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叉关系决不能仅仅处于边缘 ,相反越是社会生活的

中心 ,制度的交叉关系越丰富、越复杂。

费孝通指出的社会学研究发展的另一条道路是对

社会现象开展具有普遍性的形式研究。 “另一条路线

却不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 ,而是从社会现象

的共相上着手。社会制度是从社会活动的功能上分出

来的单位:政治 、经济 、宗教等是指这些活动所满足人

们不同的需要。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 ,如果抽去了它

们的功能来看 ,原是相同的 ,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行

为。这些行为又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去分类 ,好像合

作 、冲突 、调和 、分离等不同的过程。”
[ 2] (P93)

强调从社会生活的形式上开展社会学研究 ,蕴涵

了必须将经验研究上升到概念思维或理论逻辑层面上

的要求。因为尽管形式是对社会行为形成的各种关系

或各种样式的概括 ,但是对某种现象要概括出相对稳

定的形式 ,仅凭观察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上升到理论思

维 ,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 ,才能明确把握社会现象的

形式。所以 ,提出社会学应当研究社会现象的形式 ,同

时也就否定了单纯的直观的经验研究方式 ,明确了理

论思维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

[参考 文献 ]

[ 1]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 2001.

[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 1998.

〔刘少杰(1953—),男 ,安徽省含山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在中国改革开放、重建社会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内 ,由于各种原因 ,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

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学

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实用品格”。毋庸置疑 ,这种 “实用

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社会学学术水平的提

升。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对中国社会学实用

品格的批评 ,推动了社会学对自身研究实践的反思 ,越

来越多的社会学工作者开始形成比较自觉的理论意

识 ,许多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自

觉地置于某种理论框架之下 ,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对该理论做进一步的修正和推进;同时 ,越来越多的

理论研究人员也开始对所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做比

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 ,中

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收到了初步

成效 ,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

框架式的理论雏形。

1.“社会运行学派”。这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

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

学理论体系 ,它强调 “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研究社会”,并

试图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来达成这

一理论目标。主要倡导者为郑杭生等人 ,代表作为郑

杭生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郑杭生主编《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3年版)、《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8年版)、郑杭生著《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等。

2.理性选择(与社会交换)学派。其基本特征是

将社会交换和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概念和观点运用于

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 ,并试图在研究过程中进一

步修正和推进这一学派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命题。主要

倡导者为李培林、刘少杰 、周长城等人 ,代表作为李培

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

究》2001年第 6期)、刘少杰《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

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社会学研究》2003年

第 6期)、《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学

术论坛》2005年第 3期)、《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

与感性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 6期)等。

3.结构—制度分析。这是自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

会学重建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学者所采用的一种研究视

角 ,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社会学者以往较熟悉的侧重于

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视角 ,

同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侧重于从制度方面

来观察与解释社会现象这两种宏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结

合起来 ,形成一种从宏观的结构与制度方面来观察和

解释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强调结构和制度因素对人

的行为的“刺激 、引导与约束作用”。主要倡导者为李

路路 、李汉林、张静等人 ,代表作为李路路等人的《当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李路路、李汉林的《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00年版),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

题》(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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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程—事件分析。其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符号

互动主义、常人方法学和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些基

本概念和观点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可以摆脱传统的、静

态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 ,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

形成的具体事件与动态过程之中(或社会现象的实践

形态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研究模式 ,并将其运用于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 ,以揭示当前中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实践逻辑”。主要倡导者为孙立

平 、应星等人 ,代表作为孙立平 《“过程—事件分析”与

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迈向对

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

新议题》(均见孙立平著《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年版)、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等。

5.话语分析(或 “话语—文本分析”)。基本特征

是试图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

论取向 ,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中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

的一些分析技巧 ,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修订 、整理与综

合 ,形成一种与传统的实证分析、诠释学(或现象学分

析)和批判分析有所不同的社会研究模式 ,并以此来对

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一种具有另类价值的研究

和分析。这一理论视角现有的选取者主要有成伯清、

佟新 、方文 、吴毅 、谷孟宾 、毕向阳等人 ,代表作为成伯

清《论社会学的修辞》(《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 5期)、

佟新《话语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浙江学刊》2003年第

4期)、方文《学科制度精英、符号霸权和社会遗忘———

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社会学

研究》2002年第 5期)、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

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

建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 2期)、谷孟宾《城市社

会问题的界定方式对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影响》(《人

文杂志》2006年第 1期)、毕向阳《弱势群体:话语生产

及社会建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 3

期)等。

以上所列虽不尽完全 ,但大体上概括了当前中国

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努力。它们已经成为

指导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架构 ,其共同的

特点是: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 ,与中国社

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经验研究有着密切

的结合 ,不是一些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单纯性理论讨论。

主要缺点或局限则是:由于多数理论架构倡导者的主

要精力仍放在经验研究方面 ,能投入专门性理论阅读

和思考的时间相对较少 ,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不甚熟悉 ,

因而 ,一是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

状态 ,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自己真正

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二是所提出的理论架构从理

论建构的标准来看 ,总体而言水准不高 ,细节上存在较

多的问题 ,与成熟理论的标准尚有较大距离 ,还不足以

与西方理论相抗衡。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地毫不犹豫地说 ,上述理

论取向或研究构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

学以往给人们留下的那种“重经验 ,轻理论”的实用型

学术面貌 ,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假以时日 ,

完全有可能从中形成一些既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

又具有较高理论水准、能够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社会

学理论架构。但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良好的学术发展环

境 ,允许各种思路和平共处、友好竞争、多元并存、共同

发展;二是各个学派要保持自觉的理论意识;三是要加

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从西方学者那里

汲取理论营养 ,提高自己理论建构的水平。若能如此 ,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有可能毫无愧色与世人谈论中

国学者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成果。
〔谢立中(1957—),男,湖南省隆回县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China'sSociology(specialtopicfordiscussion)
ZHENGHang-sheng, LIUShao-jie, XIELi-zhong

Abstract:IntheopinionofZhengHang-sheng, sociologymustchangewiththechangesofanage.Soci-

etydemandscreationsofsociology, soChina'ssociologycommunityshould, onthebasisofChina'ssocial

reality, setupakindofnewtheorythatcananswerChina'squestions.LiuShao-jiethinksthatexperi-

encestudiesonsociologyshouldberaisedtotheleveloftheoryonthepremisesofaffirmingFeiXiao-

tong'semphasisofexperienceandinvestigationwithoutignoringstudiesoncommunityanthropology.Xie

Lianalyzesfiveresearchmodeswithobvioustheoreticalconsciousnessandthinksthatthesetheorieswill

changethesituationofChina'svaluingexperienceandignoringtheory.

KeyWords:theoryonsociology;theoreticalconstruction;theoreticalthinking;theoretical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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