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期中国死亡社会学的思考：
现状、进展与展望

□ 陆杰华 张 韵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死亡相关的议题长久以来属于禁忌或被忽视。不过，随着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转型，现代性的诸多特征促使着人们开始逐渐重视与死亡相关的诸多议题。同时，伴随着快速人口老

龄化和高龄化，与死亡相关的研究更加凸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首先，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死亡

的社会性特征以及社会学视域下死亡问题的研究内容。其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侧重考察了死亡社会学

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挑战。最后，基于现有相关研究的薄弱性，对中国死亡社会学未

来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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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问题向来讳莫如深，被

尊为“圣人”的儒家文化精神代表孔子也曾说过“未知

生，焉知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主

流态度是回避和忌讳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对与死亡

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少之又少。然而，随着中国社

会转型的加速，现代性的诸多特征促使着人们开始逐

渐重视与死亡相关的诸多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人

口结构也正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使

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转型与人

口转变正型塑着包括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在内的方

方面面，而这一特殊的转型背景也使得死亡问题成了

社会中每个人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现代社会中对死亡问题的反思

社会转型意味着应对种种现代性的挑战，现代社

会中对死亡问题的反思主要针对现代性本身的困境。
除此之外，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也涵盖了与社会福利政

策的公平分配的相关问题，以及现代医学带来的相关

伦理问题。
1.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与死亡

乌尔里希·贝克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风险社

会①，而死亡无疑是最大的风险之一。现代社会中，诸

如核灾难、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使得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在中国由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的影响广泛

而深远，工业化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种种便利，但工业

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成为威胁人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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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主要根源。此外，现代社会便捷及时的通讯技术

以及扁平化的信息传播媒介使得人们得以更加频繁

地接触到与之相关的信息，因而与传统社会中死亡的

仪式性相比，现代社会中死亡正以一种更加日常的存

在方式被人们所感知。
2.死亡的主体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

个体化与机械化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显著特征。个
体化与机械化的现代性特征贯穿了现代生活体验的

方方面面，且在个体面临死亡的时候更为凸显。这是

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较传

统社会更为疏离，个体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

的时候感到更加孤独无依，在这种孤独无依中死亡的

恐惧被无限放大。同时，在临终的治疗和护理过程中，

现代医疗体系又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机械化以及非人

本化。程序化以及器械化的临终治疗使得人的意志无

法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也使人在面对死亡时失去了

作为主体应有的尊严。
（二）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对死亡问题的再认识

中国正步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在这一宏观现象的

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个体面对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而

如何安顿退休以后走向衰弱的老年人，使他们不至于

感到孤独无依，在精神和生活上仍然能保持应有的生

命尊严，临终的时候能够有品质地走向死亡，是老龄

化社会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
1.快速老龄化与死亡问题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老龄型社会是指 65 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0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

例达到了 7%②，这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型社会。不仅

如此，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呈现出老龄人口基数大、社
会老龄化速度快的突出特点。并且，老龄社会一旦到

来就难以逆转，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将一直稳

定在较高的水平。③老龄的自然结果是走向死亡，在

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死亡已经

不仅仅只是个体老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而是与

整个社会都息息相关。在先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西

方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善终(dying well)”已经得

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相应的医疗制度与公共服务体系也

正在日趋完善。而在中国，面对老龄化带来的“衰老死”
的相关社会问题，我们尚未作好充足的准备。重新认识

衰老以及由衰老引起的死亡，对于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社

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家庭结构的变化对老年人晚期生活照料的影响

中国人口转型还突出体现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上。
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家庭内部的代际结构

和规模都在缩小。④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给中国仍以

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独

生子女家庭以及失独家庭的老年人的照料和护理资

源将面临很大的缺口。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市场化和

个体化的倾向对子女的养老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代际关系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联系紧密。这些都是对

老年人生命晚期生活与照料的不利因素。如何采取有效

措施，避免相当一部分老人在生命晚期失去经济支持

和情感支持，是现代社会需要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死亡社会学的主要流派和中国的实

证研究

（一）死亡社会学的主要流派

死亡社会学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于英国和美国的一门新兴学科。死
亡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对死亡事件的社会中的集

体或个体，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死亡社会学可以

被分为理论和应用两大流派。前者主要在于思考特定

社会中死亡的意义和文化象征，而后者侧重于对面临

或即将面临死亡的个体提供人文关怀。
1.理论流派及其发展

英国学者 Faunce 和 Fulton 在其 1958 年的文章

中第一次提出应当以社会学的视角关照死亡，“死亡

是一个制度化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死

亡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文化特征

所构成的特定文化综合体(culture complex)的核心。死

亡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死亡的社会文化内涵，死亡

的社会角色，丧亲之痛的辅导，死亡仪式和葬礼，以及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死亡所持态度的社会效应”⑤。早
期的死亡社会学大多集中在对死亡的社会蕴含和文

化象征的讨论上，到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在

医院进行的对面临死亡的个体的实证观察研究，这些

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医疗体系中的机械化和

制度化进行反思，改变了人们对临终护理的看法，开

始让人们思考和重视临终的环境对减轻死亡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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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此后，死亡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应也引起

了研究者的关注，Riches 和 Dawson 通过研究证实了

失去亲人对于人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和与他人的社会

关系所产生的深远而长久的影响。⑥总体来说，死亡社

会学理论流派按照发展的先后顺序主要集中在对死

亡的社会文化蕴含、现代医疗体系中的死亡、死亡的

社会影响这些主题的讨论上。同时，近年来死亡社会

学的研究也不再浮于死亡事件的表面，而是越来越注

重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如结构和行动、集体行为、社
会化、组织与阶层、权利运作等来获得死亡研究的启

示，更加明确死亡社会学的根本立场。⑦

2.应用流派及其发展

死亡社会学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死亡教育和临终

关怀，其目的在于对面临或即将面临死亡的个体提供

人文关怀。这一流派的学术代表主要为傅伟勋的“现

代生死学”。“现代生死学”既包括广义上对死亡的哲

学思考，又包含狭义上针对个体的死亡教育。而其所

主张的死亡教育也因其实用性在日本、中国台湾等

严重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广泛推崇。具体来说，

狭义现代生死学的目的在于从学理上引导个体以正

确的态度面对死亡，并且帮助个体建立生死智慧，以

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持

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⑧由此可见，现代生死学

的出发点是对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的思考，而其目

的及其应用实践是指导临终关怀，帮助人们正确面

对死亡。
（二）中国死亡社会学的主要实证研究

虽然中国目前尚未明确“死亡社会学”是隶属社

会学一个分支学科，但是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期

某些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已经属于死亡社会学的研究

范畴。较为突出的两类实证研究为农村老年人自杀研

究和“失独”问题研究。这两类问题都体现了中国社会

转型期的特殊性，同时其实证研究也是死亡社会学研

究的典型案例。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老年群体自杀的现象在社

会学界受到了广泛关注，以景军、吴飞、贺雪峰、杨华、
刘燕舞等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可被看作是具有代表性

的社会学视角下的死亡问题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中

有从宏观上对老年人自杀规模、趋势以及群体特征的

描述，但更多的是以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框架对老年人

自杀行为及其逻辑的经验性阐释，其目的在于分析和

挖掘特定社会背景下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社会结构

化的影响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
独生子女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具

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其中失去独生子女的老年人的生

活状况备受社会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失独”家
庭的重构和“失独”老人养老问题，对制定“失独”家庭

和“失独”老人的公共扶助政策的讨论，以及在宏观上

对“失独”群体的规模估计和预测这三个方面。

三、死亡社会学的研究框架

（一）死亡社会学的定义与研究方法

1.死亡的社会性

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来说，人的死亡也是社会

性的。这意味着人的死亡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终结，

同时还意味着凝结在个体上的一系列社会联系的中

止、重组和延续。具体说来，其中有因死亡而引发的人

际互动及以死亡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譬如治丧制度、
祭奠仪式等；也有因死亡带来的家庭结构改变引发的

社会问题，譬如幼年因父母早丧而失去抚育、中年因

丧偶而重组家庭、晚年因失孤而无法得到照料等。除

此之外，特定时空背景下死亡的社会特征还反映出了

社会结构及转型的影响，譬如现阶段的失独家庭问

题、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等。正是由于死亡的社会性，

使得死亡事件远比常人所能想象的复杂。在这一基础

上，死亡社会学即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关照死亡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以和死亡的相关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

系为切入点来探讨死亡问题”⑨。
2.社会学视角下的死亡问题

当死亡的社会性被人们所认识，以社会学理论的

视角来讨论死亡问题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

是社会宏观的人口层面上的讨论，人口变化主要表现

为出生、死亡与迁移。其中死亡是影响人口变化的一大

因素，而人口层面上对死亡问题的研究在于发现特定

时空下死亡所呈现出的结构性的特征。二是在社会组

织和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探讨死亡问题，这主要包括以死

亡事件引发的团体或组织的形成、竞争、冲突和沟通协

调等，以及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背后所蕴含的社

会规范和社会价值问题等。三是在微观个体层面讨论

如何面对死亡，其讨论的重点在于与死者社会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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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人在经历死亡事件之后的身份认同、社会化问题。
3.死亡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现代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定性与定量

的方法论之争，这一点也体现在死亡社会学上。由于

现代社会科学对于定量研究方法的偏好，死亡社会学

中也有不少研究选择用问卷或量表作为研究工具，譬

如从个人背景（年龄、教育程度、社会阶级地位、家庭

结构等）、死亡观和死亡态度上进行统计分析。但是由

于定量研究只能得出笼统的统计结果，无法获得经验

性的研究结果，因此社会学家开始越来越重视定性研

究在死亡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和贡献，运用访谈或观

察法收集研究所需的资料。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定

性研究方法在死亡社会学研究中的弊端，即“定性研

究方法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临终者或失去亲友者）

过多的深度接触会造成研究者情感上的麻木，从而对

研究者本身以及研究结果造成影响”⑩。
（二）死亡社会学的主要议题

以社会学的视野和角度对死亡问题的讨论，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也有明显的

不同。在兴起之初，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有效地

进行社会整合，因此对死亡问题的讨论也是在社会规

范和社会整合的视角下进行；当社会从前工业化时期

迈进后工业化时代，现代性的种种危机和风险迫使人

们反思死亡。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老龄化的现象，使得人们将死亡与衰老联

系起来，并重新认识死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

死亡进行讨论，也赋予了死亡不同的社会意义。以此

为基础，可以对死亡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有一个概括性

的认识。
1.社会失范与死亡

社会失范导致的个体死亡主要表现为自杀。社会

学中对自杀问题的论述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涂尔干

的《自杀论》，在涂尔干看来，自杀率作为一种“社会事

实”只能由同一层次的社会事实来解释才是可信的。
因而“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是他用以解释特定时

空背景下的自杀率的主要因素。輥輯訛在涂尔干之后，也

有不少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除此之外学者们还

提出，社会学对自杀的研究不必囿于“自杀率”这一研

究对象。抛开实证主义的束缚，解释社会学也为我们

提供了一条研究自杀的路径，即从社会行动的意义出

发，“在检视自杀者个体所建构的一系列之所以要杀

死自己或以自杀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想法的‘意义’中
去解释自杀”輥輰訛。这一思路为自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

广阔的视野，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研究

大多是在这一研究脉络下进行的。
2.现代性与死亡

从死亡社会学的产生背景来看，死亡社会学的兴

起伴随着社会学领域对现代性反思的逐步深入。可以

说，死亡成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契机，现代社

会中的死亡事件实际上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极端呈

现，透过死亡我们得以审视现代性的本质和它固有的

问题。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是通过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大屠杀这一悲惨的历史事件对现代性进行了

深刻的反思。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

物，现代性的理性和效率，以及现代性中独有的科层

体系是大屠杀得以顺利完成的工具手段。大屠杀是人

类历史中不能忘却的悲痛和耻辱，同时也是促使我们

反思现代性的契机。輥輱訛此外，种种现代性的社会风

险———譬如环境污染、核威胁、流行疾病突发等———
也给我们发出了警告。同时，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我

们得以在面临疾病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另

一方面也导致了更多伦理上的困境。
3.老龄化与死亡

衰老与死亡是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也是近几十

年来新产生的社会问题。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等不到老年的到来就

会因为各种危险而离世。在中国古代，70 岁的老人被

称作“古来稀”，80 岁的老人是“耄耋”，可见老龄是一

种非常不寻常的社会现象。历史研究的资料表明，罗

马帝国时期，臣民的平均寿命不过 28 岁；文艺复兴时

期法国著名作家蒙田也曾写道“死于老年是少见、异
常、奇异的死法，远不如其他死法来得自然———这是

最不可能的、最极端的一种死法”輥輲訛。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 75岁，

而这在世界仅排在第 80 位左右。輥輳訛 现代医疗可以治

愈疾病，但无法治愈死亡。已经引起学者们关注的老

龄化与死亡的相关议题包括老年丧偶及其影响、老年

居住安排和长期照料等。
（三）死亡社会学的应用与实践

理论的应用离不开实践。尤其在死亡与衰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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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当代社会，出于对生命的关怀，更应突出死亡

社会学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层面，即发展应

用与实践。其中最主要的是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临

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提高临终者

在生命最后的生活质量；并且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

重叠，在实际应用中也往往同时进行。
1.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它是一种在病

人临终时提供的医疗照顾，其目的在于缓解和控制病

人在临终阶段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病痛，使病人及其家

属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保持尊严和平静。輥輴訛 现代医学的

不断进步使得人们对医疗机构愈发依赖，医疗甚至可

以最大程度地延长临终病人的寿命，然而对于遭受疾

病困扰的临终患者而言，最大程度地延长生命同样意

味着最大程度地延续病痛。与此同时，现代医疗机构

机械化和非人本化的治疗和护理让临终者失去了生

命最后应有的关怀和尊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如

何进行临终关怀能让病患在临终时不致遭受过分的

和不必要的痛苦，使得患者自身及其家属都能有尊严

地面对死亡。同时，临终关怀也是针对临终期的患者

在机械化和非人本化的医疗环境中所面临的孤独和

恐惧，使其降到最低程度，提高死亡品质的同时提升

生命的品质。
2.死亡教育

如何面对死亡，不仅是临终者同时也是其社会关

系内的亲属和朋友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死亡事件的发

生使得原本的社会关系链条发生断裂，因而其亲属和

朋友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链条来弥补这一

断裂。这一重新构建社会关系链条的过程也就是其亲

属和朋友重新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再社会化的

过程。死亡教育的目的是教人正确认识和理智对待死

亡。輥輵訛因此，与临终关怀的接受群体是临终患者不同，

死亡教育的接受群体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对于儿童也

应该进行适当的死亡教育。輥輶訛相比临终关怀，死亡教

育不仅仅是给人以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尊严，其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对健康的生者进行生命教育，使得生者能

够理智地认识死亡，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生活的目标，

以积极的态度规划和评价自己的生活。因此，死亡教

育也是生命教育，正是通过让人看到生命的有限性，

使得人们更加珍惜生命。

四、转型期中国死亡社会学的研究进展

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中国拓展死亡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1.社会转型与社会老龄化的研究需要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两大特点使得死亡社会

学的研究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一是社会规范、文化

观念上的转变；二是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和高龄化的转

变。对于前者的转变而言，旧的社会规范失去作用，新

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在宏观社会层面，这一时期社

会不稳定因素较多；而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因为失范

导致的自杀行为更为频发，因而在社会转型期对这方

面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针对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和高

龄化的转变，需要正视的一点是，对于个体而言，老龄

化或高龄化实质上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疾病累积过程。
在社会层面上，老龄化和高龄化的社会在很多方面不

同于年轻型社会，譬如在老年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联系模式、老年疾病的护理和照料等等，因而这一

领域的研究也更加凸显其实用性和必要性。死亡社会

学理论层面的发展将会为转型期与之相关的社会问

题提供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加清晰的分析框架。
2.提高生命品质

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生命品质，而生与死是一体

两面，死亡的品质也决定了生命的品质。如何加强死

亡教育，使人们有尊严地面对死亡，从而提高现代人

的生命品质，是死亡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也

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需要思考的问题。正如傅伟勋

所言，“生”与“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死亡的品

质也决定了生活的品质。并且，对于个体而言，培养生

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的训练是必要的，而由高龄走

向死亡的阶段无疑是这一训练的最后阶段。由此可

见，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生命品质的强调使得临终关

怀与生命教育的发展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具有迫切

性。同时，临终关怀与生命教育作为死亡社会学的实

践与应用层面的主要内容，也是对死亡社会学的理论

层面的必要补充。
（二）中国死亡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1.主要进展

中国死亡社会学相关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于 90 年代，并在 21 世纪初形成了颇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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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研究特点。1988 年 7 月，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

“安乐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社会学、法学、哲学

和医学界的近百名专家参与了讨论，提出了开展死亡

学教育、更新死亡观念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第

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在天津医学院成立。同年 10

月，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也在上海创建。1992

年，北京成立了专门为老年病患服务的“临终关怀机

构”———松堂关怀医院。随后，全国一些地区也开始设

立临终关怀机构。与此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一批开设“死亡研究”专栏的

期刊，并出版了多部相关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的研

究重点侧重于死亡标准、死亡本质、死亡价值、死亡文

化等哲学、伦理学层面的抽象理论的讨论。輥輷訛 如前所

述，21 世纪初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现象引起了社

会学研究者的关注，以贺雪峰、吴飞、景军等为代表的

社会学者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转型期农村

的老年人自杀问题，由此也涌现出一批颇具特点的本

土化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以结构决定论和行动决

定论为分析框架，对自杀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释。因

而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本土和时代特色的死亡社

会学的成功的一次尝试。除此之外，近些年在实践应

用方面，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近年来也逐渐受到了医

学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等相关人士的重视，临床上的

应用也正在被广泛普及。
2.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近年来与死亡相关的社会问题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也得到了更加广

泛的应用，但就死亡社会学的发展来说，仍然存在着

明显的局限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缺乏较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研究内容较为

局限。对于前者而言，中国大多数对于死亡问题的研

究都是从宗教学、伦理学或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虽

有零星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但也只是针

对某一具体问题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譬如以结构决

定论或行动决定论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研究。但死

亡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应当明确自身

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分析框架，同时还需

将如何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考虑在内。对

于后者而言，研究内容较为局限也是目前中国死亡

社会学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死亡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在实际研究中更偏向实践应用，主要体现在临终关

怀和死亡教育两个方面。但若从死亡社会学的定义

来看，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被纳入死亡社会学的研

究范畴中来，譬如对于失独家庭问题，其中一个重要

的研究主题是如何重新建立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

而这正是死亡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总的来说，造成这

些局限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未能明确死亡社会学的

研究框架。
3.应用与实践的需求及发展现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居民的疾病谱也发生了

变化，列于危害国民健康主要因素榜首的是与生活习

惯有关的慢性疾病。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近

十年来，癌症、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已“稳居”我
国居民疾病前三位。2013 年我国城市居民中癌症患

者死亡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 25.47%輦輮訛，为我国城

市居民死亡原因之首。癌症患者的大量增加使得临终

关怀的需求迅速上升。与此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也

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带来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处于

生命晚期的老年人需要得到临终关怀的护理，发展临

终关怀和死亡教育愈发凸显其紧迫性。而就目前我国

临终关怀的发展现状来看还难以达到社会的需求。根

据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建

立了不同类型的临终关怀机构约 200 余家，大约有近

万名医务人员从事临终关怀工作。截至 2008 年，我国

34 家医疗机构中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有 10 所，占调

查样本总数的 29.41%。核定床位 589 张，实际开放床

位 790 张”輦輯訛。同时，相关研究还指出，我国临终关怀

机构的分布存在严重的城乡和地域上的不均衡。绝大

多数的临终关怀机构和资源都分布在大城市，而中小

城市以及乡镇的临终关怀资源十分匮乏。由此可见，

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在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

而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中国发展死亡社会学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

1.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中对死亡的避讳

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使得死亡问题的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得到重视，或遭到人们的避讳。而

即使在现代社会，死亡仍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话题，这

一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强

调年轻、健康、活力，而衰老和死亡往往是人们有意忽

略的话题。正如 C.Exley 所言，“现代社会以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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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避免谈及死亡，而那些正面临死亡的和正在经

历丧亲之痛的人们之所以遭到社会独特的孤立(u-

niquely isolated)，正是因为他们凸显出了现代社会的

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輦輰訛。缺乏直面死亡的勇气

以及对与死亡相关问题的重视和思考，这些都为死亡

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了阻碍。
2.本土化发展的挑战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颇为坎

坷，再加上死亡在中国不仅是文化上的禁忌，而且相

当长一段时间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在学术研究上也被

视作是政治立场上的错误，相关研究无法得到支持。輦輱訛

基于以上双重困难，中国死亡社会学的起步和发展要

落后西方学界几十年，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应用

都处于起步阶段。除此之外，从目前的情况看，对死亡

社会学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实践

与应用方面，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的相关资源严重

缺乏，相比目前和今后的市场需求尚且存在大量的

缺口。

五、总结与展望

虽然中国的死亡社会学研究在理论以及实践应

用上的发展已经起步，但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社会来说，已有的成果远远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无

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上都存在巨大的潜力

值得我们去挖掘。参照死亡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图 1

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死亡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具体来说，死亡社会学以其研究性质和研究目的

的不同分为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两部分。前者着眼于

以社会学的视角理解死亡，同时以死亡为切入点阐释

社会学中的重要议题，这部分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社

会失范与死亡、现代性与死亡、老龄化与死亡这三个

方面；后者则关注死亡本身及死亡的主体，目的在于

帮助人们正确面对死亡、提升生命的品质，这部分的

研究内容主要为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
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共同构成了中国死亡社会

学未来发展的内容，而本土化是中国死亡社会学发展

的目标和方向。譬如对于由社会转型期的失范引起的

死亡问题，由社会结构性的死亡事件（如失独）导致的

个人身份认同的重建和社会关系的重构问题，以及老

龄社会中的衰老与死亡问题等，都有待通过死亡社会

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

外，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往往比处于平稳期的社会更能

凸显暗藏着的社会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分

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从实践应用的

发展方向上来看，未来老龄化和高龄化的社会意味着

对于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越来越大的需求。因而需要

在具体机构的相关设置上通过增加临终关怀和死亡

教育研究所占比例来适应这一需求上的变化。同时也

需要通过加强社会宣传来使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的

理念更加普及。总而言之，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死亡

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未来需要得

到更加深入地研究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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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阐释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和当代价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选择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的关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依据、本质特征与实践

优势。
3.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

大战略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与

机制。
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战略。

5.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防范；建立公

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6.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宣传舆论引导工作的领导

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7.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

有机结合；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坚持党

的领导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史。
8.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带一路”现状、前景与战略；国

外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研究及其评析；国外社会主义思

潮新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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