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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门现代社会科学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化”的呼声与讨论一

直不绝如缕。笔者所从业的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也不例外。当然，在学科本身

和我国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呼吁和讨论“社会学中国化”的声音自有高低起伏。最近一段时

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又格外热闹起来。其中颇有影响的，先是谢宇教授在《社会学研究》

2018 年第 2 期上发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明确认为“社会学中国化”

是个“伪命题”。接着翟学伟教授在《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10 期上发表《社会学本土化是个

伪问题吗？——与谢宇商榷》，对谢宇教授的观点提出异议。再接着，2019 年 3 月，包括周晓虹、

邱泽奇、谢立中、李路路、胡荣、贺雪峰、翟学伟、张文宏、文军、田毅鹏等在内的一批知名

社会学中国化：学术？政治？
抑或学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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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在中国社会学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情形下，“社会学中国化”乃是

一个毋须讨论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两个非纯粹学术性的因素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

讨论：一是政治性的，与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地位声望或者说合法性有关；二是学术政治的，

与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者在现代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焦虑有

关。社会学不仅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更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此，在社会学中国化

讨论中一些被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认识是值得重新思考的。有两种学术的主体性：一

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的主体性；二是马克思式的将自己置身于现代世界的发展潮

流，并立足于“人类社会”来检视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后者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确立的。

如果说“从中国看世界”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起步，那么，“从人类看中国”则是中国

现代学术走向成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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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贵州民族大学、贵阳孔学堂共同讨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并在 2019 年第 2 期的《中

国社会科学评价》刊发了《中国社会学 ：从本土化尝试到主体性建构——社会学长江学者十人

谈》，以“十长江”的宏大声势加入并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本着“所有的狗都应该按

上帝给的嗓门大声叫”（契诃夫语）的意识，笔者不揣浅陋，不避“凑热闹”之讥，也来谈一点

自己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感想。

纯粹从学术看，社会学中国化乃不是问题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诚如翟学伟教授所言，本土化一开始叫中国化，后来才改叫本土化，理由是“中

国化只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努力，而本土化可以突出不同社会与文化区域的社会科学家们都

可以做类似的工作”①。但本文标题依旧采用“中国化”这一表述，原因是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本

土化”更多的是针对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而言，而“中国化”除此之外还常常指向更具

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意涵的事物。比如，我们一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很少讲“马克思

主义本土化”。而本文后面的讨论恰恰将要涉及并非纯粹学术问题的“中国化”，并且将说明，这

种并非纯粹学术问题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学中国化”为何一再被作为一个话题而

热议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后面讨论的一个基础，首先应该回答 ：“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究竟是不是一个“伪

命题”或“伪问题”？上面提到，笔者自己“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化”这一问题，这并非虚 

言，多年前曾发表过几篇论及此问题的文章，虽然具体讨论的是社会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的“中

国化”②。既然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读者自然会想，笔者一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真

命题”“真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取决于读者怎么来认识、理解一个命

题或问题的“真”或“伪”。

按笔者的理解，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的“伪命题”或“伪问题”。

第一类是在科学划界（何为科学、何为非科学）的意义上属于“非科学”的命题或问题，涉

及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也无法在现实世界中验证的现象。如针尖上可以容纳多少个天使跳

舞之类。

第二类是把某个本身大大值得质疑的判断或理论当作理所当然的前提，而不假思索（或不容

思索）地在这一前提下提出命题或问题。如在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模式下提出的中国历史分期问

题之类。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以上两类命题或问题归入“伪命题”“伪问题”，应该不会有多少异议。

笔者以为，还有第三类问题，也可归入“伪问题”或“伪命题”。它的“伪”，既不是因为它的

不可验证，也不是因为它的不真实，而是因为它所传递的实际信息太普通、太常识，实际上已

不成其为“问题”，自然也不值得费神耗力地讨论研究。比如，“人是要死的”这个命题，它是

可验证的，并且在经验上也可以被接受为真的，就此而言，它不是伪命题。但是，从科学研究

应该给人以新知的角度，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研究的问题吗？我认为，“社会学中国化”这个问题，

在中国社会学已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就接近于此类。如果说它是一个伪命题、伪

问题，就在于它实际上已不成其为问题，在于它本身所直接并合理包含的信息在今天已不再给

人以新知。

① 翟学伟：《社会

学本土化是个伪

问题吗？——与

谢宇商榷》，《探

索与争鸣》2018

年第10 期。

② 与此问题 相

关的文章主要包

括：王小章：《美

国社会心理学的

危机和欧洲社会

心理学的兴起》，

《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心理学》1992

年第 2 期；王小

章：《中国社会心

理学的重建》，《社

会学研究》1992

年第 5 期；王小

章、周晓虹：《面

向现实：现代社

会 心 理 学 的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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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学中国化”所直接并合理地包含的信息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学中国化”这

一命题的真正内涵究竟系何指？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介入新一波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争

论的几位学者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挑起”了这新一波争论的谢宇教授的文章概括了“社会学中国化”（本土 

化）的三种含义 ：即“议题”的中国化（本土化）——在中国开展社会学研究应该优先聚焦于那

些在中国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或问题 ；“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本土化）——将西方社会学的理

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并对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质，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

象的工具 ；“范式”的中国化（本土化）——中国社会学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

甚至从认识论层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范式。①

翟学伟教授对谢宇教授的分类提出疑问，同时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之内涵

的三个层次 ：一是“在符合科学哲学基本原则与框架的前提下建立社会学方面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二是“所建立的地方性知识，包括视角、理论、概念、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等，应具有对当地

民众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力乃至预测力”；三是“把自己在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

提供给国际社会学，或融入主流社会学，或提出对社会学研究的新认识与新途径，由此而有机会

以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范式应用于其他社会，以作为普世性的检验”②。

而谢立中教授在 2019 年 3 月贵州会议上评议翟学伟的报告时，将“社会学中国化”( 本土化）

之含义概括为四个层次 ：第一，研究对象的中国化（本土化）；第二，概念或者命题的中国化（本土化）；

第三，“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尝试建立起一套在概念命题、整个理论

系统上完全以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理论”；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也完全放弃、

抛弃西方引进的科学方式，而试图从中国本土文化里提炼出一套特殊的用来把握认识社会现实的

方法”③。

除了上述三位，周晓虹教授也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界定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

三世界中，掀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它包括学术和实践两个向度 ：本土化（中国化）

的学术向度，涉及如何将中国的社会特征及民族性格融纳到社会学中，本土化的实践向度，即要

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④

纵观翟教授、周教授和两位谢教授的观点可以发现，在对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本身之内

涵的理解上，虽然有一定程度之侧重的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大体上，以下内容

对他们来说（对于笔者来说也同样），都是基本的，至少不太会反对 ：第一，社会学是在现代化进

程中于西方产生的，对于中国来说，跟其他许多门类的社会科学一样，是引进的“新学”，但在

引进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学时，不能照搬照抄地“移植”，而必须对其方法、理论做必要

的适应性改造，以使其契合中国社会。第二，引进的社会学要进一步来研究认识中国自身社会，

无论是传统的中国社会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以得到关于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第三，在研究认

识中国社会时，要运用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法既可以是社会学所固有而经过“中

国化的”适应性改造的，也可以是中国本土所特有而经得起科学的社会学的检验和洗礼的认知方

式。第四，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最终成果，也是上述“第二”“第三”的自然产物，至少是

可能的产物，是形成社会学的“中国范式”，或者说是能有效把握和解释中国社会、同时又具有

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① 谢宇：《走出中

国社会学本土化

的误区》，《社会

学研究》2018 年

第2 期。

② 翟学伟：《社会

学本土化是个伪

问题吗？——与

谢宇商榷》，《探

索与争鸣》2018

年第10 期。

③④ 李文珍：《中

国社会学： 从本

土化尝试到主体

性建构——社会

学长江学者十人

谈》，《中国社会

科学评价》2019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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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所述确实体现了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基本内涵，那么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社

会学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下，它们已经成为学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基本共识，也许可以在本科生的

中国社会学发展史课上讲述，但作为“学术问题”则确实已经不是特别值得研讨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有谁会赞成完全照搬照抄的“移植”呢？有谁会主张用源自西方社会的理论生

吞活剥中国现实呢？比如阶级、阶层的概念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今天又有谁会原封不

动地用西方学者研究特定时期之西方社会而得出的阶级、阶层理论，哪怕是马克思的理论，来直

接套用到中国社会之上呢？同样，又有谁会原封不动地用西方的工具方法来研究中国对象，比如

用英语字母组成的无意义音节来测量中国那些可能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老人的记忆力？

关于第二点，又有谁会反对社会学去研究考察中国自身社会，以对于中国社会之科学的真切

认识和把握，来驱除和取代各种说教的遮蔽、蒙骗以及其他各种多少年来习以为常、已成为集体

无意识的谬误，哪怕他们自己从事的只是引介、研究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而并没有像贺雪峰

教授说的那样“呼啸着走向田野”①？

关于第三点，只要承认方法是服务、服从于研究的，而不陷入把方法本身当作终极目的的“方

法主义”②的迷雾，那么，我想同样不会有人反对采用一切有效的经得起科学验证的方法，包括

中国本土固有的或“从中国本土文化里提炼出”的方法或概念工具。实际上，中国学者在研究实

践中早已在使用源自本土的方法，典型的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推己及人”的“推”，就是一

种植根于中国之“情理”的中国式“理解”方法。

关于第四点，那就更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中国范式”也好，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也 

好，应该是上述三点，特别是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搞出来的东西，至于这个

“范式”或“地方性知识体系”是否像翟学伟教授所说的经得起“普世检验”，实际上主要不取决

于学者的努力 ；学者的使命，在于科学地揭示、解释或理解中国社会，由此产生的知识体系是否

经得起普世检验，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社会本身，包括在中国社会中表现突出、从而使这种知识体

系显示出中国性格的那些现象是否具有普世意义。

实际上，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的宗旨是研究现实社会，同时任何一个社会都既有普遍性又有特

殊性，那么，任何一门从外部引入本土的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学从欧洲引入并扎根美国的过程就是如此 ；同样，社会心理学在欧洲经历

的从纳粹上台到二战的凋敝零落，再于二战后重新从美国返回欧洲的过程也是如此。不过，这个

本土化的过程更多的主要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当然，这不是说一定不能或不必对本土化（中

国化）作自觉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在该学科引进或重建之初、大多数学者都还沉湎于单纯的

介绍移植的时候，才比较有现实针对，才更有意义。比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

建的初期，这种讨论对于促进学者们面向中国现实社会是有价值的。但到了今天，在中国化（本

土化）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化（本土化）就不应该再是一个纸上谈兵地讨论的

问题，而是一个实践和行动的问题，即学者们如何从各自的角度、以各自经得住科学检验的方式

扎扎实实地去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今天就不需要引介、研究国外的社会学知

识成果了，这实际上也是包含在包括谢宇教授、翟学伟教授在内的讨论文字中的基本一致的观念。

至于社会学的“中国范式”或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则应该是这种研究的自然结果，至少

是可能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也不应是要刻意去硬搞出来的东西。说句大白话，如果现成的范式管用，

为什么一定要去弄出一个新范式呢？

① 贺雪峰：《本土

化与主体性：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

的方向》，《探索与

争鸣》2020 年第

1 期。

② 今天这种“方

法主义”至少有

两种表现，一是

奉实证主义方法

特别是量化方法

为“科学”的试

金石；二是一定

要刻意抛弃西方

引进的科学方法，

而代之以中国本

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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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国化讨论背后的非学术性因素 ：政治与学术政治

可见，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 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就其实际已经“不成问题”而言，

乃是一个在今天已不值得再大肆研讨的“假问题”或“假命题”。如上所述，这更应该是一个实

践和行动的问题。那么，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时不时地总有人提出并热情地讨论

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并总会得到其他学者的呼应？

这就牵涉非纯粹学术性的因素。而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两个非学术的因素与此有关 ：一是

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地位或者说合法性有关，而这实际上又主要关联着前面提到的周晓

虹教授所说的本土化的实践向度，进而关联着社会学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与作为

发展中国家社会学从业者的中国学者对自身在现代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关注或者说

焦虑有关。

在现代各门社会科学建制化的过程中，多数都有一个通过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有用”而获得

自身的合法地位的过程，而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以自己的研究向国家（政

府）贡献出有助于其治理、实现对现代社会变迁进行有效控制的科学知识。①由此，现代社会科

学的发展实际上和现代国家的需要，以及与政治运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政治体

制下，这种联系有不同的方式。而在注重“实用理性”、从根本上缺乏“为求知而求知”之传统

的中国，这种联系无疑就更加突出。就如阿里夫·德里克说的那样，在中国，“从一开始，社会科

学就与政治问题缠绕在一起。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第一次被译为中文时，其关注并非是学科性的，

而是晚清试图理解威胁王朝生存的欧洲强权的根源”②。当 1930 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第一次引起学

界比较普遍的自觉关注和讨论时，现实政治的因素同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讨论中，

还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 ：第一，针对当时政府因混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对社会学的戒备，

强调社会学与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同，社会学是一门强调客观性的科学。第二，这门科学

是源自西方的，因此需要“中国化”，研究中国社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研究而获得的科学

知识，可以为国家服务，包括为抗战服务。

而差不多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艰苦卓绝又充满自信地推动着“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而以中国化了

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

对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从西方引入的社会科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以及在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 ：第一，食洋不化、“言

必称希腊”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任何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思想学问，必须与中国的具体

国情相结合，必须“中国化”，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才

能有益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事业，当然，也才能适应国家（政府）的要求与期待。第二，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从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对于各个领域之社会实践的指导这一不可动摇的事实本身，便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成了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之“中国化”必须面对、不容规避的关键核心内容。如果说“第

一点”显示了社会学中国化与政治的间接的、潜在的联系，那么“第二点”则表明了社会学中国

化之直接的政治意涵。

对此，曾经是中国社会学主要领军人物的郑杭生先生及其团队看得非常清楚 ：“关于社会学

① 参见比约恩· 

维 特 罗 克：《 社

会科学与国家的

发展：现代性问

题论说的变化状

况》，阿兰·G. 加

涅翁：《社会科学

与公共政策》，以

上两文均载：中国

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社会科学与

公共政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0 年。

② 阿里夫·德里

克：《后革命时代

的中国》，李冠南、

董一格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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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几点应该引起注意 ：（1）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

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的

发展 ；其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2）在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

是与社会学的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土化问题的正确理解，是以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正确

选择为前提的。这里的关键是要解决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和一个中国特色问题。所谓指导思想，就

是我国的社会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一方面从中学习

领会他们观察社会生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掌握他们对中国社会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

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从而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所谓中

国特色，就是我国的社会学必须首先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

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从我国丰富的社会思想史资料中和悠久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

料。（3）本土化并不是排外化，可以说，本土化本身就包括借鉴、扬弃国外社会学，特别是西方

社会学的问题。”①

 实际上，对于现实政治因素对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讨论的影响，翟学伟教授也注意到了。

他指出，“四个自信”是近来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讨论和呼吁的重要推动因素。②只不过，在

翟教授看来，这种讨论和呼吁的声音过于微弱。而在笔者看来则并不如此，而且，就前文所说社

会学中国化乃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言，这种不是在研究中去践行而停留于纸上谈兵的讨论，对于

社会学学术研究本身，包括形成真正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或社会学的中国范式意义不大，

至少在今天如此。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讨论也是有意义的 ：关于中

国化的讨论呼应了“中国特色”的思想和理论，因此，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政治正确”的声明，

从而有利于争取、巩固和强化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和声望。

如果说推动对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之呼吁与讨论的第一个非纯粹学术性的因素，源于

对社会学在中国之地位的关切，那么另一个非纯粹的学术性因素，则与中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

学在现代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的关切或者说焦虑有关。中国社会学应以怎样一种身份

加入现代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从业者的中国社会

学者，如何摆脱西方社会学的学习者、模仿者、跟随者的角色，而确立自身在现代世界社会学学

术共同体中的主体性身份地位，进而终结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

读那些讨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问题的文章，有不少我们常常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

读出对于目前社会学国际学术等级体系的不满。如何看待这种情绪？实际上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

土化）的所有讨论都始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跟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学发源于

现代西方社会，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而由这一事实导致的另一事实则是，在开始我们

是通过引介、学习、模仿、追随西方社会学而实现自己社会学的起步、确立和发展的。对于社

会学的从业者来说，在开始主要关注如何搭起这个学科的基本架子的初创阶段，因此对于这种

对西方社会学的学习、模仿、追随，往往会觉得理所当然而不会产生别样的感受。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社会学的慢慢发展，特别是随着在与代表着主流的西方社会学者的交流

对话中越来越多地体会到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自身话语权的微弱，体会到在现代社会学学术共同

体中自身那种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身份地位，原先的那种“理所当然”、不以为意的感觉，必

然会随之慢慢地被质疑、不满、不甘，进而试图改变这种格局的企盼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

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国家影响力的日渐提升，也促使着学者们去谋求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相

① 郑杭生、李迎

生：《中国社会学

史新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280页。

② 翟学伟：《社会

学本土化是个伪

问题吗？——与

谢宇商榷》，《探

索与争鸣》2018

年第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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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位。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这种既有的国际学术等级和权力体系？一个相当自然而顺理成章

的反应是 ：中国社会学不能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追随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者更不能成为

西方社会学者的“跟屁虫”，而应该、必须以中国的方式加入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发出中国

的声音，作出中国的贡献，以此确立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自身的主体性身份，并相应地争取和

确立自身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或者说话语权，终结西方话语霸权。

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呼吁和讨论，正是呼应了这种吁求，或者说，正是这种吁求的

一种表达。对于此中心曲，参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讨论的学者实际上表达得也很清楚，

比如，周晓虹教授引用了 1994 年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时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全球化 ：

“（1）消极的全球化，即单纯地了解、学习、吸收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心理学 ；（2）积极

的全球化，即不但要了解、学习、吸收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切长处，而且要积极参与甚而影响

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消极的全球化在前，其后就是本土化时期，最后则是积极

的全球化时期。积极的全球化的实现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即我们真正能够通过对中国悠久的

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独特的转型实践的研究，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才能最终有资格参

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

全球社会学。”①

也许可以这样说，假如推动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之讨论的第一个非纯粹学术性的因素所

体现的，是这一讨论的现实政治意涵 ；那么，第二个非纯粹学术性的因素，就赋予了这一讨论明

显的“学术政治”的色彩，也就是说，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

场在学术场域展开的“终结霸权、争取承认”的斗争。

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社会学与社会学中国化讨论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所有讨论都始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社会学发源于现代

西方社会，因而它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不能直接用来认识、理解具有自身特殊性格的中

国社会（文化）。这是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呼吁与讨论的最基本的理据，也是社会学中国化（本

土化）呼吁与讨论之“政治”的和“学术政治”的正当性的主要基础。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里

有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值得进一步澄清的，那就是尽管从地理上讲，社会学固然发源于西方社会，

但是就其不同于西方传统学问（神学、哲学等）的性质而言，它更多的到底是笼统的西方社会的

产物，还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说 ：“倘若文化的自我概念经过剧烈的震荡，尤其是文化里法定的、

权威的和被普遍接受的自我概念经历过剧烈的震荡，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思想就获

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敏锐的人才可能超越自我概念的断言去思考问

题，才可能去拷问权威。……倘若我们把社会学思想视为尼采所谓的‘怀疑的艺术’，我们离社

会学的实质就不远了。”②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地生活在单一不变的环境、秩序中，人们就会视

这种环境、秩序下的一切为理所当然，从而变得不敏感而熟视无睹，而新的、不同的世界则会产

生新的刺激，新的刺激产生新的体验。体验在多数人、多数情况下固然会被纷至沓来的其他刺激

所冲散，但也必然会在有些人那里转化为认识、理解和把握这种体验所产生的生活以及生活于其

① 《中国社会学： 

从本土化尝试到

主体性建构——

社会学长江学者

十人谈》，《中国

社会科学评价》

2019 年第2 期。

② 彼 得·伯格： 

《 与 社 会 学 同

游——人文主义

的视角》，何道宽

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4年，

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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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新的世界的努力，从而引发出对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世界的思考、探索和研究。如果说现

代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由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所导致的西方人与空间上的

“他者”的遭遇的话，那么，社会学的产生则主要得益于他们与时间上的“他者”，即不同于传统

社会的现代世界的遭遇。①无论从知识内容还是思维方式来看，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学，

都是对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应。就知识内容而言，从社会学诞生之日一直到今天，

对于现代社会诞生的动力、路径、过程，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运行逻辑、秩序构成、文化性格，

以及现代社会本身的演变、发展等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核心主题。就思维方式而言，

不同于传统学问那种知行合一、不知区分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评价的运思方式，作为科学的社会

学的思维方式首先是一种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评价、描述性法则和规范性法则的思维方

式，它强调经验事实，不将感觉当证据，不将应然当实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

产物 ：在前现代的、封闭的、几乎静止的社会中，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来说，往往只有某种

特定的、唯一的价值立场、生活态度，导致了他们基本一致的观察世界、思考社会的方式，从而

也导致了他们对世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一致的理解、叙说，在缺乏差异性之参照的情况下，

人们很难意识到今天生活于多元社会中的我们很容易觉察到的由不同的价值立场、利益关系所

产生的不同的观察、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对于叙事的“污染”；只有在统摄性的价值信 

仰、精神权威倾覆，争议而非同意、思想的多样而非思想的一统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人们才能

在对于思想、世界观的多样性的体认，特别是对于同一社会现象所形成的各不相同的“叙述”“知 

识”的体认中，意识到叙述者的价值信仰、利益动机、地位立场等与他的“叙述”“知识”之间

的相关性，进而明确地区分价值与事实。②

如果社会学从根本上讲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反应，那么，这对我们认识

审视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讨论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 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在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讨论中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

的那个判断，即西方社会学仅仅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 ：它是西方社会的知识，但更是现

代转型和现代社会的知识。于是，所谓知识的本土契合性问题，就由关于西方社会的知识是否

适用于中国社会，转变成关于现代转型和现代社会的知识是否适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这

当然就涉及现代社会或现代性是否具有一些基本的、本质性的普遍性质的问题。今天，我们承

认现代性的多元性或多元现代性，但是，无论怎样多元，总不出乎走向“现代性”的路径多元

以及现代性之表现样式的多元，总有一个基本的“现代性”在，或者说，总有现代社会的一些

基本共同的特性，比如异质化、陌生化、个体化、一体化（全球化）、复杂化、理性化、不确定

性的增长等。而只要承认现代性有其基本的一般特性或一般性的问题，那么，作为对现代性问

题之知识反应的（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与同样作为现代世界社会之一员并正处在急剧现代

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契合性，也许就不完全像那些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讨论所认

为的那样。

第二，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用研究中国自己的社会而只需引介现成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就

行了，谁都知道这是荒谬的。中国社会学当然要研究中国自身的社会，像任何在具体的自然和历

史环境中形成发展的特定社会一样，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

的存在和发展来说，一个无可置疑的客观前提或事实是，它必须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各种需

求，而解决这种需求之技术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的方式，是受到它置身于其中的自然、历史等

① ② 参 见王小

章：《经典社会理

论与现代性》，北

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 社，2006

年，第 11 页，第

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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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环境条件制约的，并且之前解决需求问题的方式会约束随后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即所谓社

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路径依赖”），由此必然形成特定社会之特殊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

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从事生产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特定的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

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①。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中国社

会学就要致力于研究揭示并解释和理解这种独特特征。这也是我们前面肯定“任何一门从外部

引入本土的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过程的根本所在”。但是，以什么样的姿

态、立场、视野来研究这个具有独特特征的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立场是从拒绝排斥普遍

性特别是包含于现代社会之中的普遍性出发来拥抱特殊性，进而将中国特殊论实际上变成自外

于现代人类社会的“中国例外论”。另一种立场是从承认肯定普遍性并最终汇入普遍性的视野出 

发，来认识把握中国的特殊性，进而揭示和描绘走向普遍现代社会的特殊中国路径以及现代性的

中国面貌（为多元的现代性再增加一元）。笔者认为，后一种立场才是正确的选择。就像马克思说

的那样，这不仅是因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类有其共同的普遍的“类本质”，而人类社会的历

史是一个有着普遍方向的进程（在总体上，它呈现为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社会状况，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

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再向“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 

由”的社会状况迈进的进程②）；而且还因为，唯有以这样的视野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像许多介

入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讨论的学者们所期待的那样，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本土社会学知

识体系，进而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汇入现代社会学知识总体，“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以

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

第三， 关于方法，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思

维方式，那么，对于这些工具与方法的使用，实际上便是我们思考、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的现代 

化，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改造转变。当然，如前所述，在实际研究中可以也应该在具体的方法手

段上作契合中国社会的修正改造，更无妨挖掘中国本土固有的或“从中国本土文化里提炼出”的

方法或概念工具。但是，这种修正改造以及这种“从中国本土文化里提炼出”的方法或概念工具，

必须符合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或规范，如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评价、描述性法则和

规范性法则等。比如，我们不必排斥“直觉体验”“冥想演绎”等中国传统固有的独特思维方式，

但是，当其运用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时，必须进一步经得起逻辑的或经验的验证考验，而不能仅

仅诉诸内心证明、良知良能等，不能把主观感觉当证据，否则难免陷入独断论的陷阱，社会学也

将不复成为科学而变相为现代玄学。就此而言，所谓“从中国本土文化里提炼出一套特殊……的

方法”，其实质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从人类看中国 ：走向现代学术思想的成熟

最后，再来说一点也许并不完全是题外话的题外话，以此作为本文简短的结束语。不妨回到

上面在讨论推动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第二个非纯粹学术性因素（“学术政治”）时提到的中

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者的“主体性”问题，这可以说是所有介入这一讨论甚至没有直接介入这

一讨论的许多学者都关切的问题。但笔者想指出的是，所谓主体性，乃是自我在某种基础性认同

①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第

724页。

② 参见王小章：

《马克思与现代公

民权》，《浙江大

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7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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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自觉，包括自觉决断、自觉选择、自觉行动等。没有这种基础性的认同，自觉的决断和行

动就没有依傍的根基而不免坠入“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随波逐流，也就没有主体性。基

础性认同不同，自觉决断和行动的方向方式就不同 ：一个把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

为基础性认同的妇女，和一个将两性平等、“女性主义”作为基础性认同的女性，在面临具体的

抉择时都可以作出自觉的决断和选择，但其决断和选择的方向、结果一定不同。换言之，主体性

其实有一个主体站位的问题，不同的站位会导致性质不同的主体性。就此处讨论的中国社会学和

中国社会学者的“主体性”问题而言，或者更宽泛一些，就中国学术和思想的“主体性”而言，

笔者以为，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体性 ：一种是立足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文化，也即以中国固有

的社会文化为本位、为基础性认同的，如张之洞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主体性 ；另一种

则是将自己置身于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并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立足于“人类社会”来检视中国历

史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性。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确立的，是第二种主体性，这是一种现代

精神的主体性，它不仅就顺应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而言是现实主义的，而且就马克思那样立足于

“人类社会”、着眼于“人的解放”而言是真正人本主义的 ；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学术和思想的自 

觉，而且还意味着“人”的自觉。

今天，很多人都熟悉费孝通先生关于在全球化时代应对文化问题的十六字箴言，即“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意味着各民族要“文化自觉”，即在清

楚地认识和把握自身文化之性格特征的基础上，理性地尊重、守护并发展好自己的文化传统。“美

人之美”，是指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懂得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但

笔者认为，最关键的还在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它意味着世界上差异纷呈、各具性格的多

元文化之发展方向，是通过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沟通和融合，最终汇入并丰富共

同的（common）世界文化或者说人类文明 ；换言之，它意味着对于人类文化之基本的普遍发展

方向的肯定和承认。由此，就中国学术和思想的“主体性”而言，我们也就能够自觉地站位于

这一基本的普遍发展方向，回顾、检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社会特性，自觉地省思我们如何

汇入人类文明发展之大方向的路径。

个体的成长、成熟要从自我中心的“我看世界”开始，经过“扮演他人角色”而逐步形成米

德所说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即“整个共同体的态度”，并学会从“概化他人”的

角度来看待、省视自身，而最终趋于“自我”或“人格”的成熟，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也

与此类似。如果说，“从中国看世界”是中国思想和学术现代化的起步，那么，“从人类看中国”

则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走向成熟的开始。当然，不妨最后再强调一下，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

肯定、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尽管各有其独特性格、各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和

路径，但作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普遍发展方向。对此，堪称社会学中国

化之典范的费孝通先生是承认的，他在晚年曾不无感慨地表达这样的宏愿 ：“再给我 20 年，把中

国的东西弄上一遍，会出来一批好文章。超越东西方，找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子。”①同样，作

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马克思是承认的，他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有普遍方向的走向人

的解放的进程。实际上，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所承认的 ：当年，当毛泽东第

一次与梁漱溟在延安会面时，就曾直截了当地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

殊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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