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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耄耋之年发表了一篇

文章，叫作《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①，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文章里，费老再次强调了这

样一层意思：我们今天的社会研究，大体上都是

“只见社会不见人”，只是对社会的测量、描述和

判断，却没有具体的人生感受和体悟，也没有人

与人相处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道义关

系。我想，他讲的不只是针对中国的社会学，当

然也针对广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甚至是对中国

当前总体学问形态的一种反思吧！

那么，反过来说，中国学术界应该做一种什

么样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呢？在费老看来，中国

真正的社会构建的基础，是孔子讲的推己及人、

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等等，这个一层一

层推展的过程，就像他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一样，

扩散开去的是一种情感模式、理解模式，甚至是

感应模式。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是将情理和精神

一层一层地连带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

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并

不是一个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把人与人、

人与祖先、人与神明结合起来，把所有与他相互

亲近的存在，甚至是呵护他并为他所敬畏的上天

都融合在一起了。

费老的这种想法，让我也想到马塞尔·莫斯

的发现。莫斯的世界观，以及他所研究的整体世

界构造，其实与费老的理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感，也就是说，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的起点究竟

是什么？这个起点，不是自然法学家们说的所谓

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我们与出生伊始便面对

的被给予的世界（the given world）②之间的关系。

这不是个体的自然权利和能力所推衍出来的结

果，而是我们始源性地存在于一个令我们得以生

存和养育的世界里，那里有给予我们生命和生活

之一切的父母、亲朋，以及我们的祖先、天与地，

还有各色的神灵，当然，也包括给予我们知识和

修为的老师和大学，总而言之，即是给予我们的

各种方式共同存在的一切。

按照莫斯的说法，人生是一个回环，是一种

返还机制，而不是一个个自我的绝对的确定性。

费老所说的也正是如此：我们在现代科学这种普

遍理性的架构里边，“越是那些外人看不出、说不

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的东西，越是深藏不露地

隐含着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社会科学起源于人的自觉性和自省性，这种

内省式的同感和理解，首先是一种体会意义上的

学问，“不言而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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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费老就有了接下去的说法：“不能单靠我们今

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

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

‘心’、‘神’去领会这个社会的构造。”

关于这一点，我又想起林耀华先生的教诲。

他在很早的一篇文章，也就是《柯莱论生活研究

法与农村社会研究》中讲了相似的观点，即我们

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命，就是要将其看成一个

“身心功能和促成的有机历程”，“把个人生命按

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及他与众人关系的变

迁”，“以其洞察行为之深，在形式上虽为非戏剧

的，而实质上却是戏剧的”。③林先生在《社会研

究方法的形相主义与体验主义》中也说过，我们

所要建设的社会学，一定是同情的、内省的和直

觉的，它是以人性的真实的状况作为起点，建立

了一层层不断扩展出来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

之生命本源，就来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交通或精

神接触”④，而不是预先设定出一些普遍的假设，

只有由此出发，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的

起点，是中国的学问应该具有的一种文明的基

因。

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先生的说法，今天的社

会学家们恐怕都忘掉了，有时候即便读了他们的

书，也未必就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

的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国式的中层理论

研究模式的翻版，说实话，这种大家追捧和信奉

的研究模式，比美国还美国，所以根本上也不如

美国。社会科学被中层理论所霸占，连欧洲人都

觉得奇怪，我的好些欧洲朋友也常说，做学问不

尊重自己的生活底色和经验体会，还成什么学

问！其实，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对这种情

况不满多时了，中层模式被不断复制，无非贯彻

的是一种生产的逻辑而已，社会科学的探索，根

本无法植根于自己的文明传统里，也无法构成对

整个世界图景的想象。

在美国较为普及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

思维模式，今天在大多数学术期刊里铺天盖地地

存在，也波及文史哲的研究领域，成为一种对于

现实经验判断和文明历史构想无所关联的自我

封闭的思维循环，充斥于各种论文和著作之中。

那么，这样一种思维，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假设-检验思维。刚才

我引用的费老的话里，已经提及了。那么，什么

是假设-检验思维呢？这种思维的一个首要特

征，即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有关总体的全称判

断，但同时必须要通过经验材料加以验证。也就

是说，我们似乎做了一项预设，科学天然就是面

对一个普遍世界所做的全称判断，那么这个全称

判断在中层理论的要求下，则必须要通过可测量

的变量加以实证地检验。

所以说，那些不可测、不易测、不能操作的有

关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之处的社会连带机制，也

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人们从文明

历程中所继承的那些精神上的情感、气质和风

俗，以及那些宏观的理想或观念，都极有可能被

这个所谓的可操作性排除在外。也可以说，假

设-检验这样一种思维，从一个可操作性的角度，

大量提供的是一些“具有一定之普遍经验效准性

的表征预设（representation postulate）命题”⑤，所

要得到的是建立某一现象与某一现象的因果相

关，也可以说是线性相关。也就是说，假设-检验

思维是一种线性推理的思维模式。

倘若线性思维大为普及，或者说占据绝对主

导地位，就会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产生

极为有害的结果。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生活是一

种敞开的、不断沟通和交互理解的过程，有全面

的情感、理性和精神上的交往，不全然是以线性

的逻辑关联来产生的。但如果假设-检验的线性

模式成为绝对主流，我们就会经常发现一个现

象：社会科学学得越“多”、越“好”，就越是不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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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世故，就越是不懂伦常道理，在理解和把控社

会生活的方面，甚至连一个持家的老太太都不

如。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这种研究模式是一种排

他性的、去时间化的、去精神化的模式，经常抽离

出变量、指数和因果关系，这种研究或许能为我们

了解社会局部提供一些帮助，但与费老所说的对

人的研究和对具体社会生命的理解，并无太多关

联。即便时下对于历史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是不是这一点，在美国

也是一种很成问题的研究策略呢？当然，美国学

界对此也多有批评，但从美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来

说，我倒不完全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这种科

学思维的结构，是缘于一种所谓个体的现代性的

基础，特别就美国文明的传统来说，像米德所指

出的那样，是作为现在的时间性的个体而形成的

一种思维模式。用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的

说法来讲，就是在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个

体里面，人的生存一开始便是以个体的形式直接

面对整个世界，而不是纯粹从社会的具体关联中

逐层地构造生活和探索世界。杜威说，我们每个

人在面对世界时所产生的疑惑、迷乱和怀疑，才

是一种科学思维的始发动力。⑥这种科学是以个

体构建世界观，直接面对普遍原则作为其出发点

的。这种反思性的思维，是以个体与世界（公民

与国家）的直接关联为基础的，从而使得每个人

的每个推论都成为他／她作为个体面对世界所

必须解决的疑惑，如果要得到确定的路径，这样

的全称性推论就必须得到普遍经验的检验。

所以我想说，这才是中层理论的一个内在出

发点。换句话说，中层理论的研究方式，在美国

虽谈不上是最高的科学方式，但在某种意义上却

是切合美国人的人性结构的。对绝大多数美国

人来说，周边的人群并不构成有效的理性判断的

基础，他们基本上从所谓中层的视域来看待自己

的生活。所以说，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清教

的传统，都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或行为科学、变量

思维的模式，就像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的那样，

是他们所能理解的社会行动构成的逻辑，是以个

人主义作为底色的，同样在政治形态上也有相应

的安排。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美国和美国人也

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清教的创始人诺克斯（John
Knox）的说法来进一步理解。他说：“人人皆祭

司，人人有召唤”，每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联，是

通过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化这样的实用主义原

则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业化”。在这

个意义上，诺克斯说根本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完

全精神性的清教徒，必须要“把所有原则应用起

来”，这才是美国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底色。从个

体原则出发，一方面是个体性的人格结构造成

的，另一方面则是把社会想象为一种公民联合

体，就像美国现在的大选一样，作为个体与个体

相集合的一种统计学表达，选票就是这样的逻

辑。然而，涂尔干理解的欧洲传统有所不同，就

像当年在《自杀论》中批评奎特来的统计学那样，

他认为真正的社会统计不是个体平均，我们要找

的社会，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状态，而是

自成一类、具有宗教和精神内核的一种更高存

在。所以我想说，我们要探讨社会科学的原委，

就必须回到各自的文明基因中去看。对中国人

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的真正起点，

以及特有的研究范式究竟是什么，是必须要不断

探究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一个个体直接面对世界

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怀疑和不确定。但

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则往往以社会连带的实质关

系作为生存基础，所以，中国人首要的需求是人

际关联中的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人理解社会

的方式是一个从亲密关系到半亲密关系，再到拟

亲密关系，一层一层推展出来的方式。所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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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不是一种预先设定的一般关系和普遍关

系，而是推己及人的关系，也不是一个个体的结

构，而是个体在所有的社会连带里边逐层推展出

来的社会世界。

那么，中国人的人性所涉及的社会构造的起

点，如果不是怀疑论的预设，是什么呢？就是我

们常说的“安身立命”和“心安理得”。一个人如

果不能安身立命，如果不能心安理得，就会有所

不安。所以中国人理解社会不是从“疑难”开始，

而是从“为难”开始。我们都知道，社会生活里边

有许多为难之处，这些难处的每一个层面，都有

其社会构造的特别充分的理由，一层层、一团团

地叠合起来，这就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假

设-检验的这种预设性的普遍探求，不是中国人

社会认知的起始点和出发点。求知或求真的过

程，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在人伦和天理之间建立

关联的具体方式。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的社会

科学教育真的把学生都搞得不知所措，一开始就

是讲抽象的大道理，一开始就是讲泛滥的同情

心，而对自己具体而微的社会生活特别难以处

理，在空泛的观念世界里，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关

系都搞得很成问题。

简言之，我的认识是，中国的社会学一定要

从“人”出发，是从一个人的最近处、最亲处出发

而获得的认知。但是，从近处和亲处出发的认

知，并不意味着只局限在特殊的社会关联的范围

里。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通

过人生的感悟、锻炼和修为，一层一层地加以扩

展，从人的社会历程的阶段性扩展，再逐渐触及

国家和天下的普遍性问题。所以，中国人讲境

界，讲人境界不到，就无法理解更基础、更深入、

更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个道理。不是所有人都可

以直接处理普天下的问题的。

今天，在这样一个假设-检验的主流模式下

所进行的社会科学教育，是一种“反社会”的教

育，是一种没有社会亲近感，充满了抽象意见的

教育。一个人没有了对周围世界的感悟，如何去

谈对普遍世界的认知？这不免会让我们想起，当

年埃德华·利奇批评费孝通说，你为什么要做家

乡的社会学？或者说，林耀华为什么要从家乡入

手写《金翼》一书？郑振满为什么从莆田研究开

始他的学术思考？为什么这些学者的学术起点，

都以自己熟悉的世界为起始？

严复曾说：“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

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

感通者是。”⑦我们要能够建立一个能群、善群的

社会，就必须要从“善相感通”的社会关联开始。

费孝通也曾经说过：“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自己

每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却要

特意去找一个地方观察中国人的生活”。⑧虽然

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一定要将自己的生活领域作

为研究领域，但社会科学家的科学探究的起点和

生身修养的起点，却必须是从此内在的亲近生活

开始的。所以，《金翼》告诉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存

在，是一个社会生态的过程，这就是燕京学派吴

文藻所说的“人文区位学”，即一个人从其最亲密

的生活开始，扩展到家族，扩展到宗祠，扩展到祖

先祭祀和神明信仰，甚至是天地沟通的世界。我

们对于中国士人的理解，也是在家、国和天下观

的层层关联中逐渐展开的，以至于现实之外的山

林世界所构造的一个整全的宇宙观，都是人伦与

天道之间的完整关联。这才是中国社会科学应

该努力的方向。中国人理解世界，一是要推己及

人，二是要怀柔远人，三是要参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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