章空泛
等情况。同时,增加高校和现在企业的合作,促进高校经济研究
的应用性和真实性。除了对于应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高校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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