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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本土化 ： 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必然路径
张文宏
（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毋庸置疑，学科意义上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西学东渐 ”的产物。 从严复介绍斯宾塞的
社会进化论算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超过了百年。 但是，1953 年至 1978 年，中国社会学被迫取消
和中断。从 1979 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今，已经走过了近 40 年的历程。目前，中国在 300 余所
大学开设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等本科专业 ，授予社会学硕士学位的机构达 100 余所，授予社会学博士
学位的机构达 23 所，独立的专职社会学科研机构约 50 余所，全国社会学教学科研人员达 6000 余
人 ① 。特别是近 40 年来，中国社会学者出版了大量的论文 、专著、教材、译著，为社会学学科的专业
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作为一门引进学科，无论是在初创时期，还是在恢复重建时期，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
必需回答、也必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回归或本土化转型 ，是实现社会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不二选择 。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实现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 。
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学派
走出去，在国际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发挥重大影响力 。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不仅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曾经连续 10 余年 GDP 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更于 2011 年超过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
就。我国有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 ”，有社会治理的“沈阳
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 ”，有社会资源动员的“北京奥运模式”、“上海世博模式 ”和“杭州
G20 模式”，但是除了工作经验总结式的研究报告以外 ，社会学者并没有从理论上和学术上系统地
提炼和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制度社会学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及社会资源理论，为数不
多的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也多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 ，没有形成对世界社会学界
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
只有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的实证资料，才
能总结出创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奇迹的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分
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中国学派 ，与西方的主流理论平等对话。郑杭生先生认为，所谓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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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指导社会学的发展，其标志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 ② 。 用独创的中
［作者简介］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根据教育部社会学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社会学会的相关统计数字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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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理论和中国学派讲述中国故事 ，而不是用中国的资料印证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研究发现。 唯有如
此，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对世界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 ，才能在世
界社会学学术舞台上掌握话语权 。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视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
设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第一，应该重视对优
秀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挖掘、传承和再建构，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汲取灵感、养分和精髓。 正
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中，存在着“西风尽吹 ”而“中学边缘化 ”的现象。 即在
中国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中 ，不是从真实具体的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出发 ，而是以西方
理论裁剪中国社会的经验，盲目崇洋，对本土思想文化缺少深刻的省察。 在研究之先，即将西方理
论看做一种公理，从而使其研究失去了自主性，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验证式研究。
另外，虽然国内多数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体系中设有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课程 ，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本土课程并没有被设为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 ，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①。 因此，
注重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
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鲁迅② 等一大批
中国传统思想大家的论著中挖掘关于社会秩序 、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会治理的经典论述，是社会
学学科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加强对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社会学家的本土社会学思想的研究。 建国前潘光旦的社会
生物学理论，孙本文、吴泽霖、胡鉴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孙本文、黄凌霜、陈序经、吴文藻等人的文
化理论，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梁漱溟 、晏阳
初、李景汉的乡村建设学派，孙本文、朱亦松、龙冠海的综合学派，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的社区学
派，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进行的农村调查、杨
翰笙在国统区进行的农村调查等 ，在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③。 当
时的中国社会学出现了许多大师和杰作 ，比如潘光旦的《优生与文化》和《优生原理》、吴泽霖的《社
会约制》、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林耀华的《金翼 》、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 山东台头 》
等④，当时的中国被誉为生机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被认为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
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第三，必需在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主流的思潮、概念、理论、模型、研究方法、学术传统进行分
析、批判的基础上对其精华予以借鉴和吸收 ，对其糟粕进行扬弃与批判。 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在中
国社会学学科初创时期和恢复重建过程中 ，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对中国社会学者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特别在 1990 年代以前，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价 ，曾经作为主流
社会学期刊乃至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的固定栏目 ，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创立、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在学科引进和恢复重建的阶段，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模型、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盲目地不加批判、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则永远不
能摆脱中国在国际社会学的边缘地位 。以至于多数国内社会学专业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多
数以西方的某种宏观理论或中层理论为参照 ，写作格式也完全以西方社会科学的洋八股为蓝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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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对上个世纪台湾学术界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大陆的境况。
杨国枢认为，二战以后，台湾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经济网络的边缘地位 ，时常受到来自欧美国家的
一面倒的影响。在这种世界秩序的局限下，台湾的学术一致陷于无可抗拒的入超的困境 ，学术界沦
为西方学术的“消费者”，甚至成为后者的附庸。 这种情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界特别明显。 在过
去三、四十年（ 1947 － 1987） ，在台湾成长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者 ，大都是以学习与吸收欧美核
心国家的学术为能事。经过长期的“学术洗脑 ”，社会及行为科学逐渐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与信心，
对欧美的学者萌生了不移的权威崇拜 ，使此间的学者长期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理论与方法 ，在学术
研究上难有重大的突破与贡献 ①。
因此，只有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范式、理论和方法的批判、质疑及反思，结合中国社会的
现实，才能创造出与西方理论和方法对话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才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新的综合 ，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
创建与西方并驾齐驱的社会学学科评价和学术评价体系 。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学
术与学科评价体系对国内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
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方面 ，其影响尤为显著而突出。 国内
也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指标和评价标准作为学科评价和学术评价的关键指标 。获得学界和学者
认同的学科评价和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 。对于国内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
学术和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必需在借鉴西方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学
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学术和学科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逐渐形成与西方评价指标并驾齐驱的
“中国标准”，特别是在主要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领域，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
应该也必需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引领作用 。 社会学学科和学术评价的“中国标准 ”不仅应用于对中
国社会学学术机构和社会学学者的评价 ，也应该用于对国际上中国问题、中国学研究机构及其学者
的评判。
抓住大数据时代的契机，在世界范围内提出独创性的分析方法和理论 ，引领国际社会学学科发
展的方向。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信息数据呈现出爆炸式增长。 许多顶尖的国内外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预言 ，大数据将颠覆传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带来社会科学的革命。大
数据时代有几个特征： （ 1） 数据量大。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 P（ 1000 个 T） 、E（ 100 万个 T）
或 Z（ 10 亿个 T） 。2016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 3 亿。由互联网应用所产生的大数据规模也是
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 2） 类型繁多。包括网络日志、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多类型的
数据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3） 价值密度低。 如随着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感知
无处不在，信息海量，但价值密度较低，如何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更迅速地完成数据的价值“提
纯”，是大数据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 4） 速度快、时效高。处理速度快，时效性要求高。 这是大数
据区分于传统数据挖掘最显著的特征 。
但是，国内外关于大数据科学领域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于资料的收集和储存方面 ，对于用什么
方法分析这些海量数据，用什么理论解释互联网世界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社会角色、社会结构、
社会互动、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这些社会学的经典问题 ，国内外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因此，通过
我国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 ，有可能提出独创性和原创性
的分析方法、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和国际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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