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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视角看工会工作
钱民辉 陈旭峰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职工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这些发

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反映出工人阶级的抗争意识已经觉醒，如果不对

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诱因进行合理引导，则将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工

会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安全阀功

能，对职工的不满情绪进行合理的引导，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段时期以来，频频发生的职工群体性事件把工会

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由此工会工作成为了备受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

矛盾越来越凸显，在很多领域政府和市场并不能很好的

发挥作用。现阶段亟需像工会这样的“第三种力量”发挥

积极作用，但是，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往往处于一

种“失语”的状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

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工会

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进程的顺利推进。工会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职

工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独特优势，不仅要做到“有所

作为”，而且是要“大有作为”。

个人层面的工会工作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一个简单的刺

激—反应过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是

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

行动理论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

导向，也就是说，行动是主体朝向目标的动作。①美国社会

学家霍曼斯在其交换理论中提出了“攻击与赞同命题”。
“攻击与赞同命题”认为，当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

报酬或者受到了没有预料到的惩罚时，就可能产生愤怒

的情绪，也因此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当个人的行动得到预

期的报酬，甚至超过期待值时，或者没有得到预期的惩罚

时，他就会感到高兴，心理上也会赞同这种行为。②从现实

的工作中来看，当职工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时，

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积聚，这不利于社会稳

定；当职工的利益诉求得到很好满足时，他们对社会更加

赞同，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工会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群众性组织，能否有效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会

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所在，

是工会存在的根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职工各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根据社

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般说来人们都有

下述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或爱的需要、
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③在马斯洛看来，这些需

要是有层次性的，人们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之

后，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工会在维护职工的合

法权益过程中，一方面，要切实考虑到职工不同层次的

需求，不仅要满足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还要满足职工

的较高层次需求，使职工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维护；另一

方面，由于职工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工会对不同类型

的职工要采取分类维护的原则，切实解决好各自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

专门化、复杂化。要实现社会的整合，人与人之间、部门与

部门之间都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分工协作。人是同时具有

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生物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社

会性则是需要靠后天习得的，只有经过社会化的人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社会化是一个人学习社会的文化、
增加自己的社会性、由生物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④对于

每一个职工来说，工作单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工

会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应该加大对职

工进行社会化的力度，使他们更好的认同组织的价值和

角色，让每一个职工都能很好适应单位的工作与生活。只

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整合状态。

群体层面的工会工作

工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切实维护好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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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益，当然，群体的分类因划分标准的不同而不

同。从自身的分类来看，工会是一个典型的业缘群体。社

会学将人们结成群体的缘由或纽带主要分为三种：血缘

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由此形成三类社会群体。其

中，业缘群体是由于职业和劳动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社

会群体。⑤既然带有职业特征，工会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各自的职业特征。不同行业的工

会，要因行业而异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维护职工的合

法权益。从群体内部的分类来看，按照性别的分类标准，

可以分为男性职工群体和女性职工群体；按照年龄的分

类标准，可以分为青年职工群体、中年职工群体和老年职

工群体。这种划分方式是非常多的，工会在开展工作的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群体因素，对不同的群体要采取不同的

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群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

明显。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和“外局群

体”的理论，“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

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

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⑥在单位中，居于内核、把持着

文化表达的职工形成了“内局群体”，他们往往对单位的

价值取向、公共舆论等起主导作用；而处于边缘、接受并

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职工形成了“外

局群体”，他们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内局群体”与“外

局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互相“污名化”和互相给对方贴

“标签”的现象，这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存在很大的

障碍，缺乏沟通的现实基础。而工会则能够成为这两个群

体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工会可以作为“外局群体”的
代言人，向“内局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工会还

可以作为“内局群体”的代言人，向“外局群体”灌输“内局

群体”的价值观念。
切实维护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工会工作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于 1949 年在《美国士

兵》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理论。他在研究士兵

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

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位置，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

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相对剥夺感”理论后来由社会学

家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加以系统阐述。
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是一

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弱势群体往往有着强烈的相对剥夺

感，对现状较为不满，而相对剥夺感的强弱往往跟参照群

体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关联。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认

为：“参照群体是人们在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与之进行比较

的人类群体，是人们在决定其行为和态度时所参照的群

体”。⑦参照群体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具有地位比较的

功能，还具有引导行为和态度的功能。因此，一方面，工会

应该切实维护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降低他们的相对

剥夺感，缩小他们与参照群体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工

会还应发挥参照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弱势群体发挥

自身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向参照群体学习，通过自身努

力走出弱势困境。

组织层面的工会工作

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职工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

涉及到职工的组织化问题。社会学在组织化问题研究上

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即功能论视角、冲突论视角和

互动论视角。从功能论视角来看，组织化能够更好地维护

职工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获取资源。通过组织载体，可以

把各个利益主体在公共问题上分散的、模糊不清的个别

意志和行为，转化为明确的、共同的组织意志和集体行

动，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其他公共管理活动。⑧职工通过

组织形成工会，能够实现个人所不能实现的目标；从冲突

论视角来看，组织化是一种有效的冲突化解机制，它有利

于消解由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职工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张

力，实现社会整合；从互动论视角来看，组织化也是一种

重要的相互作用机制，它有利于职工社会资本的扩展、群
体意识的形成。

西方的组织理论、组织管理理论认为，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人们总是扮演着“理性人”的角色，他们往往会选

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行动。按照这种观点，组织成员会在

组织的制度框架下基于自身利益有选择的行动。美国社

会学家科尔曼提出了理性行动理论，该理论是以“理性”
这一概念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这一假

设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
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行动者是依据这一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

目的的选择。⑨工会应该根据人们的这一特征，通过利益

机制对职工进行引导。职工的理性不仅体现在“经济人”
理性上，还体现在“社会人”理性上。因此，一方面，工会要

设置各种经济性诱因，维护好职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

面，工会还要设置各种非经济性诱因，为职工创造一个良

好的工作环境。
从制度层面来说，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职工自发形

成的群众性组织，是一个正式组织。但同时，很多时候工

会也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发挥着很多正式组织所不具备

的功能。非正式组织是相对于正式组织而言的，这一概念

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提出。
“霍桑实验”发现，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以感情联系为基

础的非正式组织，它不仅会对组织成员的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还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组织的运行。非正式组织的这

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当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与正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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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目标基本上一致时，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是有益的；当

两者之间的目标明显不一致时，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并不

利于组织的正常运转。工会在同组织保持目标一致的同

时，要积极发挥非正式组织的功能，解决正式组织所不能

解决的问题，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社会层面的工会工作

在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直存在着政府“有形的

手”和市场“无形的手”这两种调控手段。但是，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越来越复杂化，政府“有形的

手”和市场“无形的手”这两种调控手段并不能很好地解

决这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调控手段双双失灵。工会作为

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是市场

和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能够有效解决政府和市场

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工会发挥

作用的空间更大。一方面，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很多不完

善的地方，这使得市场调控手段存在很多缺陷；另一方

面，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处于转型过程中，政府对

很多领域的管理并不到位，而市场机制又没有完全进入，

这使得这些领域成为了真空地带。这时我们就亟需找到

另外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有效发挥工会的作用

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职工的很多权益受损现象都是由社会结构、社会制

度因素引发的。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手段—目标”
论，他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

规定了目标，但是社会在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为每一个

人提供达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⑩当工人阶级不能通过

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维护个人权益时，他们只能通过制度

外的非法渠道来维护个人权益。此时，非理性的抗争行为

就会出现了，甚至会出现自杀这样的极端维权方式。发生

在富士康的一系列跳楼事件正是这种极端维权方式的代

表，这反映出了现阶段很多单位中工会的缺位问题。法国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指出，发挥行会积

极作用是解决自杀问题的有效措施，他认为：“行会具有

为围绕个人、使他脱离精神上的孤立状态所必需的一切；

而且，由于现在其他团体不多，所以只有行会才能完成这

种必不可少的任务”。輥輯訛现在的工会就相当于迪尔凯姆在

《自杀论》一书中提到的行会，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一方面，工会应

该改变只是一种摆设的现状，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方

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会要致力于改变损害职

工合法权益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因素，让职工有更多的

渠道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职工的群体性事件频

频发生。这些发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反映出工人阶级

的抗争意识已经觉醒，如果不对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诱

因进行合理引导，则将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

家科塞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安全

阀制度或体制是社会的一种机制，它通过潜在的社会冲

突来维持一个群体。安全阀可以使过量的蒸汽不断排出，

而不破坏整个结构，冲突也能帮助一个动乱的群体“净化

空气”。科塞注意到，这样一个安全阀“可以充当发泄敌意

的出口”，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輥輰訛工会作为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的组织，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安全阀功

能，对职工的不满情绪进行合理的引导，切实维护好职工

的合法权益。

文化层面的工会工作

文化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还包括无形的精神

文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物质文明建

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缺一不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工

会工作中，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工会文化建

设，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是处于不断的发展

变化中的，任何文化都不会永远保持不变。文化变迁要求

工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工会的作用毋

庸置疑。但是工会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呢？维护职工内部

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非常强调

形成集体意识对于社会团结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团结

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共同道德规范，一句

话，是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的“同一社会

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正是这种集体意识

为建立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輥輱訛工会为了更好地发挥作

用，就需要构建一种“集体意识”，形成全体职工共同认可

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这样可以实现职工之间的有效沟

通，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共赢关

系，防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迪尔凯姆所谓的“失范”
现象。因此，在工会工作中，应该加强对职工的宣传教育

工作，使全体职工形成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
当然，全体职工有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

固然重要，但是文化还是具有多样性的，亚文化的存在也

是必然的。文化往往可以分为“主文化”与“亚文化”。“主

文化”是指在一定族群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称

主流文化；相对地，“亚文化”是指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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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文化。輥輲訛亚文化研究开始于芝加哥学派对于美国、
特别是对芝加哥城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移民问题和种族

问题的关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

兰农民》是芝加哥学派亚文化研究的代表作。在工会工作

中，对于亚文化不能一味的压制，而是应该在认可主文化

的基础上允许其发展。科塞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基

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能对

社会有好处。輥輳訛只要亚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认可主文化基

础上的，工会就应该允许其发展，并对亚文化的发展进行

适当的引导。

结 论

通过对个人、群体、组织、社会和文化等五个层次的

工会工作的社会学解读，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个人层面的工会工作来看，工会作为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能否有效发挥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工会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过程中，不仅要切实考虑

到职工不同层次的需求，还要考虑到不同层次职工的需

求；同时，工会还应该加大对职工进行社会化的力度，使

他们更好地认同组织的价值和角色，让每一个职工都能

适应单位的工作与生活。
第二，从群体层面的工会工作来看，工会在开展工作

的过程中，要切实维护好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工会要当

好“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工会应该

切实维护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

感；此外，工会还要发挥参照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弱

势群体积极主动向参照群体学习，通过自身努力走出弱

势困境。
第三，从组织层面的工会工作来看，组织化能够更

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一种有效的冲突化解机

制，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互动机制；工会应该根据人们

“理性人”的特征，通过设置各种经济性诱因、非经济性

诱因等利益机制来对职工进行组织激励；工会在同组织

保持目标一致的同时，要积极发挥非正式组织的功能，

解决正式组织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

法权益。
第四，从社会层面的工会工作来看，工会作为共产

党领导下的职工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是市场和政

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能够有效解决政府和市场难以

解决的问题；工会应该改变只是一种摆设的现状，在维

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工会要致力于

改变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因素；此

外，工会还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安全阀功能，对

职工的不满情绪进行合理的引导，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

法权益。
第五，从文化层面的工会工作来看，在工会工作中，

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工会文化建设，这对于

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文化变迁要求工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与时俱进，

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应该加强对职工的宣传教

育工作，使全体职工形成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行为规

范；此外，对于亚文化不能一味的压制，而是应该在认可

主文化的基础上允许其发展。（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博导；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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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工

会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

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由工

会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国

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

的。但是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在具体利益上还存在差别和

矛盾，由于在社会管理机构中还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

象，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

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劳动关系日趋复

杂化、多样化，国家、企业、职工三者间的利益格局也进一

步明晰化。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工会必须进一步突出维

护职能，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职

工的合法权益。（来源：《中国工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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