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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

———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周飞舟

提要：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
“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
验研究的要求。 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
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
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 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
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 当代中
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
基础。 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
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行动伦理　 差序格局　 社会学中国化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的《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应星的书评文章

《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 在这篇文章中，应星对他称之为“乡土

派”的研究进行了批评，并仿照米尔斯对美国主流定量研究“抽象经验

主义”的称呼，将乡土派称为“朴素的经验主义” （应星，２００５）。 所谓

“朴素”，一方面是指乡土派反对西方理论，另一方面指乡土派的“理
论”主要来自于田野，合而言之曰“野性的思维”。 作为一名以优秀的

经验研究著称的社会学家，应星当然不反对田野研究，他所反对的是缺

乏理论关怀和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 在他看来，乡土派从田野中生发

的那些零散的理论概念，接续不上既有的学术研究传统，形不成像样的

理论，因而也不会有重要的创新。 田野中的零星发现，如果不能接续在

强大的理论和学术传统之上，充其量只是一些受到新鲜刺激所得到的

火花，不会有生发的潜力。 在仝志辉、吴毅、贺雪峰等人的回应性文章

中，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学术研究传统应该如何建立（仝志辉，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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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毅等人认为乡土派既没有“反西方”，也没有“反理论”，但是双

方对如何建立学术研究传统的分歧却变得很明确：中国社会学的社会

研究应该与哪些学术传统对接？ 是“西方的”、“理论的”，还是“本土

的”、“田野的”？ “本土的”、“田野的”能否构成一种学术传统？
对于这种学术争论，我们很容易关注其分歧而忽略其共同点。 事

实上，在双方的争论背后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之处，即建立或者选择

学术研究传统的标准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当前中国的经

验现实。 如应星所言，“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

来的。 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祇

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 （应星，２００５：２２０）；或如吴毅等人

所言，“在生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义理逻辑之中去寻找对于现存理论

的碰撞和激荡”（吴毅等，２００５：８９），理论和学术传统无论是作为发现

的工具还是对话的对象，都是理解经验现实时必不可少的，所以是实用

的、功利性的。 双方围绕福柯的权力理论展开的争辩越发证明了他们

对理论所持的相同态度。 既然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而存在，那
么什么是所谓“更好”的标准呢？ 或者换句话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在

理解村庄治理的某些问题时是福柯的理论还是其他的理论有着“更
好”的洞察力呢？ 更为广泛地说，什么样的理论和学术传统能使我们

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 这个问题是双方分歧的

关键所在，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则需要将视野扩展到中国社会学研究

的发展史中。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与启示

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正在发生大变革的时期。
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对传统经学进行了改造，
努力建立新的史学传统，而这个新传统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渠
敬东，２０１５），在客观上为社会学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传统经

学的枷锁被打破之后，各种西方社会思想得到了迅速的扩散和传播。
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和应用，则在民国时

期最为繁荣。 在欧美的社会学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即

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其中尤以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倡行最力。 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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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影响下而形成的“燕京学派”是民国时期众多社会学派别中最

为突出的学派之一，一度被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可以被看作是

“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 按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 “总序”中对“燕
京学派”研究方法论的提法，是“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研究

对象则是“社区”及背后的文化、制度和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学中国

化”的内容是如何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 在

今天看来，这只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但是在缺乏社会科学传

统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则不失为一个创举。 张静认为，“燕京学派的工

作，可以更准确地定位为现代社会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他们开启了新

的、专业的社会研究。 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

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张静，２０１７：２９）。 所以与其称

之为“社会学中国化”，不如说是社会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落地”和
应用。 在这个意义上，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到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的运用都是这个“社会学中国化”的一

部分。 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的诸种现象都呈现出完

全不同的面向，民国社会学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如何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当时学者们面对的共同问

题。 谢立中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为例，指出了三种运用西方理论和方

法的不同方式（谢立中，２０１７）。 第一种叫做“对象转换型”，就是直接

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以《江村经济》为代表。
第二种叫做“补充—修正—创新型”，其典型特征是用中国本土的社会

事实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做一些修正和补充，或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

些启发性的概念，这以《生育制度》为代表。 费孝通先生自己曾说，《生
育制度》一书是将涂尔干的“平面的人际关系”转成“垂直的”“代际关

系”（费孝通，１９８７：４３３）。 第三种叫做“理论替代型”，是指研究者“基
本上放弃了来自西方的概念和命题，用一套完全来源于该国 ／地区人民

社会生活实践的本土性概念、命题替代了前者，但却还是沿用了移自西

方社会学的思维或研究方法（如实证科学方法、诠释学方法、辩证方法

等，尤其是实证科学方法）”（谢立中，２０１７：４３）。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

中国》就是这种方式的代表，书中提出的如“差序格局”、“礼俗社会”、
“无为政治”等概念正是试图建立适合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努力。
但是，谢立中敏锐地指出，这些本土性很强的概念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

启发和对比下获得的，比如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的概念明显受到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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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机械团结 ／有机团结”与“共同体—社会”理论的影响。 这种“替
代”实际上仍然是站在西方理论的立场，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从外向内

观察中国社会的思想成果。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港台地区兴起了一波“社会学本土化”的浪

潮，以杨国枢、金耀基、黄光国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倡“社会学中国

化”或“本土化”，对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的本土概念，如“人情”、“关
系”、“面子”、“耻”、“报”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 这波浪潮的起

因，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港台地区进行“学术洗

脑”（杨国枢主编，２０１２：５），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科学界不断感受到来

自现实的“中国人的许多行为和思考方式……还一直保留到今天……
是一种了不得的韧性或是弹性，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惰性、一种行为

方式，历几千年而不变”（文崇一、萧新煌主编，２０１３：１）。 我们注意到，
这种“社会学中国化”的动力与民国时期完全不同。 民国时期，西方理

论和方法犹如启蒙的明灯，照亮了中国社会的实践，赋予社会科学的学

者们以大量的灵感以及新的发现和概念。 而到港台的“社会学中国

化”时期，在西方理论和方法占研究的主导地位时，人们又感到这些理

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颇有错位，缺乏杨国枢等人所说的“本土

契合性”。 港台这批学者的努力正是为了使西方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

本土社会现实更好地“契合”，所以他们在分析中国本土概念时，仍然

以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主，或者说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去“解剖”这些中国的本土概念。 这种努力好比用西方医学和解剖学

理论去分析中国医学的经络穴位一样，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产生很多学

术成果，但是这些学术成果既无法与西方学术传统形成对话，也无法对

本土的经验研究形成有价值的启发。 例如用交换理论来分析“孝”或
“报”的观念，而无视其理论背后的个体主义和平等主义预设，分析的

结果只能是将这些观念中的本土特征消解掉而已，并不能构成对这些

观念真正深入的认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此类研究在 ９０ 年代之后便

迅速趋于式微，今天的港台社会科学界已经是欧美理论一统天下的局

面了。
无论是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对照下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的新概

念，还是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本土的概念进行分析，其立场都是西

方本位的，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理论洞察、分析方法都扎根于西方学术

传统之中，这导致了一些新的本土概念如“差序格局”虽然极具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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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是缺乏生发力，难以构成本土理论的基础。 支撑差序格局这个概

念的学术传统，是诸如“有机团结 ／机械团结”的社会理论。 近年来一

些学者试图将这个概念与中国传统的经学如丧服理论对接，正是为了

使它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吴飞，２０１１；周飞舟，２０１５）。 而一些

传统的本土概念，如关系、人情、面子等，也被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所“肢
解”，如同将一棵大树分成干、枝、叶进行分析，无视树根及其扎根的水

土，使得这些本来极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要么变成西方社会学概念的

“附庸”，如“关系”变成交换理论或者博弈理论的“中国版本”，要么变

成笼统抽象的“社会资本”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了的“剩余范畴”。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社会学在大陆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研究在短

短几十年内又重复了民国时期以及港台地区曾经走过的“社会学中国

化”的道路。 ８０ 年代是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时

期，到了 ９０ 年代，中国学者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中，运用这些理论和

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费孝通先生的乡村发展研究和陆学艺先生

的社会结构研究可以作为突出的代表。 其中，陆学艺先生运用西方社

会学的分层理论，在长期深入中国现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关于

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陆学艺，２００６），开创了一条中国学者以阶

层理论进行社会结构研究的道路。
在大量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许多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开始试图提出

基于本土立场的问题，从而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新阶段。 以应星的

研究为例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过程。 其《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样一

个堪称典范的经验研究，除了得益于作者在重庆某县细致深入的田野

调查工作之外，其中社会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与作者深厚的西方社会

学理论修养，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对福柯理论的深入把握极有关系

（应星，２００１）。 此后，在长期研究上访现象的基础上，应星提出了“气”
这样一个既具概括性、又具有独特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应星，２００７）。
这一概念并非来自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启发，而是来自于对田野经验的

体察和概括。 在这一点上，这一概念与“乡土派”贺雪峰等人提出的

“社会关联”并无本质性的差别（贺雪峰、仝志辉，２００２）。 事实上，正如

应星批评乡土派的概念不能对接西方的学术传统一样，“气”这一概念

也面临同样的困局。 作为一个纯粹从田野经验中生发出的概念，连理

论的表述都相当困难。 有过相似田野经历的学者更容易感受到“气”
的力量，而大部分人则只能在理念层次去理解。 这个“气”与我们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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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所说的“气”到底有什么关系？ 连接这两种“气”的潜在的、无形

的根源和力量是什么？ 应星随后试图从民间传统的“痕迹”如谚语和

地方戏曲中去寻找“气”的实质，这无疑是一种类似于“寻根”的尝试

（应星，２０１０）。 但是这种尝试似乎并不成功，这构成了他在此后转向

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动力。 应星的研究展示出谢立中所说的从“对象转

换型”到“理论替代型”的清晰过程，只是他并没有满足和止步于提出

本土概念以及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本土概念，而是转入中国的

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本土概念的根源和理论生长力。
学者们从“对象转换型”转向其他本土化类型的原因各不相同。

应星的转向可以说是源于一种理论建构的努力，而其他一些学者的转

向则直接源于经验研究中所遭遇的问题。 下面我以费孝通先生的晚年

转向作为典型来加以说明。
谢立中指出费孝通先生晚年有一个“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

土化的努力，以他晚年《试谈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一篇长文作

为代表，这也是谢立中提出的第四种“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谢立中，
２０１７）。 实际上，除了这篇论文之外，费先生自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

之后，晚年的一系列文章都体现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即社会学研究

应该“中国化”。 这种“中国化”不同于以《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和
《乡土中国》所代表的“中国化”路径，而是应该通过“文化自觉”，即对

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

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

的方向”（费孝通，１９９７：１），即通过追溯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认祖归

宗”来中国化。 费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提出，与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研究以及民族与边区开发研究的经历有关。 在

“志在富民”的“行行重行行”过程中，费先生发现，一些不发达地区与

发达地区相比，在政策、制度、法律和体制方面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在于“这里的人民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
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些“外人看不出、说
不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实际上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

展差异的真正原因”（费孝通，２００３：４３８）。 这些“真正原因”构成了社

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 费先生通过不断的反思发现，自己过

去所用的理论和方法很难触及这些“真正原因”，他说自己犯了“只见

社会不见人”的错误，只重视“生态”不重视“心态”的错误，从而转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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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 这些反思最终转化成“文化自觉”的思想，指出

“社会学中国化”通过“各美其美”以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能
够使中国应对 ２１ 世纪文明交融和冲突的挑战（周飞舟，２０１７）。

继费孝通先生之后，郑杭生先生大力提倡“理论自觉”，并将其作

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 “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
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

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

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

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 （郑杭生，
２００９）。 郑杭生是将理论自觉放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
他从社会学自欧洲开始、传播到北美、继而扩散到全世界的历史入手，
提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长期

处在一种“边陲—中心”关系之中，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容易形成一种根

深蒂固的“边陲思维”，所以他提倡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要破

除“边陲思维”（郑杭生，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从上述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学中国化实际上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接轨”阶段和“自觉”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西方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阶段，这也是吴文藻等人最早

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如何更好

地学习西方理论和方法，并在经验研究中得以运用，所以这个阶段既可

以叫作“社会学中国化”，也可以叫作“中国研究国际化”，与国际“接
轨”。 事实上，社会学进入中国虽然已历百年，但这个阶段远没有结

束，在许多学者眼中，这个阶段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中国社会学

界对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没有真正深入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学

还有待西方真正的“启蒙”。 但是这个阶段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促使中

国的社会学家开始对理论和方法进行一系列的反思。
这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使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许多经验现象时会导致社会学的研究脱离现实，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

问题。 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欧美形成，其问题意识、理论假设、
社会现实背景乃至于研究条件都无不带有西方思想和社会的特征。 欧

洲社会学理论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基本观念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社会

学理论在总体上带有其实用主义哲学的特征，而美国社会学的实证方

法带有很强的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 如果我们对这些特征不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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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而把它们当作普适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应用，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

产生大量的新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很多不过是西方理论和方法“中国

版”的副产品而已。 而且，这些“中国版”的“副产品”往往被视为农业

社会、传统社会的遗迹或残留物，虽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

解，但是却会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形成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又会

导致我们对经验现实加以曲解。 例如，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发现，在企业

组织中人际关系的力量非常强大，与西方社会有显著的不同，在西方理

论的对比下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色。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发

现，这些人际关系在企业高层表现为家族企业的行为特征，在中层表现

为拉帮结派、在底层表现为各种地缘群体或者圈子，并且上下层之间充

满了私人性的庇护关系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在西方理论指导下对此作

出潜在的价值判断，会将这种结构特征简单地看作是“落后”的。 有很

多人认为，这种结构之所以在中国很普遍、力量很强大，是因为中国社

会还没有发展到西方社会的程度。 虽然许多社会学家遵循着“价值中

立”的原则，不把这种判断写进文章里，但是不等于这些判断不影响我

们的态度，使得我们在研究这些现象时不能够客观、细致而深入地理解

研究对象的想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不能够“意会”研究对象

的意思。 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即使能够客观描述出企业组织中的社

会结构，也会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依靠简单的制度建设来改变这种企业

内部的特征，甚至可以“坐等”这些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淡

化和消失，这就是费先生所说的“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
所以，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个“自觉”的阶段。

这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才刚刚开始。 无论是从经验研究的问题出

发，还是从理论反思出发，一些社会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运用西方社会

学的理论与方法在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会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

导致我们难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层面。 而要突破这个瓶颈，需要文化

自觉和理论自觉。

二、社会研究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讨论文化自觉时，大多是用人类学的概念讨论

文化问题，诸如生态 ／心态、利害关系 ／道义关系。 用社会学的概念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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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费先生强调的是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结构二元对立问题中的一个

维度，即行动与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费先生认为，离开价值和意

义，无论对于人的行动还是对于社会结构都无法构成深入的理解，当然

也谈不上真正的解释。 费先生说：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
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

“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 还原论式

的解释方式，看似一种圆满的“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恰恰忽

视了精神世界自身的特点，忽视了“精神世界”———把人和其他生

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存在物的不可替代性。 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

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动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的替代，
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 （费

孝通，２００３）

事实上，从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家韦伯、涂尔干到当代的社会学理

论，价值和意义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并不一定能体现

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 “价值中立”并非“无视价值”。 在经验研究

中，许多研究者声明的“价值中立”并非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价值中

立”，而是无视或者有意地“删除”了研究对象的行动价值和意义，只在

“机械”的层面描述这些行动。 例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农民工流动时，
不关注农民工的态度和观念，除了描述流动规模、流动特征外，只是简

单利用统计手段以农民工的个人和经济特征如年龄、性别、家庭规模、
收入等“解释”这些流动特征。 这种解释对于我们认识这种社会现象

来说不无意义，但这不是完全的、深入的解释。 支撑这些解释的，是从

后门“偷偷”溜进来的研究者本人对行动者（农民工）的行动价值和意

义的理解，实际上构成了对行动的深层意义上的解释：农民工之所以如

此这般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也就是说行动受到利益的驱动和

支配。 所以说，这恰恰不是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这种“偷梁换

柱”式的价值替代塑造了社会学研究中那些千篇一律的持个体主义观

念的、精打细算的行动者形象。 这种基于理性假设、尤其是工具理性假

设而描绘的行动者形象只是社会学研究的“开始”而非完成。 在韦伯

看来，在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社会行动时，基于理性而建立的分析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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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理解那些“偏离”理性的行动。

此种情况下所建构出的严格的目的理性式的行动，对社会学

来说，基于它明确的可理解性和它的清晰度，可以作为“类型”（理

念型），以便将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错误）影响到的行

动，当作与纯粹理性行动的“偏离”现象来理解。 （韦伯，２００５：７）

韦伯随后清楚地表示，这种基于目的理性的假设展开的分析，绝不

意味着在现实中目的理性的行动是最为主要的行动方式，也不意味着

在现实中行动是完全由理性所决定的。 而且与对工具理性的行动的理

解相比，对于价值理性行动，我们对行动者所秉持的目标或价值的理解

必然是有所偏离的，偏离的程度视我们对这些目标或价值的理解程度

而定。 例如，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的行动要求我们通过了解其宗教价值

而接近对其行动的理解。 虽然韦伯并没有明确地表述，但是似乎他认

为存在一个理解价值理性行动的连续谱：我们离行动者的目标或价值

越“近”，就越容易进行“拟情式”的体验性理解；离行动者的目标或价

值越“远”，就只能进行尽可能的“知性”（理性）的理解。
在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中，工具理性行动可以更多地使用以理性

为主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情感和传统类型的行动则需要更多使用非理

性的“拟情式”的体验理解；价值理性行动则介于这两种理解方式之

间———采用何种方式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 这

种“关系”就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思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个人类学家研究自己而非他人的社会是否会由于个人偏见而影响研

究的科学性？ 他之所以会反思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源于有人对他的

《江村经济》这种“家乡人类学”研究的质疑，更是来自于他在小城镇和

乡镇企业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所谓“只见社会不见人”，就是自己费了

不少笔墨来描述社会结构，却没有正视社会结构中的人的喜怒哀乐，他
的研究“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

的精彩表演”（费孝通，１９９５：３４）。 究其原因，自己是“以局外人的立场

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 （费孝通，１９９３：２３３）。 而要真

的能够理解行动者的所思所想，能够接近那些“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的态度和感情，能够理解那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关系，能够“设身处

地”地站在行动者的立场，就要进入行动者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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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意义世界。 对于理解精神世界而言，则不是可以简单地靠排除

“偏见”、保持一个科学而客观的态度就可以做到的。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观念和意义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

次，即欲望的、情感的与思想的。 欲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利益与权力，
构成了我们理解行动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这个层次上，不同国家、不同

文明中行动者的行动颇多相通之处，也是观念世界中与费先生所说的

“生态”或者“利害关系”的物质世界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 西方社会

学理论与此相关的部分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启发最大，而且权力理论

的发展也与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互相促进。 这也是本文开头部分提及的

应星与“乡土派”的争论中称赞福柯权力理论对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具

有巨大作用的深层原因。 在这个“生态”层次上，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

法指导下的对中国社会的经典研究，如魏昂德的工厂政治研究、周雪光

的组织研究、边燕杰的关系研究等都是极为深入细致的。 但是在情感

和思想的层次，就是费先生所说的“心态”或“道义关系”的层次，西方

社会学理论的启发和指导力量就明显减弱，中国的行动者对西方理论

的分析框架的“偏离”就变得很大，或者说西方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和价

值与中国的行动者在行动时所朝向的目标之间就发生了偏离，不能很

好地契合。 要弥补这种“偏离”，实现理论与经验的契合，只靠用西方

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剖那些包含思想和价值的本土概念恐怕是远远

不够的，社会学要真正地中国化，需要通过文化自觉，回到中国文明的

传统中汲取营养，实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要理解中国人的行动意义和精神世界，就不能简单站在“局外人”

的立场，而是要回到中国文明的传统中来。 当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

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传统中国有着很大不同。 吴文藻先生在翻译

马林诺夫斯基的《论文化表格》一文时，强调一个文化是由三部分组

成，如果我们将其挪用到当前的中国社会，那么我们可以说当前中国人

的行动意义受到三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是西方的，
第三种则是百余年来中西混合所形成的新传统（吴文藻，２０１０）。 一般

的行动者因其际遇不同而受到这三种力量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本人常

常懵然不自知。 但是作为研究者，要理解其行动背后的观念和意义，则
不能不对此加以重视。 当前的社会学研究者所受的基本训练都是西方

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第二种力量相对熟悉。 对于中西混合的新

传统则不太熟悉，这种传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当前的意识形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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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核心价值观”就是典型的混合传统的表现。 相对而言，最不熟悉

的是中国文明自身的古老传统，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社会学研究者和中

国社会中的普通行动者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是“日用而不知、习焉而

不察”，很少去反思自己的观念在哪些层次、何种意义上受着中国传统

潜移默化的影响。 按照吴文藻先生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传统分

为物质的、社会制度的和文化价值的三部分的话，其中物质的部分变化

最为迅速，社会制度的部分变化居次，变化最慢、对人的行动之潜移默

化的影响最大的是文化价值的部分。 据此而言，我们如果要实现对中

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和了解，必须首先认清这种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行动

中的表现，要能够像化学实验一样将行动中所蕴含的不同意义、不同意

义所依据的不同传统分解出来。 这才是真正深入的社会学中国化。 而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中国文明中那些“活着”的传统有清

醒、深入的认识。

三、行动伦理的历史渊源

中国当代的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是围绕“关系”这
个本土概念展开的。 在人际网络的研究中，学者可以大量使用美国社

会学的技术手段来讨论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特点，这形成了不少可以

直接与西方学者对话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关系”这个概

念与西方社会学中的“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没有本质的差别，学者们在测量

中国的关系强度时，只是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对测量手段和

分析方式进行一些修正和补充，而这也是许多社会学者心目中的“中
国化”或者“本土化”过程。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研究真正涉及了极具

中国特点的“关系”概念。 学者们发现，中国社会中“关系”之发达程度

及其对于社会运行起作用的程度远超过“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或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 从乡村治理到城市社区，从农民工

流动到上访与抗争，在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大部分领域中都会发现“关
系”所起的核心作用。 中国的社会学者大都反对将“国家与社会”范式

直接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其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难以找到西方意

义上的由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组成的“社会”。 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

不存在一个与“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只是这个领域是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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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连接起来的行动者组成的。 这样的“关系社会”并非一个与国家

对立的领域，而是一个无处不在、也可以在政府组织和政府行为中见到

的“社会”。 与“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不同，这样一个以“关系”形
态为主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基本的民情和行为方式，成为国家

和正式制度的社会基础。 我们甚至可以说，“关系”的研究就是中国的

“市民社会”研究，对“关系”本身的深入分析和讨论是深入到中国社会

本质特征的关键之所在。
以群体性事件研究为例，从应星较早的研究开始，在逐步细致和专

业化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各种社会关系既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动

员力量，也是政府用于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在大量的经验发

现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关系控制”的概念，用以概括这种国家与民

众互动的独特方式。 所谓“关系控制”，是说当发生抗争事件时，“地方

政府会动员与抗争者相关的体制内成员或其他较依赖国家的个体，要
求他们参与事件的处理。 这些参与者可能是抗争积极分子或潜在抗争

者的亲属、朋友或老乡等，他们被要求通过开展思想工作以转化抗争

者，使其停止行动或不加入抗争”（邓燕华，２０１６）。 这种通过“找关系”
去“做工作”的方式也会广泛地应用于征地拆迁、拦截上访、社区治理

以及各种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着令人吃惊的效果。 社会学对此的解

释几乎都依赖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 在经验研究中，
差序格局通常被理解为“亲疏远近”的关系结构的概念。 在邓燕华提

出的分析框架中，差序格局被理解为“强弱”关系的格局，政府动员的

“说客”与控制对象关系越强，控制就越有效。
至于差序格局为何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肖瑛的解释代表了学界典

型的理解。

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中，“差序格局”扮演的角色是模糊私人

关系与公共利益、正式制度与习惯法的界限，并工具性地建立各种

情感和道德的共同体，以实现私人或者制度的目的……总之，“差

序格局”在制度实践中的作用就是以特殊主义的生活逻辑替代普

遍主义的制度逻辑，即使其在特定情境中实现了正式制度的目的，
但其实质还是造成了正式制度的差别性实践，消解了正式制度自

我期许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和合法性。 因此，以“差序格局”为

线索洞察制度与生活的互动逻辑，或者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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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厘清“差序格局”的存续、演变甚至消弭，是把握中国社会变迁

的重要环节。 （肖瑛，２０１４）

这实际上承续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这个概念时的

基本理解，就是在与西方“团体格局”的比照之下来看的差序格局的特

殊主义的、“私”的浓重色彩，差序格局变成公共利益私人化、正式事务

关系化的“利器”，被工具性地使用。 但这也是典型的站在西方个体本

位立场上的理解。 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是两个结构概念，其背后分别

对应着不同的结构原则，而且这两种原则原是在各自的文明传统中独

立形成的，互不相干，需要分别加以理解。 团体格局的结构原则是“普
遍主义”、“平等的”、“公”的，并不意味着差序格局的结构原则就是

“特殊主义”、“差别的”、“私”的，就比如我们认为一个以“博爱”为行

为准则的人是高尚的，这并不等于另外一个不以“博爱”为行为准则的

人就是不高尚的。 我们也需要站在另外一个人的立场上看看他的行为

准则、他的高尚之处在哪里。 实际上，只有将差序格局放到团体结构的

原则上进行对比，而且先认同了团体格局的原则，才会得出这样的结

论。 中国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私”字当头的认识，就是在与西方社会

结构原则的对比下得出的。 但如果只就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原则来

看，差序格局恰恰是一个以“公”为基本原则的结构。 要理解这一点，
需要站在中国本位的立场，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本体论层面来认识。

与西方个体本位或个体—社会二元对张的结构相比，中国社会可

以说是家庭本位的。 中国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伸缩性极大，既可以

指父子、夫妇，也可以指家族、宗族，还可以将各种社会关系通过“伦理

化”的方式看作“家庭成员”，所谓“四海兄弟”，最大还可以扩展至国家

天下，所谓“天下一家”。 所谓家庭本位，是说一个人的伦理责任、道德

义务乃至生命价值都以他与家庭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 判断一个人

是否可靠、是否好人，最基本的标准并不是看他是否遵守一些个体性或

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看他为天下作出了多大贡献，而首先要看他

对父母、儿女是不是够好，是不是尽到了一个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本

分。 用儒家思想的话来说，首先要看这个人是否“孝”和“悌”。 由于

“家”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可以向外延伸和扩展的结构，所以家庭本

位可以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又不限于家庭，而是将家庭中的道德义务

和生命价值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这些“本位”的道德和价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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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家庭，而是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梁漱溟先生称之为“伦理本位”
（梁漱溟，２００５），但其始终是“家庭伦理”而非社会伦理。

差序格局的结构原则就是建立在占核心地位的家庭伦理基础上的

（周飞舟，２０１５）。 这个结构的框架由“伦”构成，其原则由“理”构成，
结构与原则结合称为“伦理”。① 有“伦”而无“理”，则此结构内的人只

有行动而无价值指引；有“理”而无“伦”，则价值难以通过结构指引行

动。 我们在这样的结构和原则之下讨论人的行动，就不至于将行动、结
构与原则割裂开来，把行动作为纯粹工具理性的行动进行分析。 如前

文所述，在当代的社会学研究中，行动和结构分析经常在脱离行动意义

和价值的框架内展开，或者是用单纯的利益—结构分析作为对行动的

解释，或者简单地使用一些价值观念来作为对行动的理解，而不分析这

些观念来自哪里、其根源如何。 本文尝试使用“行动伦理”这样一个分

析性概念，是为了将行动的分析放到结构与原则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即
将“行动—结构—原则” 整合在一起，使用行动伦理 （“行动—伦—
理”）这样的名词则是为了引发对中国自身传统的重视，“伦”指的是中

国社会的差序结构，“理”则是指结构背后的理念和精神。 当代社会研

究的主要问题在于看到了“伦”而忽视了“理”，或者用西方的结构原则

简单地代替“理”，这是导致经验和理论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和“理”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伦”有

五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伦”是五种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会将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政治、经济关系

“比附”为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如将师生比附为父子，将邻居比附为兄

弟，同事比附为朋友、兄弟等，从而将一些外在的社会关系内在化、差序

化，继而伦理化。 某些“同事”一旦被视为朋友，则社会关系便“私人

化”，同时朋友之间的伦理如讲信用、讲义气等要求也随之而至。 这些

伦理要求也称为“常”，有五伦，有五常，合为“伦常”。 “五常”的标准

表述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和“义”又是基础。 这些基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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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光旦先生就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其实可以译为“伦学”或“伦理学”。 按照“伦”字本来的

意思，“伦理学”更为“清切” （确切）一些，只不过从事道德学研究的人“捷足先登”把

“ｅｔｈｉｃｓ”译成了“伦理学”（潘光旦，２０１０：２５２）。



庭关系、私人关系的伦理①随着每个人差序格局的扩展蔓延至各种政

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的道德基础。
在当代中国，虽然新型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但是从行动伦理的视角来

看，人们通常仅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或处在一个陌生环境中时使用现

代社会的行为和制度规范，而且经常不尊重、不遵守这些行为和制度规

范，这是中国人被批评“素质低”的主要情境。 一旦熟悉起来，行动者

通常会努力将新型的社会关系“纳入”（比附）自己的差序格局，或者说

将差序格局扩展至新型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将行动伦理带入了这些关

系，规范着双方的态度和行为，也成为衡量对方和自己行为的基本标

准，对方在自己差序格局中的地位是“伦”与“常”相互作用的结果：对
方讲信用、讲义气，则朋友之，进而兄弟之；朋友背叛，则路人之。 那些

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关系，如父子、兄弟、夫妇等“天伦”关系，伦
常也起着调整关系的作用，具体机制当另文论述。

在行动伦理中，“仁”和“义”产生于家内的父子兄弟之间，构成了

行动伦理的基础部分，当然也成为我们认识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关
系社会”中行动伦理的基础。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仁”与“义”构成

“关系社会”的伦理基础，关键在以下几点。
首先，行动伦理以家庭为本，以“孝悌”为基本的内容，“孝悌”即为

“仁义”在家内的表现。 《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又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生于“父子有亲”之“亲”，
即父母与子女的恩情。 仁作为儒家传统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德性，其最

为核心和基本的部分就是“父慈子孝”中的“慈”和“孝”。 对于这个核

心部分，儒家思想用“孝”、“悌”作为专门的概念来进行强调。 《论语》
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说仁的实践或者开端要从孝做起。
义，是在恩情基础上生发的尊敬，在家庭中首先表现为尊敬兄长，也就

是“悌”。 按照朱子的理解，孟子所说的“仁之实”、“义之实”的“实”犹
如“种子”，这些种子“推广开去”，所形成的“爱人利物”、“忠君弟长”，
都是从孝悌开始的，都是仁义的“华采”。 在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在发生互动时，每个人在观察和考量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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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君臣关系”亦由父子关系比附而来，所谓“资于事父以事君”，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的不

同在于恩义两端的重要性不同，即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在本质上

也是一种具体化的、个人化的关系，而非抽象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 此问题甚为复杂，
当另撰文专述。



并不是以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为标准，也不是完全以对方对自己的态度

为标准，而是以对方在他自己的差序格局中的行动伦理为标准。① 作

为中国人，我们会觉得一个孝顺父母、对他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够好的人

更加可靠，而不一定是对我们好就可靠。 在这种分析视角下，在邓燕华

（２０１６）分析的“关系拆迁”案例中，弟弟给姐姐发短信“亲情比钱重要

些”这句话的含义就不止单纯的利益博弈那么简单，而是在提示这个

行动背后的伦理意涵。 尽管像大多数类似的案例一样，这样的行动伦

理实际上“帮助”政府顺利完成了维稳或拆迁，但是差序格局背后的以

“亲亲”为主的理念也得到了强化，而这些理念不但是一个人在差序

格局中的立身之本，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之所在。 从行动

伦理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关系动员”还是“关系控制”，都证明了在中

国社会中伦理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的意识

形态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
其次，行动伦理以“感通”的方式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理

解，关系中体现伦理的机制是“将心比心”。 儒家传统认为，“仁”与

“义”都是人在与另外的具体的人②接触时所自然生发的爱敬之情。 郑

玄强调“相人偶”之“仁”，宋儒以“觉”言“仁”，以“麻木”为“不仁”，都
是在强调主体生命在具体情境中的感通能力。 以情絜情、将心比心是

“仁之方（方法）”的“恕”，是一种“拟情式”的、“投入理解”式的了解他

人的处境、态度和情感的基本方式。 而这种感通能力只有在家庭成员

之间、亲人朋友之间才会最自然、最充沛地发挥。 一个人与自己越亲

密、关系越密切，这种理解方式就越重要。 既然这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互

动的基本方式，当然也应该是构成社会学对人的行动理解的基本方式。
如果韦伯认为这种理解方式对于传统、情感以及价值理性的行动时非

常重要，是对于知性理解方式的补充，那么在儒家传统中，这两种理解

方式的有效性还与一个“差序格局”有关：家庭成员之间最需要“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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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见《韩非子·说林》：“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
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堵师赞曰：‘乐羊以我故而

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乐羊食

子、吴起杀妻，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次序颠倒，所以连受益的国君也很难最终信任他们。
强调“具体”，是因为“仁”生发于能够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的具体情境，如见孺子将入于

井而激发的恻隐之心，而非抽象的“爱”的理念的结果。 朱子《四书集注》在注解《孟子》
“见牛未见羊”章时强调：“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

闻之所及。 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也”。



式”的沟通，越往外推，则越需要知性的理解。 在儒家的思想传统里，
我们可以说，亲密关系中，“仁”、“义”最为充盈和丰沛，“感通”最重

要；越往外推，越需要借助于“礼”、“智”、“信”来达到沟通和理解。 在

这种分析视角下，对于亲人、好友这类的关系，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其行

动伦理的一面，即观察和分析双方沟通、乃至于“感通”的过程，这对于

中国社会学来说无疑是相当空白的领域，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感通

的主体、感通的条件、感通与说理的关系等都会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重

要议题。
再者，行动伦理是以“外推”为基本方向的，是“公”而非“私”的。

“仁”与“义”从本质上讲是指向他人、理解他人的，就是孔子所谓“仁者

人也”的意思（陈来，２０１７），只是这种“指向”是有差等的，是发生在差

序格局中的。 我们会经常忽视这种“差等”的重要性，而没有认识到这

种等级性的“人伦”结构是“仁”与“义”这种伦理能够落到行动上的必

由之路。 抹杀了差等和伦次，家庭的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就得不到凸显，
强调“自然”的、“拟情”的仁义便失去了实践的基础。 在儒家传统里，
普通人最高的伦理责任就是“孝悌”，一个不顾家人的人便不能期望他

会将外人放在心上，不能期望他会对外人有真正的“同情”。 所以强调

孝悌，正是为了“仁民爱物”，就比如一条湍流，必然要有地势的高低差

等才能流动出去以滋润灌溉外物。 由“仁义”生发的爱敬之情，其外流

的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超验的神秘力量，也不是来自于公共的理念，而是

来自于这种有自然差别的天秩“彝伦”所构成的“势能”。 强调孝悌，如
同蓄水。 水性就下，蓄积越多，外流之势越大。 儒家所谓“推己及人”，
贵在“为人有己”，能够践行家庭伦理，此所谓“家庭本位”或“伦理本

位”。 所以说，“外推”或“推己及人”的关键机制有二，一是“为人有

己”，视父母、夫妇、子女为“一体”，孝悌为本；二是“爱有差等”，人的关

系有了亲疏远近和高低上下，爱和敬的情感才能“自然”地向外流淌。
由此言之，在差序格局的关系社会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首先是维持好

家庭，然后推己及人，这就是“仁”的最高要求。 至于能够外推到何处，
则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地位和运势，并非“仁”的标准。 若论公私的

话，“仁”便是最大的“公”，不仁便是“私”。 所以程子说，“仁者，公也”
（《二程遗书》卷九）；“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则物我兼

照，故仁者所以能恕，所以能爱”（《二程遗书》卷十五）。 在中国文明的

传统里，一个人是否“自私”，最为重要的标准、也是首要的标准是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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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拟情的态度对待家人、对待自己的亲密关系。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
只要心中有父母，只要“孝”，就是“公”，而不一定要普惠外人才是

“公”。 反之，心中没有人伦，只有自己和抽象的“他人”概念的人，即使

毫无“情欲之私”，也只是“私”，是“成就他一颗私己的心”。①

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就需要

对关系中的个人进行针对行动伦理的分析。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需要

对“关系”中的行动者自觉或不自觉秉持的伦理进行分析。 这需要我

们将当前的经验研究与中国的学术传统进行对接，将行动伦理的分析

播种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水土之中，才能开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之花。
简单地将“关系”视为工具性的结构或者“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以“利
益—权力”的技术分析替代了真正的社会研究。 人们在利益—权力之

网络中行动，行动的目的是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目的又反过

来解释了行动，这种社会分析除了目的—假设之外，只剩下人们“怎
样”、“通过何种复杂的手段”、“在何种复杂的结构中”行动的技术展

示，这不正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铁笼”吗？ 只是在中国这样的社

会，有些社会研究者比社会本身更早地进入了“铁笼”，因为中国社会

还远远没有变成一个“理性化”的社会。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关
系”背后没有行动伦理起作用，它早就沦为利益—权力结构的一个组

成部分，既不能实现“关系动员”，也不能实现“关系控制”，“关系好”、
“关系坏”只是利益和权力的计算结果，而与对方的人格、感情无关，也
不会让人动心动情，这种“关系”就决不会成为各种力量深入到社会基

层发挥作用的渠道。
行动伦理作为切入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维度，是在强调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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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子在与子贡的对话中，明确表明“博施济众”超出了“仁”的要求，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

“仁”的标准。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心中有别人即可。 王阳明在《传

习录》中有“精金喻”，意谓仁好比金子的纯度，心中有别人即是精金。 至于爱多少人、救
多少人，则属于金子的“分量”。 《传习录（上）》云：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 ‘当

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

‘私心’。 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

私心。 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王

守仁，１９９２：２６）。 由此可见，在“人伦”中立人达人，就是“仁”；抛弃人伦，就接近“私”。
在儒家传统里，“公私”之别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人伦”与“反人伦”之别。 当然，中国传

统社会中关于“公”、“私”的理念还有很多复杂面向，并不尽然由儒家思想传统所主导。
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公私观”乃至于中国人今天的“公私观”不能简单以西方社会的

公私观来作替代性的理解则无可疑问。 当代有关中国“公私观”的详细讨论，参见沟口

雄三，２０１１。



中行动的意义及其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是在强调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是

关乎德性的，而并非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一定是有德性的。 一个

强调“孝”的文化并不一定在现实中造就更多的“孝子”，①而是将“孝”
变成一个人认识他人和认识现实的主观条件，并以这种方式塑造着历

史。 在以“孝”为理想的社会里，“孝”的行为虽然只局限于自己的家

庭，却最容易被感通、最容易感动到他人，并因此构成这个社会中“外
推”的条件和基础。 一个不孝的人也会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孝”，而不

会将其视为别人的、与己无关的“私人道德”。 一个不顾亲情的人与自

己的友谊必然不是纯粹的，是值得怀疑的，“及人”必须要从“推己”开
始，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社会的基本气质。 所以，“孝”虽然在西方理

论的视野下是一种典型的“私德”或者狭隘的德性，但是在中国的关系

社会里却以“感通”、“感动”的方式奇特地实现了它的普遍性和公共

性，成为这种社会结构下所有德性的基础。
“推己及人”虽然构成了关系社会的基本理念，但是这并不一定直

接表现为现实中人的自然而然的行动。 “推”的方式、机制和条件，涉
及复杂的礼制、政治和国家体制，构成了我们理解古代国家和社会制度

不可或缺的理念。 到近现代以后，政治和国家体制中更融入了古今中

西的复杂因素，面对当前的中国社会现实，这些行动伦理潜藏在复杂的

制度和人事中，虽隐约有迹，但大都晦暗不彰。 要对此获得清晰的认

识，不但需要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也需要对西方和现

代国家与政治体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才能理解这些行动伦理如何在

现实中延续和变化。 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通义》中有云：

人之有群，亦犹有其身。 惟身属物质人生，群属人文人生，然

在两者间亦有可通。 群亦有生气，有生机，一如其身。 其身果生气

流转，生机活泼，其身亦健而无病。 其群亦然。 其群果生气流转，
生机活泼，其群亦健而无病。 中国人于所谓天人之际，古今之变，
亦皆好言气。 自然界之与人文界，过去世之与现在世，其间亦皆相

通，中国人即指其相通处曰“气”……中国人因言气，乃言“道”。
道者即指由此至彼，由彼至此之相通道路。 于是而有大道，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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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强调“孝”的文化通常会将“孝子”塑造为一种理想人格，成为大多数人希冀达到而难以

达到的目标。 所以越是强调“孝子”的文化，达到符合其“孝子”标准的人反而会越少。



道。 其气由此至彼，由彼得之，斯曰“德”。 德亦有大德、小德。 所

通所得，各有大小。 就全体言，则有一潜移默运之主宰。 或曰“上

帝”，或曰“天”。 在人身言，此一主宰曰“心”。 此不指心脏，亦不

指头脑。 心脏、头脑，仍各是一体，而非全体。 仍可解剖，仍可由专

家分别求之。 而此潜移默运以主宰乎此一身之心，则一经解剖便

无所见。 亦非专家分别所能知。 必通乎其人之一身，与其自幼至

老之一生，会通而观，乃始见有其存在。 亦可谓心即是其身生命之

主宰。 群亦然，亦当有一潜移默运之主宰之存在。 此主宰，既不是

政治上一最高元首，更不是社会上几许强有力的巨富豪门。 凡属

一切人世间权位、财利、名势之所在，皆不足以主宰此一群。 中国

人则名此主宰曰 “道”。 道之所在，斯即主宰之所在。 （钱穆，
１９９８：２２１）

中国社会的“道”乃是中国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融汇而成，当
代中国的社会之“生气流转”、“生机活泼”，亦有赖于潜移默运、无所不

在的“气”与彼此相通、主宰斯群的“道”。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只
有将自己与此“道”相接，才能与中国社会的“气”相贯通，实现真正的

社会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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