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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始终贯彻的学术态度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切实继承中国社会学 “立足社会实践”

的特征，其二是努力坚持中国社会学 “俯瞰社会整体”的特征。前者可以概括为俯瞰中国地域整体的实践社会学，而

后者则是俯瞰整体社会结构的理论社会学。陆学艺社会学研究的思想脉络是 “立足社会实践—分析社会结构—探究社

会问题—面向社会改革—开展社会建设”，即在 “实践—理论”两个维度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基于陆学艺社会学研究

的实践取向与学术旨趣，可命之为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以较好地概括陆学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方法及理论，这对

于社会学中国化及中国社会学海外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启示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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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学艺学术思想议题的提出

如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进而实现中国社会学的
国际化，这是中国社会学者们一直都在探究的学术
命题。对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社会学思想进行研
究，实为践行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尝试。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在诸多学术
领域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工作，他先后致力于中
国农村改革与 “三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阶层与
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领域
的探索。从这些领域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
到陆学艺始终秉持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态度：第
一，切实继承中国社会学 “立足社会实践”的特
征，以此面向社会改革、探究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
对策；第二，努力坚持中国社会学 “俯瞰社会整
体”的综合性特征，即表现出从各地区的多样化事
例出发，俯瞰整体中国社会结构的综合性特征；第
三，积极开拓 “社会建设”的新研究思路，为中国
迈向社会现代化路径探索方向。其实，以上三个方

面，既可以看作是陆学艺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来研
究中国社会的实践结果，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
学科特征。简而言之，陆学艺社会学研究的思想脉
络是 “立足社会实践—分析社会结构—探究社会问
题—面向社会改革—开展社会建设”，即在 “实践
—理论”两个维度上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基于这样
的认识，本文将其称为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以
此概括陆学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法及理论思想。

将陆学艺的学术思想概括为综合社会学，即具
有了与经典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对话的重要价值。一
般来讲，具有综合社会学思想的西方社会学家代表
有早期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西方学者的理
论出发点就在于总体性把握社会整体的结构与变
动，在此基础上以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视角考察政
治、经济、哲学、艺术、科学等广阔领域，也概括
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的范围。综合社会学思
想不同于限定特殊对象的特殊 （或个别）社会学，

目标直指深刻理解社会的整体性。随着社会学实证
研究的推进，综合社会学逐渐分化为特殊领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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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代表之一就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通过
文化比较来俯瞰世界宗教，并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探讨了支撑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合理主
义［１］。不过，这样的俯瞰式探究依然不能脱离综
合社会学的视角。此外，理解 “综合”的视角还可
以参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他在分析民
族志功能时，非常看重民族志记述中的 “集体记
录”、“社会结构的概念化”、“实际生活的不可计量
部分”、 “认识论的反省”的表现［２］，体现了 “文
化群体深描—概念理论比较—实践知识反思—人类
学思想提炼”的功能学派的综合思想。

陆学艺的综合社会学思想也为中国与日本的社
会学对话和比较创造了重要价值。尽管在辞典式的
解说中，综合社会学往往被评价为古典的或传统的
西方社会学思想，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日本的
社会学研究中，也出现过具有 “综合社会学”思想
的学者，代表人物就是福武直和富永健一。福武直
是日本农村社会与地域社会研究的著名学者，代表
作包括 《日本农村的社会性格》（１９４９）、《中国农
村的社会结构》 （１９５１）、 《日本村落的社会结构》
（１９５９）、《日本农村社会论》（１９６４）、《现代日本社
会论》（１９７２）、《日本社会结构》（１９８１）等，他的
社会学研究是从社会调查实践出发剖析日本社会，
在日本社会学史上被誉为 “实证研究传统的确立
者”。从农村社会研究到地域社会研究，再到整体
社会结构研究，福武直基于社会调查，旨趣在于完
善社会政策并推进社会发展，开拓了日本综合社会
学研究的思想［３］。富永健一的代表作包括 《社会
变迁的理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１９６５）、《日
本的阶层结构》 （１９７９）、 《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现代化的理论》（１９８７）、《日本的现代化与社
会变迁》 （１９９０）、 《社会变迁中的福利国家》
（２００１）等，其研究领域涵盖了工业化、阶层化、
组织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等诸多层面内容，也属于
对日本社会结构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在日本学
界也被称为具有综合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学者。

福武直和富永健一的社会学思想也影响了很多
中国社会学者。实际上，陆学艺和这两位日本学者
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学术关系，他一生中多次到
访日本，并与这两位日本学者有着非常深入的交流
与研讨。①

概括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的综合社会学思想特
征，可表述为囊括整体社会的 “百科全书式”解释
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包含了方法实践与理论探索的

丰富内涵，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社会学思想也同
样如此。近年来，中国国内的不少学者也逐渐开始
对陆学艺的学术思想展开提炼与研究总结。这些研
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陆学艺进行中国研究的各个领
域，如 “三农”问题研究思想［４］、户籍制度改革
的城乡社会研究思想［５］、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思
想［６］、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的方法论思想［７－８］，
具备中国实践特色的理论特点［９］、社会建设的实
践与理论研究思想［１０－１４］以及将其思想概括为从三
农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发展［１５］等。那么，从社会学
方法视角看，如何理解陆学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
念、分析框架及社会实践？从社会学理论视角看，
如何理解陆学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广度、深度及持
续的理论探索？本文将聚焦于陆学艺社会学中国化
的实践与理论特征，力图探讨陆学艺综合社会学的
思想内涵及其意义。

二、俯瞰中国整体的实践社会学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社会学中国
化特征，可以概括为俯瞰中国地域整体的实践社会
学。王春光在总结陆学艺的社会研究方法时指出，
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陆学艺探索了多种 “接地
气”的研究方法并付诸实践，由此探索出中国社会
学的发展路径［８］。景天魁更加明确地指出，陆学
艺同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样，坚持实践了 “植根于
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是最具中国风格的真
学问者［７］。整体来看，陆学艺俯瞰中国地域整体
的实践社会学的方法思想能够从下述两个方面得以
体现，即从基层社会实践出发俯瞰地域整体与以社
会阶层调查推进俯瞰中国全域。

（一）从基层社会实践出发俯瞰地域整体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的首要特征就是立足于基层

社会实践，以此俯瞰中国地域整体，实践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特征在与费孝通的比较中更加鲜明地体现
出来。中国的国土地域广阔，人们使用语言的多元
性与多样性甚至强于欧洲全域［１６］，中国的各地有
各自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也孕育了多样化的地域文
化及生活方式。因此，如何整体性、统一性地把握
中国社会特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面临的核心课
题。费孝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赴
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研究工作
的经验。虽然当时是以明确中国社会的民族多样性
和人口普查为目的，但也可以说是从社会学及社会
人类学出发俯瞰中国社会整体的最初尝试。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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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社会是由民族的多元性构成的观点，后将
其称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１７］。

如何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展社会学研
究，陆学艺的出发点就是立足于基层开展社会实
践，以此也形成实践社会学的社会研究方法思想。
陆学艺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期间，积
极推进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
调查”（１９９８年至今）的科研项目，并亲自到全国
各地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多地域调查的科学实践与
身体力行的科研态度体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地域多样
性的关注，展示出俯瞰中国社会整体的综合性视
角。

此外，在开展实践的社会研究方法层面，费孝
通将其深入考察中国地域社会并记录地域社会变化
的分析方法称之为 “解剖麻雀”，以此将长期的定
性调查与定量分析方法推广至各地，并通过对典型
性发展模式的积累，形成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方法。
从１９８２年的苏南地区开始，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
经验调查，并提出了 “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珠江模式”等适应于地域多样性的实践方案，体
现了 “因地制宜、多样模式”、“随势应变、不失时
机”的灵活态度与观点。从远离经济发展中心的广
西及南岭山脉地区等偏远地域 （１９８８年调查），到
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 （１９８４年
调查），费孝通不停歇地实地调研，目标就在于完
成 “全国一盘棋”的考察［１８］。

陆学艺的实践社会学方法与费孝通相通，在继
承了费孝通的农村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于１９８８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设了农村社会学研究室。陆学
艺以农民的地域流动与职业分化为着力点，致力于
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研究。从１９９０年７月至１９９１
年８月，实施了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科研
项目，作为其重要成果，１９９２年出版了 《改革中
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１３个村
庄的实证研究》［１９］。该调查研究以经济结构、家庭
收入、生活质量、家庭功能、价值观念等诸方面为
研究指标，目的在于探明中国农村发展与社会结构
的变动路径。从乡镇企业规模、非农业人口、个体
工商户、私营企业家、外来人口规模等方面，将调
查对象地的１３个村庄分为四个类型——— “前分化
型”、“低度分化型”、 “中度分化型”、 “高度分化
型”。从对农村调查研究的内容可以看出，陆学艺
并非单单停留在提炼个别农村的发展模式层面，而

是以揭示农村社会结构变动模式及变动路径为主
线，通过提出社会变动的具体指标，使得全国范围
内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更加全面
且准确地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征，陆学艺将农村
置于 “县域”之中，以县域社会为考察对象开展社
会实践。正如从２０１０年开始，陆学艺先生率领北
京工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３０多位研
究人员和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深入北京远郊延
庆县进行深入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开座谈会、重
点考察等实践方法，对延庆的街道、乡镇、当地企
业及政府机构等开展调研，并选取延庆县３个街道
及６个县镇发放问卷１２００多份，取得了大量一手
资料［２０］。延庆调研成果最终形成 《延庆调查———
县域社会建设考察报告》，内容涉及延庆的人口、
就业、居住、阶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
组织等诸多方面，深入且丰富的调研展示出县域社
会的完整图像。将作为基层社会的县域社会视为开
展调查研究对象，对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有着独特
的价值［２１］。陆学艺在此方面的研究实践无疑为未
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

如果说费孝通深入考察中国地域社会是 “解剖
麻雀”，那么陆学艺全面考察中国地域社会就是
“俯瞰整体”。因此，尽管 “一气呵成”式地把握中
国广大地域空间中的、历史性与地理性差异化的社
会结构变动是困难的，但陆学艺通过调查实践提出
进行社会结构变动比较研究的具体路径指标，这对
于从宏观的中国社会联结于微观的地域整体来理解
中国社会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在
此方面，陆学艺的社会学研究能够评价为一种新的
实践尝试。

（二）以社会阶层调查推进俯瞰中国全域
陆学艺社会学研究从农村社会转向中国社会全

域的转折点可以认为起始于１９９９年１月的 “当代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根据 《当代中国社会阶
层研究报告》［２２］的 “后记”内容，当时实施的是问
卷调查方式，调查地域包括八个县市 （广东深圳、
安徽合肥、湖北武汉、江苏无锡、福建福清、辽宁
海城、湖北汉川、贵州镇宁）、两个国有企业 （北
京燕山石化、长春一汽）、一个乡村地区 （吴江）、
一个大学 （南开大学），问卷回收率达１１００余份，
还到全国１２个省份７２个县市开展６０００人的问卷
调查。该调查在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行政与研究机
构达２４处，参与调查研究的组织广度与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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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令人吃惊的。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深圳、合肥、汉
川及镇宁等地的调查资料，陆学艺主编出版了 《当
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其后作为以全国６０００
人为调查对象的研究成果，出版了 《当代中国社会
流动》［２３］。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重要研究目
的，就是提出验证中国走向社会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变动的分析概念。该研究成果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社
会阶层区分为５个社会经济等级，并具体化为１０
个阶层。其中，社会经济等级是从３个领域资源进
行区分，分别为基于国家机关干部与党员资格测定
的政治资源，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测定的
经济资源，基于知识、技能与学历所有测定的文化
资源，依据３个领域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资源
的重要程度，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 “上、中上、
中中、中下、下”５个等级。１０个社会阶层的划分
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具体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
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
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
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２２］。

在对中国社会阶层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陆
学艺进一步带领研究团队调查实践并描绘了中国社
会流动的整体形态。陆学艺主编的 《当代中国社会
流动》主要分析了中国民众的代际流动 （父代与子
代之间的阶层变化）和代内流动 （本人的阶层间流
动）的特征，由此更加鲜明指出了中国各阶层的流
动现状与流动形态。主要包括：（１）私营企业主阶
层作为新兴阶层确立了新的地位；（２）专业技术人
员代内流动率低且稳定性高；（３）办事人员阶层向
上与向下的流动率都较高，在阶层流动中占有 “缓
冲带”的位置；（４）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主要滞留
在社会的中下层。概而言之，《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是在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回
答了 “当代中国社会在阶层化过程中的社会流动机
制如何”这一重要问题。

陆学艺对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形态调查研究的
重要价值，在于为中国社会学界的社会阶层与流动
研究提供了整体比较的分析框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中国学界进入到有关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
专题研究的成果丰富期，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描述
北京 “浙江村”的 《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
“浙江村”研究》［２４］、分析 “超级村庄”的 《村庄
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２５］、依据对

各阶层访谈调查资料完成的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
析》［２６］、以城市流动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中国城
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２７］

等。此外，由当时中国知名的社会阶层研究者共同
完成的社会阶层力作 《中国社会分层》［２８］也相继出
版，推进了社会学研究者专题研究的组织化。陆学
艺关于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与 《当代中
国社会流动》的分析，内嵌于诸多的研究成果之
中，也与相关研究形成了有机的关联。

然而，与其他专题研究有所不同，陆学艺社会
学研究的最大特征首先在于提出了基于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社会经济地
位概念及基于职业分类的社会阶层概念，并看到了
二者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方法与日本的ＳＳＭ 调
查 （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中的操作化方法是一致的，
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区分一般容易混淆的两种阶
层概念并验证相互关联，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捕捉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其次，陆学艺关于社会阶
层划分的指标研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具有一定
程度的共通之处，这使得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
研究成为可能。最后，陆学艺研究的着重点在于俯
瞰中国社会整体，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调
查比较困难的中国，当时仍能够将调查推广至全国

１２个省份７２个县市地域，这为社会学研究能够俯
瞰整体社会结构的目标开拓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俯瞰中国社会结构整体的理论社会学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在理论研究上的社会学中国
化特征，可以概括为俯瞰中国社会结构整体的理论
社会学。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性分析概
念，成为综合社会学思想家们的核心研究对象。有
学者将陆学艺的社会学思想概括为结构主义思想，
其中就包含了社会结构理论及其体系、当代中国社
会阶层划分及其流动、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
新阶段等丰富内容［１５］。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现实，陆学艺又将 “社会建设”引入理论构建与学
术研究范畴，推动构建了社会结构视角的社会建设
理论。整体来看，陆学艺俯瞰中国社会结构整体的
理论社会学思想同样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得以体
现，即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与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的理
论体系构建及其持续探索。

（一）中国社会结构研究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在理论体系构建上的鲜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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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征表现在，通过提出研究 “社会结构”的具体
分析框架，探明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结
构变动机制。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陆学艺组织研究团队陆续在
四川、广东、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开展长
期而又深入的实地调查，并在２０１０年出版重要研
究成果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２９］。该研究成果提
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四个层
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 “国家－市场－社会”的国
民国家体系，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最外侧框架；第
二层面是 “制度－规范”的制度体系，这构成了社
会结构的内部维持性框架；第三层面是社会资源
（收入与资产等的经济资源、权力与党的政治资源、
教育与学历等的文化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体系，这
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动力性框架；第四层面则是设定
了构成社会结构的具体领域，包括 “基础要素－人
口结构”、“社会整合－家庭结构·组织结构”、“空
间分布－社区结构·城乡关系结构”、“生存活动－
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职业结构”、“社会经济
地位－社会阶层结构”５个领域，陆学艺社会结构
研究的分析对象便是这一层面设定的５个领域的现
状及领域间的相互关联。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性分析概念，社会结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概念通常是用作比较持续的、
总体性的、稳定的关系结构，并不指特定对象与领
域。在概念的理解方面，如果以 “实体性概念”来
看，就像人类学中有以分析社会基本构成的 “亲族
集团”概念；如果以 “分析性概念”来看，就像社
会学为探讨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而分析社会结构及其
变动，比如将社会阶层结构等作为对象形成概念。
从韦伯的社会行动论来看，社会结构意味着基于社
会规范的地位与角色的结构；从迪尔凯姆式的社会
事实来看，社会结构则意味着社会整合的规范状
态。以如此多样的用法来看，陆学艺社会结构的分
析框架，可以理解其概念既是实体性、分析性的概
念，又是综合性、有广度的概念。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陆学艺在社会阶层研
究中，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５个社会经济地位
与１０个社会阶层的划分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第
二，中国社会究竟是能够平等分配个人社会流动机
会的自由开放社会，还是抑制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
碍依然强大？第三，与美国或日本等社会相比较，
中国的社会变动具有怎样的形态特征？针对这些问
题，陆学艺认为：（１）从中国的发展趋势来看，以

非农业人口扩大为主线的社会分化正在持续；（２）
以曾经的阶级 “身份”为内核的阻碍阶层流动的制
度性障碍正在弱化；（３）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
阶层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
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关联于 “上”
层，而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
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关联于 “下”层；（４）与其他发
达国家相比，农业劳动者阶层中代表 “中下”层的
比重较大，而中间层的规模较小； （５）由于关于
“农民工”群体的制度不完善，催生出的 “体制外”
结构要素正在扩大；（６）民众对于私营企业主对国
民经济所发挥的作用与其高收入方面的认识还不充
分，尤其是对其与 “官”之间的 “粘连”批判比较
强烈。

陆学艺社会结构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但社会
结构的变动是滞后的，以此指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
构的关联发展是不协调的，这就造成了社会秩序的
“紊乱”。因此，陆学艺社会结构研究的目的在于，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因
素进行全面且深入的综合式分析，以俯瞰社会结构
整体来探索 “和谐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陆学艺的
社会结构研究结果提出了社会结构调整及改革的内
容，主要包括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改
善、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劳动关系与就业结构的
完善、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等。概而言之，陆学艺
社会结构研究的目的是为诊断中国社会问题提供
“药方”，目标则是面向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探索。因
此，陆学艺的社会结构概念包含了人口结构、家庭
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区结构、收入分配
结构、消费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阶层结构等
广阔领域，具有实体性、分析性、综合性的理论研
究视野。

（二）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在明确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后，陆学艺进

一步探索了为解决中国社会结构问题、调整社会结
构走向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问题，即进行了当代中国
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在出版 《当代中国社会结
构》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陆学艺带领研究团队赴
四川省成都市，江苏省太仓市，广东省深圳市、广
州市、佛山市，北京市朝阳区、大兴区、顺义区、
延庆县等城乡地区，继续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研
究，并于２０１３年出版了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３０］。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该研究成果的核心观点，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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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正处在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必须以社
会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该书探讨了现代中国面临
的诸多现实社会问题，体现在教育、就业、社保、
医疗、住房、环境、治安等诸多方面，并提出对民
众切实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时，确立 “社会建
设”的新研究领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当代中
国社会建设》以 “社会建设”的视角重新分析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改革，在时间轴与空间轴交互
的综合范畴，尝试描绘中国社会整体的 “示意图”，
这样的综合性特征在其他学术研究中是很难见到
的。

陆学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了社会建设研究
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分析理论及逻辑解释等内
容。对于社会建设概念的理解，陆学艺指出，社会
建设就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
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
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
促进社会和谐，即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社会现代化过程［３１］。可以看出，社会建设
有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社会
“调和”机制，这与基于市场 “竞争”原理的经济
建设是不同的。在清晰界定概念的基础上，陆学艺
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具体课题主要包括：第一，改善
建成 “小康社会”的基础条件；第二，通过合理配
置资源与机会，改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
问题，构建基于公平原则的新社会体制；第三，提
高社会下层的收入水平，培育社会中产阶层；第
四，为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组织并通
过基层社会组织锻炼民众。

陆学艺的社会建设研究指出，社会建设涉及的
分析领域主要包括民生事业、社会事业、收入分
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管理、
社会体制及社会结构等，并针对各领域的中国社会
现状及结构功能做出了论证［３１］。社会建设研究的
分析理论涉及工业化理论、城市化理论、中产阶层
理论、城乡社区理论、社会流动 （阶层·地域）理
论等社会学的诸多一般性理论，分析对象包括地区
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相对贫困、社会保障、社会
规范及价值观问题等，这些也是现代社会在全球化
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在此能够看出，由陆学艺
提出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社会学理论，是立
足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更开阔更综合的俯瞰社会结构
整体的理论探索，既是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整体的

理论展开，又能够与其他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过程研
究展开对话。在今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学研究需要高质量社会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体系［３２］，建设社会现代化作为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其理论研究
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重大主
题，以 “社会建设”概念引领的研究现代中国社会
的特有用语会被经常提起且广泛使用，这将对社会
学中国化的持续理论探索提出新课题。陆学艺的中
国社会建设理论探索，是将中国社会实践验证的社
会学事实还原至社会学的一般性理论分析的重要尝
试，为中国社会学者的社会学中国化研究开启了新
的研究领域。

四、结论与启示

陆学艺的社会学思想是融入并集成于一系列研
究成果之中的。事实上，陆学艺一生的学术研究成
果非常丰硕，本文用于概括陆学艺学术思想的成果
材料并不周全。比如在前述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
以外，陆学艺还作为主编每年出版 《社会建设蓝皮
书：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与 《社会蓝皮书：中
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成果基于地区范围
及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资料分析，持续性关注每
年的社会现状与发展动向。“蓝皮书”如今已由陆
学艺的研究团队继承延续，并产生了很强的社会影
响力。本文探讨的陆学艺关于三农问题、社会阶层
与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等社会实践及理
论研究，也是与 “蓝皮书”的发布并行推进的，两
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而贯穿于这一系列研究之
中的，可以说就是陆学艺在面对中国社会动向时抱
有的 “俯瞰中国地域整体”与 “俯瞰社会结构整
体”的实践及学术志向。

从社会学学术思想建设方面讲，在俯瞰地理及
文化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的中国地域整体时，
各地域之间相互比较的分析框架是不可或缺的；在
测定社会阶层的结果与社会流动的模式时，准确的
阶层分类框架的设定是十分必要的；在分析社会结
构的形态与变动时，确立社会结构的分析对象领域
并整合全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必要的；更进一步说，
在明确社会建设的内容方面，指明社会应实现状态
的理念 （建设社会现代化）更是必需的。如果将上
述的学术思想内容加以概括，就可以看到，陆学艺
的学术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俯瞰中国社会结构整体
的分析框架，并为验证分析框架组织富有活力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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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团队进行 “俯瞰中国地域整体”式的实践调研，
由此收集了大量丰富的中国社会资料，并在对资料
的研究分析中吸收了诸多社会学理论，从而形成了
一系列体现其 “综合性”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最
终使立足于中国社会结构探讨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
社会学中国化使命，得以生动且鲜明的展现。

本文将陆学艺的社会学研究概括为综合社会学
思想，既是在总结陆学艺对社会学中国化做出的巨
大贡献，又是尝试将其学术思想推至海外并与海外
社会学思想开展对话。如果对照于韦伯以俯瞰资本
主义社会生活来综合分析社会整体的理解社会学思
想，或对照于马林诺夫斯基以田野工作对象来综合
分析民族志的功能主义思想，或对照于日本学者福
武直和富永健一以研究日本社会结构特征来探讨日
本社会现代化路径等就可以看出，陆学艺与这些学
者的学术思想具有一致性，即对分析对象综合俯瞰
式的研究达成了孔德等学者的 “综合社会学”（百
科全书式社会学）思想。换而言之，陆学艺通过使
用实践比较的方法、社会结构及社会建设的概念理
论构建等，目标指向俯瞰中国全域与社会结构整
体，这样的研究思想与韦伯或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
的研究思想是十分契合的。

本文对陆学艺综合社会学思想的概括与提炼，
是在对已有陆学艺学术思想研究继承的基础上，将
陆学艺综合社会学思想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生动学
术实践并开展中西方对话的学术尝试。这不仅对今
后开展陆学艺学术思想研究，而且对面向社会学中
国化的中国社会学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此外，陆学艺综合社会学思想对于理解当代中
国社会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尤其
是当代中国要通过社会建设来走向社会现代化，俯
瞰社会结构整体开展社会建设研究的综合社会学视
角尤为重要。当代中国在全球中的位置越来越重
要，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社会将会越来越被广泛认
知，如何做好中国社会叙事并能够广泛参与国际对
话，以社会学研究为重要基础的社会学中国化及中
国社会学海外化，将是需要持续探讨的学术命题。
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生动学术实践，为社会学研
究者们践行这一学术命题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需要在继承与发展陆学
艺综合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对陆学艺提出的实践
与理论问题开展深入持续的研究，以此推进社会学
中国化及中国社会学海外化的学术进程。

［注　释］

①　陆学艺先生于１９８５年初访日本开展学术交流，后在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４年间六次出访日本开展学术交流，此七

次均记录于陆学艺先生 《大事记》手稿 （写于２０１０
年，由其学生李晓壮博士、周艳博士、白素霞博士整

理）。另外，还有访日情况并未在手稿中记录，如陆学

艺先生在 《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发表的文

章 《中国 “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中提到的１９９８
年应早稻田大学的邀请访日等。此外，根据本文作者

的记忆，２０００年后在日本与陆学艺先生的见面或交流

研讨就有三次。除到访日本外，陆学艺先生在中国国

内举办的学术活动中也经常邀请日本学者参加。陆学

艺先生和福武直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日社会学

界学术交流架起桥梁，为双方社会学共同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日本社会学界，陆学艺先生是一

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中国学者。虽然有些情况还待进一

步考证，不过可以判断陆学艺先生出访日本不下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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