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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学重建至今已3o余年，费孝通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可 

以概括为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研究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遵循社会学建设的 

基本路径：材料积 累——范畴归纳——理论建构，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材料积 累和范畴归纳上，只有这两个基础性 

的任务完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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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 

年，费先生一生从事学术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利用这个契机，系统梳理先生的社会学学术思想 

及其成就，思考社会学研究 的走 向，应是最好的 

纪念。 
一

、 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从2O世纪7O年代末开始社会学的重建工作至 

2005年费孝通先生过世，在长达20余年的学术生涯 

中，费先生始终是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带头人，他的学 

术思想、学术活动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走向。笔 

者觉得，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先生社会学思想的主要 

特征可以概括为：从现实生活的现象人手和实证主 

义的方法论 。 

1．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费先生从1979年起 

就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专门写就了多篇文章和讲过一 

系列的话，从这些文章和讲话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社 

会学的建设工作是极为重视的，而且内心非常着急。 

1979年3月他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 

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的讲话；1980年11月1日 

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题 目为“从事社会学五十 

年”；之后直接就社会学学科建设发表的文章和讲话 

有：略谈社会学、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讲些 

什么、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 

调查的尝试、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关于社会学的 

几个问题、从实际出发规划社会学学科建设、开展社 

会学研究、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从三访“江村”谈什 

么是社会学、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等等，直到2000 

年7月4日在一个会议上还发表了“谈谈社会学的教 

材建设”的讲话。 

社会学最早是从西方社会引进的，在2O世纪3O 

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兴旺了一阵子，一批留学海外的 

学子学到了社会学的知识，回国后翻译社会学的经 

典作品，介绍社会学的知识，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大 

量社会学的研究，有不少成为社会学的经典成果。到 

了50年代初，作为学科、课程被取消了，在停顿了近 

30年后，到了70年代末要重建，确实有个从哪里人 

手的问题 。 

作为一门知识、学科，应当说可以从多个角度切 

入。就社会学来说，既可以从介绍翻译西方的作品开 

始，也可以从建构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人手，可是 

费先生选择了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而且是从现 

实生活中的重大现象、事实、问题人手。在2O世纪8O 

年代、9O年代和21世纪初是他人生事业最为辉煌的 

一 段时间内所从事的一系列研究：小城镇研究、乡镇 

企业研究、苏南模式研究、区域比较研究、少数民族 

发展研究、地区发展战略研究、人口研究等等，无不 

是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关注。笔者亲 

耳聆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重建中国的社会 

学 ，有个从哪里人手的问题 ，就我而言，帕克、马林诺 

夫斯基、帕森斯的理论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凭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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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在国内和英国念的那么几年书，要翻译这些社 

会学家的著作，将国外的社会学知识搬过来，待在书 

斋里玩弄些学术名词非常轻松，而且完全可以是个 

高产作家，但那套东西现时代不是最需要的，最需要 

的是回答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他说，我要是翻译了西 

方社会学家的著作，胡耀邦总书记要看么，更不会去 

写评论①。 

他说：“社会学的研究素材太多了，我们 日益变 

迁的社会是极好的社会学研究素材。~[13127 

“我们社会的这种大变迁，就是我们社会学的最 

生动的课题 。-[t]tzs 

“要做好这个艰巨的事业，必须科学地去认识我 

们中国的社会，并不断地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在这个 

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是社会学 

的任务。可见社会学对现代化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必 

要的。’’[2]4。 

“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其实是整 

个社会科学都应当做的事。所以我们还得说明一下 

哪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3] 

从现象、问题人手对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之 

所以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本 

质所决定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 

的源起是为了解释工业化后人类社会发生的一系列 

新现象、新变化。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这些新事 

物、新现象靠过去的学术解释不了，或解释得不完全 

正确，于是一门崭新的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面 

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回应时代的挑战，一直是社 

会学的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要重建社会学， 

就应将学术重心放在对重大社会现象的解释上，放 

在对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新事物作 出科学的分析 

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中，学术被社会认识、认可 ，学 

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学术本身也获得了生命力。 

“我们的目的是清楚的，概括地说就是要把自身的社 

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 

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 ，然后根据这种认识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4]5 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 

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 ， 

是 ‘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5 

当然，新的历史时期重建社会学也可以从理论 

到理论，照搬照抄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再来构建所谓 

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但不 同的路径我想其结果是肯 

定不 同的，意义也不会一样，这样建立的社会学可能 

不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正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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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始就选择了从具体问题人手，以至于有现在这 

样的成就，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社会学重建 3O年来，从现实生活的现象， 

特别是重大现象、事实、问题入手的做法一直得到了 

坚持，在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过程中，在运用学理解 

释、分析社会现象的实践中，社会学知识得到了社会 

的承认，社会学发挥着应有的学术作用。“问题意 

识”、“问题的分析”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主流，这 

与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初领军人物的率先垂范不无关 

系。只有着眼于现实社会，善于抓住重大的社会现 

象、社会问题，通过学术的规范化研究弄清事物的真 

相，对现象予以学理的说明，对问题提出专业化的治 

理意见，这种说明、意见为社会所接纳，在此基础上 

才能建设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这样的社会学 

才是中国社会所需要 的，才能与世界社会学进行学 

术对话。 

2．实证主义的研 究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并 

不局限于社会学研究领域。最早引入社会科学研究 

的基本设想是借助 自然科学的实验、求证等思维方 

式来研究社会生活。实证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是： 

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现象包括在 自然现象之 

中，因而可以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方法来认识社 

会生活，并按照 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 自己的知识 

体系。应当说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有其合理的成 

分，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的社会事 

实、社会生活，这样 ，实证 主义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研 

究的对象就有了许多重合。所以，实证主义方法论始 

终是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学术传统之一。孔德就认为： 

“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 

真实的知识。”L6 圣西门主张应该“使人类科学具有 

实证性质 ，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 ，并用物理学 

等其他部门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7 

实证主义方法论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主要体 

现在：观察方法。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感知事物的真实 

性。所以社会学家常常要到现象发生的现场去了解 

事实的真相。 

社会调查方法。通过到社会现象发生的现场去 

收集相关的信息再现现象，从而发现事实演变的过 

程和必然性 。 

求证方法。考证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无论是今 

① 当时，胡耀邦总书记读了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后写 

了很长一段话，对该文作了极高的评价，并将这篇文章 

推荐给有关中央领导同志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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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讲的搜集文字材料，还是作实地调查，都是通 

过相关的信息来得到事物存在的真实状态。 

实验的方法。类似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做实 

验，社会学也常常运用实验的方法揭示社会现象的 

发生、变化 。 

比较的方法。同类现象的比较，不同现象的比 

较 ，通过比较以发现某种客观必然性 。 

历史的方法 。通过不同时空段的形态的比较揭 

示社会现象的演变规律。 

由此来看，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不少方面是符合 

科学认识论的。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 

现象，不确定性高，瞬息万变，把握起来相当困难，相 

比于其他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方法论不失为比较 

正确的认识方法论。通过由这种方法论包含的许多 

具体方法的实际运用能够达到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 

目的。 

当然 ，不是说社会学研究除 了实证 主义外就无 

路可走了，社会学史上也有一些大师从未走出过书 

斋而做出了巨大学术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 

师的理论成果同样也是解释生动的社会生活、回应 

时代课题的产物。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 

论还是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都是从客观存在的 

现象提炼出来的或用于解释社会生活的结果。可以 

说，与现实生活脱离的所谓社会学理论是没有生命 

力的。何况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始终 

是社会学研究中线索最粗的一支，通过实证研究得 

出的学术成果最为丰硕、影响最大。据通过实证手段 

积累起来的素材而建构形成的社会学理论最为精 

彩，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学而言，面对的是 

全新 的研究对象，过去几乎没有什么积累，研究对象 

又时刻在发生着变化，这就特别需要实证的研究。 

就社会学来说 ，所谓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本 的 

意思是说通过到研究对象的现场去，了解事物的完 

整过程，从而发现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人得到认识 

后，又反过来到实际生活中去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 。 

费先生无疑是实证主义研究 问题的践行者 。 

从2O世纪80年代起$U21世纪初长达20余的时 

间内，每年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研究，即 

使到了晚年，公务缠身，还是一年 365天有 200多天 

在外地调查，他做实地调查一直到9O多岁高龄。深 

入实际生活，做社会调查，耳听、眼看、访 问、座谈、观 

察简直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文章通俗易懂，有内 

容，有生活，非常深刻的道理用极其普通的话语表达 

出来，高深的学问蕴含在极其通俗的表达之中。 

早在 1947年他在为 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 的文 

章中就说：“科学不能离开实用”，“关在教室里的社 

会学很容易流于经院式的讨论”，“科学的理论是已 

有观察的总结，同时是引导和启发新的观察的假 

设 。”Es] 

“学科建设的目标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们是建立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9]8 

“我们坚持从实际调查研究中去总结群众的经 

验和创造，这是概括提高到理论的必经之路。认为调 

查搞不出名堂，是鸡毛蒜皮也是不对的，认识总是从 

局部到全部，要有总的看法，但事情要一步一步做， 

饭要一口一口吃。一切大问题，是要从具体的小事情 

里看出来的，也就是从个别提高到一般，这就是理 

论。~,[9191--92 

“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用学得的社会学知识 

去研究 中国社会 ，通过实地观察把中国社会的一些 

情况和我对这些情况的认识 ，比较有系统地写下来 ， 

值得 留下的就 留下去。．[93104 

事实上，从2O世纪8O年代初起做小城镇研究， 

对方法论的选取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 

为，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根本不需要到现场去，要做 

小城镇的调查，在北京将问卷一发，回收回来用电脑 

一 处理结果就出来了。费先生坚决反对这样做。他 

主张一定要到现场去，一定要深入实际生活 。 

“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怎样在中 

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他用研究小城镇和乡 

镇企业的实例作了说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社会 

学研究不过是可 以开展这类研究工作的一个例子。” 

“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全力深入，不懈努力， 

一 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建立起 

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91104--106 

“社会学是 以社会调查 为基 础的 ，通过社会调 

查，社会学的理论结合起了社会实际。,,[z3zst 

“在培养从事中国社会学工作的新一代的过程 

中，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科研的原 

则。 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 ，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 

查。社会调查是对社会现象有 目的的系统的观察 ，为 

探索社会运动规律搜集资料。”[4]6 

今天中国社会学主流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分层 

研究、单位制研究、社区研究，还是大量的问题研究， 

都需要通过实证才能构建起所谓的理论来，或者提 

出建设性 的意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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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哲人已逝，整理先人的历史遗产贵在考察其理 

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对当今学术建设、学科建设的 

新见解。在探讨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考虑当 

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最为紧迫的课题。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在实践的 

基础上，得到认识，从而将正确的认识又反馈回实 

践，对实践起解释、指导作用应是其基本 的理论 

走向。 

笔者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遵循着：材料积累 

— — 范畴归纳——理论建构的三部曲。 

所谓材料积累就是充分认识社会生活，为社会 

学的理论建构寻找基本元素。 

范畴归纳是指在积累素材的基础上，形成若干 

理论范畴。社会学有一系列理论范畴：社区、阶层、社 

会组织等等，这些是建构理论的必要材料。仅仅靠无 

数素材、数据也是建设不起学科的理论体系来的。科 

学的概念、范畴是素材与理论体系之间的中介，范畴 
一 头连着材料，另一头系着理论体系。范畴是理论体 

系不可缺少的支撑。 

理论建构就是提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命题，提 

炼出社会学的一般理论。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生活，我们面对 

的客观世界为社会学提供了学术营养。没有客观的 

现实社会，缺乏对实际生活的深刻洞察，也就不可能 

建立社会学的理论。我们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要能解 

释社会生活、社会事实，这样的理论才有意义，才有 

学术生命力。要弄清楚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许许多多 

现象、事实，就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 ，认识社会，观 

察社会，分析社会，在此基础上，才能归纳出若干组 

成理论的基本范畴。在一系列组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弄清楚以后，才能建构起符合考察的这个社会的社 

会学理论。这套社会学理论对分析的对象才有解释 

力、分析能力。这样的理论才能加入到世界社会学理 

论的体系之中，丰富世界社会学理论。 

毫无疑问，就 中国社会学来说 ，我们现在正处于 

积累材料的阶段 。 

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吃透我们身处的这个社 

会，弄清楚一系列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存在形态、 

形成过程、产生原因、社会影响、今后走向。应当说这 

个任务还未完成。尤其是我们面对的社会是个变动 

速度异常快速的社会，很多事实、现象瞬息万变，这 

就为弄清事实的真相，为进一步的概念提炼带来极 

大的困难。一个成型、成熟的概念、范畴的提出一般 

1 O 

是建立在考察对象比较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概 

括出来的范畴就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我们现在面 

对的社会事实变得太快了，以致于我们刚刚建立起 

一 个范畴，还未还得及检验，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又要重新进行材料积累的工作。 

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材料积累工作毫无 

意义，恰恰相反，材料积累始终是理论建设不可缺少 

的基础性工作，待我们这个社会完成了“转型”，社会 

基本稳定下来了，进入了一个常态的发展、演变阶 

段，系统归纳在快速变迁阶段的材料积累工作，我们 

就能建构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对现代化快速发展阶 

段具有解释能力的社会学理论。现在社会学界有人 

提出中国转型社会学就是这种尝试。 

所以，时代规定了我们只能做什么。这也就是当 

今中国出不了具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的深刻原因。 

我们也只有冷静地认识到我们身处的时代，考虑这 

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历史任务，考虑根据时代背景 

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那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其一，认真做好材料积累的工作。社会调查是社 

会学学科建设材料积累工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 

作。深入到现场去考察清楚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面 

貌是材料积累的基本要求。只有将事实、现象真正弄 

清楚了，才能为社会学理论提供真实的素材。社会学 

的范围非常之广，材料积累的任务十分艰巨，但这是 

社会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进行社会调查说起来容 

易，道理也很明白，但现在整个社会有脱离实际的严 

重问题，也已影响到社会学界，连很多数据都靠不 

住，社会学的很多实证性的题 目连现场调查也不做， 

就在那里得出所谓的研究结论来。这种结论是很难 

站得住脚的。社会学研究中以讹传讹的事例确实不 

少，这是非常不利于学科的建设。费先生多少年来身 

体力行，作社会调查，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带了一个好 

的头。 

其二，遵循必要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就是进行 

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一定的学理，对社会学研究 

来说就是遵循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要 

求。比如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社会调 

查，各种社会调查都有一定的意义和特定的目的，但 

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应当遵循社会学的学理要求、学 

术规范，这样的社会调查积累的素材才对学科建设 

有用、有意义。只有符合学术规范的材料积累工作才 

有意义。这方面同样也有很大的问题。目前既有社 

会学学术影响还不够的问题，也有社会学庸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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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其三，适时地进行概念、范畴的归纳工作。说现 

在我们正处于材料积累阶段，并不排斥对若干材料 

积累得比较充分的领域进行学理上的归纳、提炼。比 

如，我们对社区作了充分的调查，弄清楚了中国社区 

的基本要素、结构、运作，就能建构中国的社区理论。 

西方社会的社区是建立在个人本位、自下而上形成 

社会的基础上的，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要组成社区 

这种共同体来承担，社区解决不了了就要政府来承 

担。而我们多少年来就是个自上而下组成的社会，社 

区这种共同体历来就发育不良，今天我们的政府职 

能需要回归，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顺又需要社 

区来填这个真空，所以我们的社区不是个人 自发形 

成的，而是政府动员、组织起来的。这样居民参与不 

足、志愿者缺乏往往成为社区中的常规性问题。但我 

们这个社会运行到今天又确实需要社区，社区事实 

上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弄清楚我国社 

区基本面貌的基础上，构建起对中国社会有解释能 

力的社区范畴、社区理论无疑是有极大意义的。又比 

如，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教科书上 

介绍的西方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社 

会阶层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如何演变过来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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