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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1．请参会代表严格遵守会议日程安排，准时出席会议和大会相

关的各项活动，建议您提前 10分钟进入会场。 

10 月 19 日上午 10:00，会务组将安排车辆从中国社科院西门集

体前往会场；10 月 21 日下午 13:00，会务组将安排车辆从会场集体

前往中国社科院西门。建议您提前 15分钟到达乘车地点。 

2．大会开始前请您将手机设为震动、静音状态或者将其关闭，

大会期间请遵守会场秩序。 

3．请会议代表按规定时间发言。 

4．会议住宿时间为 10月 19日 12时至 10月 21日 14时，如需

延长住宿时间，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5．请遵守酒店相关的住宿规定；住宿按国家规定的住宿标准缴

纳房费即可，房间内消费项目请自理。 

6．会议发言如有 PPT，请在会议前与会务组联系。 

7．请未确定或者更改返程时间的会议代表与会务组联系。 

 

会务组联络方式：  

田  丰 18611178858  傅学军 13911419920 

向静林 18618190665 宋  煜 13910827256 

徐宗阳 15116991856 魏小雷 1381103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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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信息 

 

酒店与会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密云培训中心（北京栗林山庄）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水库西线石城桃源仙谷附近 

电话：010-61025106   传真：010-61025819 

（为方便参会人员住宿，会务组已与酒店方面联系预留房间） 

交通： 

从北京市内抵达密云区后可乘坐：密 60路 密 61路 密 66路 密

62路 密 63路 密 65路 密 67路 密 68路 

 

 

 

友情提示： 

栗林山庄地处山区，空气清新但气温较低，请带好御寒衣物！ 



3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责任部门 

10 月 19 日 

08：00-13：00 
代表报到 栗林山庄 会务组 

10

月
19

日 

14:00-14:30 开幕式 报告厅 

会务组 

14:30-14:45 合影留念  

14:45-18:30 大会主旨发言 报告厅 

18:30 晚  餐 一楼自助餐厅 

10

月
20

日 

09:00-11:30 
栗林论坛分论坛 

上半场 
各论坛会场 

11:30-13:30 午  餐 一楼自助餐厅 

13:30-16:00 
栗林论坛分论坛 

下半场 
各论坛会场 

16:00-17:00 
论坛闭幕式暨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报告厅 

17:30 晚  餐 一楼自助餐厅 

10 月 21 日 代表返程 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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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0 月 19 日 

08：00-13：00 
代表报到 栗林山庄 

10

月

19

日 

14:00-14:30 

开幕式 

主持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致辞:陈光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报告厅 

14:30-14:45 合影留念 

14:45-16:15 

发言时间在

20 分钟以内 

主旨发言 

主持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点评人：何蓉（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典（中国

社会科学院） 

1.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 

家产官僚制的永恒复归 

——以大革命前的法国绝对君主制为例 

2.凌鹏（北京大学） 

京剧《四进士》中的“异乡人”与“好人” 

——论明清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另一面 

3.陈宗仕（浙江大学） 

政治联系、政商环境变迁与民营企业环保投入 

4.朱斌（中国人民大学） 

控制与合法化：中国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权力

逻辑 

报告厅 

16:15-16:30 茶  歇  

16:30-18:30 

发言时间在

20 分钟以内 

主旨发言 

主持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点评人：葛道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符平（华

中师范大学） 

1.贾文娟（上海大学） 

向死而生：身体事实、贵贱有别与新药临床试验

构筑的伦理逻辑 

2.罗婧（中国社会科学院） 

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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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福利实践的历史比较初探 

3.杜月（清华大学） 

Urbanizing the periphery: infrastructure funding 

and local growth coalition in China’s peasant 

relocation programs 

4.王雨磊（华南理工大学） 

服务进站：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与村干部 

18:30 晚   餐 一楼自助餐厅 

10

月

20

日 

09:00-11:30 

分论坛（上半场） 

（一）流动（移民）与劳动过程 

地点：第四会议室（五层） 

（二）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 

地点：第二会议室（一层） 

（三）经济与组织 

地点：第五会议室（五层） 

（四）婚姻、家庭与性别 

地点：报告厅（五层） 

（五）社会心理与文化 

地点：第六会议室（六号楼一层） 

分会场 

11:30-13:30 午   餐 一楼自助餐厅 

13:30-16:00 

分论坛（下半场） 

（二）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 

地点：第二会议室（一层） 

（三）经济与组织 

地点：第五会议室（五层） 

（四）婚姻、家庭与性别 

地点：报告厅（五层） 

（五）社会心理与文化 

地点：第六会议室（六号楼一层） 

分会场 

16:00-17:00 

论坛闭幕式暨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主持人:穆林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 

1. 宣读优秀论文名单并颁奖 

2. 大会总结: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报告厅 

17:30 晚   餐 一楼自助餐厅 

10 月 21 日 代表返程 



6 

分论坛议程 

（一）流动（移民）与劳动过程  

09:00-11:30 地点：第四会议室（五层） 

主持/点评人 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张杨波（武汉大学） 

09:00-09:15 
李文钢（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力”何以成为一种贫困观？ 

09:15-09:30 
成婧（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Identity tensions of a Korean-Chinese Migrant Worker in South Korea 

09:30-09:45 
王兆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不平等的童年：农村孩子向上流动中教育公平的文献综述 

09:45-10:00 
陈龙（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外卖平台经济的资本控制研究 

10:00-10:30 点  评/茶  歇 

10:30-10:45 
罗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院） 

从情感控制到伦理驱动——一项基于居家保姆劳动过程的研究 

10:45-11:00 
李淼（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Disengagement from School and Situated Agency of Migrant Youth 

11:00-11:15 

柳建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父母参与、学校融入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 

——基于 CEPS（2013-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 

11:15-11:30 点  评 

 

（二）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  

09:00-15:45 地点：第二会议室（一层） 

主持/点评人 邓燕华（南京大学）、李骏（上海社科院） 

09:00-09:15 

丁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阶梯式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格局中居委会的参与逻辑分析——基于

新清河实验的观察 

09:15-09:30 
阳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剩余控制权视域下的运动式执法——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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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9:45 

陈仁兴、杨立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中国福利政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儿童

福利政策的演变为例 

09:45-10:00 
张建国、刘秋秀（玉林师范学院商学院） 

自治单元对村民自治有效度的影响研究——基于 PLUM 模型 

10:00-10:30 点  评/茶  歇 

10:30-10:45 
吴腾（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乡村治理中多元规范的作用与协调 

10:45-11:00 
王再武（台州市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室） 

地方官员“不担当不作为”现象解析：一个制度主义的视角 

11:00-11:15 
张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依附与协商：“红色物业”融入城市老旧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构建 

11:15-11:30 点  评 

11:30-13:30 午  餐 

13:30-13:45 

刘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纵向分权及其悖论：城市社会冲突治理中的包保稳控——H 市鲁街

维稳工作的经验分析 

13:45-14:00 

赖诗攀、邱文峥（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侨大学公共管

理硕士教育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重典可以“致乱”：强化食品安全违法惩处力度的效应研究 

14:00-14:15 
王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现代结构性困境下的个体环保不作为：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 

14:15-14:45 点  评/茶  歇 

14:45-15:00 
赵阳、陈家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嵌入性调查与数据生产：国家经济普查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15:00-15:15 
向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经法研究中心） 

“教化育宗族”：清代“化苗”的村落实践——以湘西苗疆为中心 

15:15-15:30 
冯猛（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乡政信息的社会化生产：对甸子镇 3 组土地测量案例的考察 

15:30-15:45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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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与组织  

09:00-14:45 地点：第五会议室（五层） 

主持/点评人 艾云（中央财经大学）、陈家建（中山大学） 

09:00-09:15 
邹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政府背书与企业绩效——来自民营企业评选著名商标的经验证据 

09:15-09:30 

游宇、耿曙、李研、黄一凡（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中央的“约束之手”与地方的财政重整——基于Z市Y区的案例研究 

09:30-09:45 
章高荣（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制度空间、组织竞争和精英决策：一个议程设置的动态分析视角 

09:45-10:15 点  评/茶  歇 

10:15-10:30 
施磊磊（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讲理”何以有效：征地拆迁与民众抗争研究 

10:30-10:45 

任宇东（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少帅”如何服众？：二代企业家个人权威的建立过程研究——以 Q

市家族企业为例 

10:45-11:00 

杜培培（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 

被围困的基层选举：制度空间分异中政社互动过程及困境分析——

基于 A 省 8 个村（居）“两委”换届选举的调研 

11:00-11:15 点  评 

11:30-13:30 午  餐 

13:30-13:45 
张伊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边境代购如何生存？跨境贸易、网络资本与央地关系 

13:45-14:00 

夏瑛、张东、赵乾（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科层压力下的基层政府回应——基于省级环保督察数据的研究 

14:00-14:15 
王庆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等级化的软预算约束：改革初期单位制企业产权变革的一种解释 

14:15-14:30 

庄玉乙（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机构垂直管理改革中的上下级谈判——以 A 市环保部门的人

事薪酬改革为例 

14:30-14:45 点  评 



9 

（四）婚姻、家庭与性别 

09:00-15:45 地点：报告厅（五层） 

主持/点评人 林晓珊（浙江师范大学）、施芸卿（中国社科院） 

09:00-09:15 

李丹阳、李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北京警察学院公安

管理系） 

童年期的家庭不良经历与个体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研究——基于

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 

09:15-09:30 
田珊、侯明喜（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新社会阶层社会参与对父辈赡养影响的质性研究 

09:30-09:45 

陈佩儿、陈效能（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 

高学历单身女性的相亲行为分析：传统性别文化的代际传递与女性

地位下行的体验式焦虑 

09:45-10:15 点  评/茶  歇 

10:15-10:30 
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婚姻市场上的社会分层：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婚配结果的影响 

10:30-10:45 
孙明哲（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gender”革命：一次西方语言革命所导致的观念变迁 

10:45-11:00 

李佳丽、胡咏梅（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与“痴心妄想”的距离——父母与子女

教育期望一致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分析 

11:00-11:15 点  评 

11:30-13:30 午  餐 

13:30-13:45 

杨黎婧、刘亭亭（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警局之“内”亦是家庭之“内”——中国东部某市女警的社会学调查  

13:45-14:00 
王昕（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想象与亲密：青年一代互联网实践中的“性” 

14:00-14:15 
沈纪（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儿童健康差异的“根本原因”？ 

14:15-14:45 点  评/茶  歇 

14:45-15:00 
朱美静（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 

家长教育程度与教养方式：儿童发展阶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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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5 
徐鹏（武汉大学健康学院在站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系） 

婚姻的教育匹配与中国流动人口家庭收入不平等 

15:15-15:30 

范譞（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女性学系） 

“平衡”与男性的新型家庭责任意识 ——中国大城市父亲的深度育

儿参与实践 

15:30-15:45 点  评 

 

（五）社会心理与文化 

09:00-14:15 地点：第六会议室（六号楼一层） 

主持/点评人 赵锋（中国社科院）、谭旭运（中国社科院） 

09:00-09:15 

吕焰、郑永安（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北工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榜样“退潮”、偶像“裂解”与新榜样建构的可能性 

09:15-09:30 
韩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城市露宿者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09:30-09:45 
高彦菁（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转发锦鲤”：新媒体时代的理性神话与野蛮生长 

09:45-10:15 点  评/茶  歇 

10:15-10:30 
张韵（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科研博士后） 

社会压力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基于 CLH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10:30-10:45 
于宜民（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 

10:45-11:00 
叶锦涛、王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被忽视的环境不平等：新媒体影响下的环境风险感知偏差研究 

11:00-11:15 点  评 

11:30-13:30 午  餐 

13:30-13:45 

孙国嫄（云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 

公益“形意世界”中的“自我”转变 

——中国“80 后”公益青年价值观和行为研究 

13:45-14:00 

杨君、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

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的生活视角及其本土阐释：以费孝通先生

的晚年反思为线索 

14:00-14:15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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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栗林论坛 

 

栗林论坛自 2015 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发起，《社会学

研究》、《社会》、《社会发展研究》、《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学术期刊协

办。栗林论坛旨在推动社会学学科基本建设，促进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学术交流，

论坛秉承朴实、严谨的学术风格，致力于为国内青年社会学者提供高水平、专业

化的学术交流平台，营造自由讨论、敢于批评的学术氛围。 

 

第一届栗林论坛 

2015 年 10 月 12 日，第一届栗林学术论坛在北京密云栗林培训基地成功召

开。首届栗林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举办，并邀请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五位社会学界青年学术新锐在栗林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王春光研究员主持了会议并进行了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40 余位中青年学者全程参加本次会议，井进行了交流

互动。 

 

第一届栗林论坛主旨发言 

陈家建（西南财经大学） 

从“内部治理”到“外部治理”：对当前地方政府运作逻辑的观察与思考 

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风险转化与政府卷入——以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 

范晓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代际流动与政治参与：对“Lipset 命题”的再检验 

梅笑（中国社会科学院） 

为什么重庆红色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 

练宏（中山大学） 

注意力竞争：一个政府行为的结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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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栗林论坛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8 日，第二届栗林学术论坛在北京密云栗林培训基地

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

战略研究院共同发起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五位社会学界的

青年学术新锐在栗林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

光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朱恒鹏研究员、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对青年学者们的发言做了点评。社会学所党委书

记、副所长孙壮志研究员和副所长赵克斌分别主持了会议。 

 

第二届栗林论坛主旨发言 

艾云（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政策执行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 

以成都市 2008-2015 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案例 

张劼颖（中国社会科学院） 

从“生物公民”到“环保公益”：环境行动中的知识生产与运动轨迹 

符平（华中师范大学） 

市场政体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 

汪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 

——兼论当前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 

邓燕华（西南财经大学） 

Ov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过度政策执行） 

施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 

旧城更新何以持续：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 

——以 B 市 T 项目简易楼群搬迁腾退改造为例 

张杨波（武汉大学） 

小产权房合法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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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住房租赁市场二元分割与居民租房支付能力研究 

张琦（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医疗保险公平性探讨——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 

黄晓春（上海大学） 

多层级行政发包与城市基层治理转型 

梁晨（中国社会科学院） 

试探和博弈：权力让渡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及其边界 

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婚姻推迟：一项年龄-时期-队列的分析 

石金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逻辑与张力 

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的城市社会转型与阶层认同变迁：以 1991-2013 年的上海为例 

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及主观自评变化：2006-2015  

 

第三届栗林论坛 

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第三届栗林学术论坛在北京密云栗林培训基地

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西方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并邀请了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六

位青年学术新锐做主旨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上海大学肖瑛、清华大学郑

路分别对青年学者的演讲进行了点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主持主

旨发言环节。 

本届论坛共设六个分论坛：网络与社会变迁、分层与不平等、经济改革与制

度变迁、国家治理：历史与现实、法律与社会、地方政府治理：体制与创新。入

选论文的作者在分论坛上做了发言，并进行交流互动。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

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 60 多位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者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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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中国社会学交流和水平提高，本届栗林论坛首次设置了“栗林青年学

者论文奖”，由论坛青年学术评议组从 100 余篇投稿论文中投票评选出来自不同

领域的 8 篇论文作为本届论坛的优秀论文，颁发奖杯并提供奖金鼓励。 

 

第三届栗林论坛主旨发言 

刘军强（中山大学） 

福利改革与风险个体化——中国失业保险巨额结余之谜 

刘子曦（厦门大学） 

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胡安宁（复旦大学） 

差序格局，“差”、“序”几何？——针对差序格局经验测量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田耕（北京大学） 

新帝国与旧边疆：略论 18 世纪中后期清代在甘肃的建省机制 

吴莹（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治理转型——以村改居社区为例 

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 

阶级边界的重构：特大城市居民文化区分实证研究 

 

栗林青年学者论文奖 

陈思丞（清华大学） 

条块部门注意力差异与政策创新扩散—基于一项地方政府不可获利政策的检验 

冯猛（上海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创新及其收敛：基于“风险-效应”模型的分析 

郭之天（华中师范大学） 

Everyday life and ethnicity（日常生活和种族） 

赖诗攀（华侨大学） 

升官与发财：地方官员激励的一个类型化分析 

孙明（同济大学） 

市场转型的政治后果：地区市场化与腐败的倒 U 型 

魏来（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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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还是“兵连祸结”——战争与君主统治稳定性 

许琪（南京大学） 

“复合型”主观阶层认同：一个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新解释 

姚泽麟（华东师范大学） 

新道德与再组织——职业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冲突及其后果 

 

第四届栗林论坛 

2018 年 10 月 19 至 21 日，第四届栗林学术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

民政府上海研究院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新时代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

理”，并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南

开大学的六位青年学术新锐做主旨发言。复旦大学刘欣、南开大学赵万里、华中

农业大学钟涨宝分别对青年学者的演讲进行了点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王春光主持主旨发言环节。 

本届论坛共设六个分论坛：移民、劳工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学；家庭

婚恋性别研究；组织社会学；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不平等与社会分层。入选论

文的作者在分论坛上做了发言，并进行交流互动。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吉

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 60 多位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者出席了论坛。 

本届栗林论坛评选“栗林青年学者论文奖”，由论坛青年学术评议组从 170 余

篇投稿论文中投票评选出来自不同领域的 9 篇论文作为本届论坛的优秀论文，颁

发奖杯并提供奖金鼓励。 

 

第四届栗林论坛主旨发言 

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 

治权获取与低成本治理——邹平“政教合一”试验的再分析 

黄晓星（中山大学） 

技术治理下的社区单元构建与调整 

李雪（复旦大学） 

外资奇迹、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16 

王庆明（南开大学） 

技术共同体:技术革新运动中的鞍钢实践（1949-1966） 

吴莹（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型城镇化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赋权、社区融入与身份认同 

徐法寅（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劳动体制分析 

 

栗林青年学者论文奖 

刘子曦、朱江华峰（厦门大学） 

劳工为何频繁流动：制造业劳工招聘中的“白”与“黑”——基于无锡工厂调查 

孙明、吕鹏（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吸纳与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改革信心：基于中介效应和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段新星（香港中文大学） 

国家控制与民营策略——对一个局部工业网络的经济社会学考察 

魏海涛（香港大学） 

关系网络，制度变革与国家治理——以清末丙午官制改革为例 

汪琳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交易与互惠：对立范式的历史考察与新整合分析 

冯猛（上海师范大学） 

指令式创新、免惩机制与政府行动策略——以 K 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例 

杨志云（北京科技大学） 

编制管理软约束抑或体制灵活性：基于四个城市公安辅警扩张的实证研究 

许琪、贺光烨、胡洁（南京大学）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句国栋、陈云松（南京大学） 

诗穷而后工——唐人生平际遇于诗作成就之影响



 

 

 

 

秉承朴实、严谨的学术风格 

推动社会学学科基本建设 

促进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学术交流 

为国内青年社会学者 

提供高水平、专业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营造自由讨论、敢于批评的学术氛围 

推动青年学术新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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