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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 *

梁玉成

提要:麦克芬森等(McPherson et al. ，2001) 关于社会网络“同质性”的综

述引发了学术界对于社会网同质性特征的深入思考，最终导致穆尔(Mouw，

2003，2006)颠覆性的批评。穆尔提出社会网具有同质性，社会网和社会资本

的使用具有内生性;社会资本和社会网在求职的作用上可能是无效的。本研

究重新审视了社会网的同质性和内生性。本文在第二部分从发生学的角度

解释了穆尔等学者观察到的同质性的来源;第三部分报告了笔者的实证研究

发现:在社会关系发挥正功能的情况下，网络使用过程中显现的是穆尔提及

的拥有好的关系的行动者倾向于使用关系的内生性类型;而在社会关系发挥

负功能的情况下，网络使用过程中显现的是行动者倾向于不使用关系的内生

性类型。因此穆尔提出的内生性不具有普适性。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实证

和理论研究，指出穆尔建立在对传统社会资本和社会网同质性和内生性基础

上的批评都是不成立的。
关键词:社会网 社会资本 同质性 内生性 反事实分析 内生转换

模型

一、讨论的缘起

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那些拥有好的社会网络资源的个体，其社会资源的使用将提高其劳动

力市场回报(Granovette，1974;Coleman，1988;Lin，1999)。在这一共识

之下，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逐渐深入到网络的特征、结构等议题，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强弱关系、结构洞等核心概念的提出(Granov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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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Bian，1997;Burt，1992)，其中一个重要的网络特性的概念就是同

质性(Blau，1977;Feld，1982;McPherson ＆ Smith-Lovin，1987)。
在 2001 年的《美国社会学年鉴》上，麦克芬森等人(McPherson et

al. ，2001)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网络“同质性”特征的综述，并指出:人

们并非随机挑选交往对象，人们是根据同质性原理(homophily princi-
ple)去建构各种类型的社会网络连接关系，如婚姻、朋友、社会交往、信
息传递等;因而造成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在包含社会人口特征、行为

特征以及内在心理特质等多个方面都是同质性的。此文引起一批学者

认真审视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这些基于社会网同质性的学术思考最终

导致了颠覆性的结论。此后第二年，谢宇等人(Zeng ＆ Xie，2002) 认

真研究了个体的社会网形成过程，提出个体在寻找交往对象时会同时

受到同质性偏好和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他们批评已有的社

会网络同质性研究没有考虑到结构的影响，使用了错误的模型，将来源

于结构的制约所导致的同质性与来源于个体交往偏好的同质性混杂在

一起。又过了一年，穆尔(Mouw，2003) 提出了更加颠覆性的讨论。为

了使叙述更加流畅，我用穆尔在 2006 年为《美国社会学年鉴》做的关

于社会资本的研究综述的重新归纳来叙述穆尔的批评。
根据交往的同质性假设，穆尔将人们挑选朋友的决策过程看作是

行动者在时间 t 的时候，根据自己和交往对象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

诸多要素的同质性进行的效用函数评估，其数学过程如下:

Iijt = － β1 | Xi － Xj | － β2 | Wi － Wj | + εijt…… (1)

Iijt为挑选朋友的效用函数;Xi 和 Xj 分别代表个体和交往对象可观

测的特征;Wi 和 Wj 分别代表个体和交往对象不可观测的特征;β1 和

β2 代表系数;εijt代表残差。显然，行动者和朋友之间可观测和不可观

测的特性越接近，朋友的效用函数值越大。①

穆尔指出，行动者这些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诸多特征，又影响着其

劳动力市场生产能力及劳动力市场回报。而传统的相关研究在研究社

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效果时，其研究范式往往是控制个体特征之后，

观察网络关系中的连接对象的特征对收入的影响。也就是控制了 Xi

后，分析 Xj 是否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有影响。Xj 的效应是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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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穆尔的解释，β1 和 β2 的系数为负，代表个体特征越接近，| Xi － Xj |和 |Wi － Wj | 就越

小，Iijt越大，个体越倾向于变成朋友。



的，即代表个体的社会资本影响了其劳动力市场回报。注意到传统的

研究范式忽视了 Wi 和 Wj，穆尔批评道:这类研究范式的结论，既可能

反映了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收入的因果效应，也可能反映了归结于基于

未被观察到的个体特征的同质性的虚假的影响(Mouw，2003，2006)。
那么，社会资本到底测量的是行动者不可观测的人力资本还是行动者

的社会资本? 穆尔(Mouw，2006)通过蒙地卡罗试验(Monte Carlo Simu-
lation)模拟了这一社会过程，证明当存在潜在的、难以观察的因素下的

网络成员的同质性影响时，传统的基于截面数据的回归类模型，无法得

到正确的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因果关系。
我们把谢宇的批评和穆尔的批评放在一起，会发现他们对社会网

和社会资本同质性产生过程的不同理解。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的同质

性，到底是因为嵌入在结构化的社会中，被机会函数约束而不得已的结

果，还是人们主观偏好下自由意志的结果? 如果说谢宇强调的是结构

约束，穆尔则强调的是个人主观偏好。然而谢宇等人更多地集中在已

有分析模型的梳理和新模型的提出，并没有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分析结

构因素对同质性的影响有多大。如果同质性的形成主要是缘于行动者

嵌入在结构化的社会中，被机会函数约束的话，则穆尔的批评就是可疑

的。回到穆尔的理论，他给出的公式 1 说明他对于同质性产生的社会

过程的理解是基于这是行动者主观偏好的自由意志的结果，这一认识

是穆尔的批评起点，但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因此，穆尔批评的理论

出发点并不必然成立，需要认真分析。
更加复杂的是穆尔又进一步批评道:无论行动者寻找工作的方式

是哪一种———是采用逐次搜寻模式( sequential search model) 抑或是采

用扩展搜寻模式(extensive search model)———都存在着:(1) 拥有好的

关系人，会提高行动者对收入的预期，使其产生追求更高收入的行动;

(2)拥有好的关系的行动者在寻找工作的时候比拥有差的关系的行动

者更倾向于使用关系。如此，当我们分析行动者是否使用关系对其找

到工作的影响时，是否使用关系本身就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这个过程中

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即行动者并非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使用关系，另

外一组不使用关系，而是存在着自我选择过程，这种情况下一般回归的

分析结果存在着严重的偏误。为了验证以上的分析，穆尔 (Mouw，

2003) 使用了一个追踪数据(国家青年纵向调查，The National Longitu-
dinal Surveys，NLS)，将同样基于该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与截面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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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对比，其结果不出意料，关系对劳动力市场回报有显著的正效

应;然而，在相对严谨的固定效应模型①中，在进一步控制了潜在的人

力资本变量，以及“使用关系”的自我选择性之后，传统的社会资本理

论所预期的“使用关系”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正向因果影响并未出现。
至此，基于理论的分析、模拟对比和实证数据的结果，穆尔在 2003

年和 2006 年从同质性和内生性两个方面总结和提出:过去基于横截面

数据的社会资本研究所得到的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回报的正效应，

可能是一个虚假因果关系(Mouw，2003，2006)。
如果说谢宇等人的批评还是局部性的话，穆尔对这两个方面的批

评几乎颠覆了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最为基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

范式。因此，认真审视有关的批评成为这个领域内刻不容缓的工作。
由于批评涉及网络的同质性和网络使用的内生性两个相对独立的

问题，故本研究亦相对应地分为两个部分予以讨论:第一部分从社会资

本的同质性原则出发，对已有的基本研究结论进行反思，指出穆尔批评

的理论基础上的瑕疵，提出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并使用有关实证数据验

证有关假设。第二个部分则从穆尔提出的社会资本的选择偏误出发，

使用目前既能修订选择偏误，又能够确认因果关系的方法和模型———
内生性转换模型———来分析内生性是否如穆尔所言是因为拥有好的关

系的行动者倾向于使用关系。研究将揭示内生性的可能性是更加多样

化的，穆尔关于内生性的批评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这部分的研究

仍将通过实证数据和模型来进行验证。

二、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同质性研究

( 一) 同质性是否行动者的偏好?

穆尔批评的理论基础为社会网的同质性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社会后

果。从行动者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其选择同质性交往关系，往往可能

因为在直觉上感觉同质性网络比非同质性网络具有更高的价值。因

此，穆尔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以下 2 个假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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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行动者对于网络的建构有能力进行自主选择。
假设 2:行动者的自主选择造成了其与网络成员的同质性。
针对假设 2，我提出对应的竞争性假设:

假设 3: 行动者的自主选择造成了其与网络成员的异质性。
1. 不同交往环境下的观察

这里不能不提及谢宇等(Zeng ＆ Xie，2002)的批评。在谢宇看来，

同质性既是个体的偏好，也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所

嵌入的宏观社会结构会影响到个体的网络同质性。那么，如果行动者

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结构性生态环境之中，一个环境中具有较少的建

立同质性网络关系的几率，而含有较多建立异质性关系的几率;另外一

个则相反，含有较多的同质性关系的建立几率和较少的异质性关系的

建立几率。而个体在具有自主选择的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 假设 1)，

假设 2 预测行动者会在建立同质性较多几率的结构中建构更多的同质

性关系。
人们的交往关系可大致分为亲属和非亲属两类。亲属交往关系是

在不能选择的亲属圈子中的有限选择，且是给定的，其异质性是无法选

择的，倾向于寻找同质性关系的行动者必须面对这个结构性的制约;而

非亲属圈子，其异质性则是可以选择的，且是可以在较广泛的圈子里的

选择。因此，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相对于非亲属圈子，亲属圈子的

交往异质性更难以被行动者所控制。如果假设 2 是成立的，即人们倾

向于同质性交往，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测到个体在非亲属中发展出来

的关系的同质性高于在亲属中发展出来的交往关系。如果假设 2 是错

误的，假设 3 是正确的，即人们倾向于异质性交往，则应该观察到非亲

属关系的同质性低于亲属关系的同质性。
对此，我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 的讨论网数据来进

行分析和验证。这个数据中国社会学界已广为使用，恕此不再对它做

详细介绍。① 由于讨论网数据是由一个被调查者和最多 5 个通过定名

法获得的交往对象的资料构成，为了分析被调查者和交往对象之间的

因果关联，需要将其生成一一对应的数据;然而，转换得到的分析数据

违反了样本独立性假设，因此我使用了稳健聚类回归(Robust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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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① 因变量是被调查者和交往对象在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年

限、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自变量包含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政治面貌、
父亲的教育年限、社会经济地位、交往对象是否亲属。其中交往对象是

否亲属是我主要关心的解释变量，其他为控制变量(参见表 1)。

表 1 行动者与讨论网成员特征差异影响分析

社会特征 人口特征

与交往者的

社会经济

得分差异

与交往者

的教育年

限 差 异

与交往者

的 年 龄

差 异

与交往者

是 否 同

性 别

年龄 . 203 . 0106 － . 154 － . 0198

年龄平方 － . 00083 － . 00012 － . 00299 . 000104

性别(女性 = 0) . 988 . 158 . 958 － . 662

教育年限 1. 005 － . 601 . 0881* . 00756

政治面貌(群众 = 0) － 1. 940 － . 255 － . 338 － . 0948

父亲教育年限 . 112 . 0486 . 0977 － . 0148

社会经济地位 － . 692 . 0263 － . 0115 － . 00263

是否亲属(亲属 = 0) . 632* . 281 － 1. 645 . 474

常数 14. 39 4. 762 10. 54 . 758

个案数 8148 8148 8148 8148

R-squared . 296 . 284 . 216 . 306

注:1. 差异的计算方法为讨论网对象减去被调查者的情况。

2. * p < 0. 1，p < 0. 05，p < 0. 01.

3. 数据为 CGSS 2003 的数据。

4. 前 3 个模型为稳健聚类线性回归，第四个模型为稳健聚类 logit 回归(Preisser ＆

Qaqish，1999)。

表 1 的结果显示个体倾向于异质性交往。行动者的讨论网中亲属

关系在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年限和年龄这三个特征上的同质性高于非

亲属交往关系(只有性别是一个例外，对于非亲属，人们倾向于交往同

性别者)。这与穆尔的理论基础———人们倾向于同质性交往———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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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整理的数据违背了样本独立性假设，使得使用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的拟合残差不服从正态

分布，稳健聚类回归通过控制组内相关(多个不同的交往对象对应着同一个被调查者，因

此存在着组内相关)来获得正确的标准误的估计参数，本文研究使用 stata 软件，其稳健

聚类回归通过 Huber-white Sandwich 方差估计参数(Huber，1967; White，1980)来实现。



相反，人们在拥有更大的选择同质性的交往关系的非亲属网络中，建构

的关系的异质性反而大于亲属网络中建构的关系。本研究的结论否认

了穆尔的理论出发点:行动者倾向于建构异质性交往关系，而非穆尔提

出的同质性交往关系。此外，还发现，行动者在更具有挑选空间的非亲

属关系中，其交往对象的社会差异不但存在，而且均是高于行动者

的———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也就是说穆尔提出的公式 1
的理论模型的绝对值———假定低和高的差异的含义相同———也是不正

确的。
2. 不同交往目的下的观察

无论是麦克芬森等还是穆尔，在讨论人们交往的同质性的原因时，

都仅仅简单地将同质性与随机性相对立。他们认为行动者是基于人以

群分(如可观测的地位或者不可观测的气质等标准)来挑选交往对象。
他们的理论瑕疵在于没有区分行动者挑选交往对象的目的到底是基于

什么? 是基于工具性考虑，还是基于情感性考虑? 无论是建构一个工

具性网络还是情感性网络，都是行动者的故意行为;差异仅仅在于前者

是工具性目的，后者是情感性目的。为了达到其交往目的，行动者会尽

可能对网络进行控制。边燕杰(2004b)总结科尔曼(Coleman，1988) 和

博特(Burt，1992)关于社会网络密度的理论时则强调:高密度的网络有

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

为占据网络桥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优势，从而有利于行动者。也就

是说，如果假设 1 成立，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行动者对网络密度的控

制。即行动者有目的地建构的网络是低密度的;无特定目的建构的网

络则具有较高的密度。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行动者是否有目的性来

检验同质性原理。按照穆尔的理论，即假设 2 在行动者有目的地建构

的网络中，应该观察到其倾向于建构同质性的关系;而如果假设 3 成立

的话，我们在行动者有目的地建构的网络中，应该观察到其倾向于建构

异质性的关系(参见表 2)。
实证结果证明，无论是工具性问题，还是情感性问题，只要是行动

者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所建构的网络，都具备低网络密度、较大社会网规

模，以及高差异性的特征。而行动者没有特定目的所建构的网络，则具

备高网络密度、低差异、小网络规模的特征。这个结果又一次验证了假

设 1 和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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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类型讨论网的特征分析

只讨论

工具性问题

只讨论

情感性问题

工具和情感性

问题都讨论

户口(农村 = 0) － . 297* － . 0913 . 208*

年龄 . 0319 . 0245* － . 0342

年龄平方 － . 00039 － . 00018 . 000296

性别(女性 = 0) . 0523 － . 415 . 391

教育年限 . 0191 － . 0564 . 0474

性别* 教育 － . 0424* . 0303 － . 0136

政治面貌(群众 = 0) . 123 － . 161 . 112*

父亲教育年限 . 00731 － . 00553 . 00272

与交往者的年龄差异 . 00184 . 000806 － . 00145

与交往者的教育差异 . 0156 . 0315 － . 0364

与交往者是否同性别 － . 546 － . 545 . 710

与交往者的单位等级差异 － . 00155 － . 00035 . 00088

与交往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 . 00556* － . 00234 . 00431

讨论网规模 . 105 . 186 － . 221

社会经济地位 /10 . 205 . 107* － . 185

社会经济地位* 讨论网规模 － . 049 － . 0033 . 0228

社会经济地位平方* 讨论网规模 . 00114 － . 00207 . 00152

网络密度 － . 300 － . 367 . 481

网络密度*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 . 00071 － . 00751 . 00732

常数 － 2. 958 － . 734* . 539

个案数 7694 7694 7694

R-squared . 018 . 036 . 042

注:1. 差异的计算方法为讨论网对象减去被调查者的情况。

2:* p < 0. 1，p < 0. 05，p < 0. 01.

3. 数据为 CGSS 2003 的数据。

4. 模型为稳健聚类 logit 回归(Preisser ＆ Qaqish，1999)。

3. 小结

根据我对行动者在不同交往环境中的观察，发现行动者交往的偏

好倾向于建构异质性交往关系，且是“向上攀附”的异质性关系;又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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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行动者不同交往目的的观察，发现行动者有特定目的( 无论其目

的是情感性的还是工具性的)建构的网络比无特定目的建构的网络更

倾向于异质性的网络。两个不同角度的观察，都与穆尔的公式 1 所解

释的行动者寻找朋友的社会过程完全相悖。
然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观察到人们的网络交往关系具有同

质性呢? 如观测到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Kalmijn，1998)、行动者与讨

论网中 的 讨 论 对 象 ( Marsden，1987，1988 )、行 动 者 和 朋 友 间 ( Ver-
brugge，1977，1983)、行动者与职业生涯中的社会支持网成员间(Ver-
brugge，1977，1983) 的交往关系都具有同质性。在国内，张文宏等人

(2004)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的群内选择或

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阶层地位邻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讨

论网成员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成员的选择过程中，

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同质性原理。
因此，我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研究发现行动者倾向

于建构一个异质性的向上攀附的网络关系，而大量学者的研究中观察

到的却是同质性网络关系?

( 二) 同质性到底从何而来?

1. 行动者的偏好是一样的吗?

社会网络的“同质性”是指行动者并非随机挑选交往对象，而是根

据同质性原理去建构各种类型的社会网络连接关系。如果我们把网络

的同质性假设用阶层化角度重新思考，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疑点。对于

社会阶层最低端的人而言，同质性交往关系意味着其选择的交往对

象都是与其一致的社会底层;然而其建构的任何异质性关系，都是比

其社会地位高的群体，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群体而言反而是异质性关

系更具有( 工具性) 价值。我们再看一下阶层连续统的另外一段———
社会顶层，对他们而言，同质性关系意味着其交往对象都是和他们一

样的社会顶层，反而是异质性的社会关系意味着都是比他们社会地

位低的阶层，所以对这个阶层而言，异质性关系反而是( 工具性) 价

值低的。
因此，不同阶层的人对于网络的异质性的看法和偏好应该是不相

同的。对于社会阶层的底层行动者来说，同质性是最没有(工具) 价值

的，所以其建构个人网络的偏好是异质性网络;对于社会顶层来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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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是有(工具)价值的，异质性反而是低(工具) 价值的，所以其偏好

是同质性网络。因此我们重新修订假设 3，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不同阶层的行动者对于网络的同 /异质性偏好是不同的。
假设 4. 1:社会阶层越低，越偏好建立异质性社会关系。
假设 4. 2:社会阶层越高，越偏好建立同质性社会关系。
对于假设 4 及其衍生的假设的验证，最好是寻找一个对行动者的

网络进行连续观察的追踪数据。在假设 4 及其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我

们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社会阶层越低的阶层，随着观察时间的不

断延续，其社会的同质性会不断降低;而社会阶层越高的阶层，其社会

同质性会维持。然而这样的数据并不存在。
作为变通的方法，我仍然采用 CGSS 2003 的数据。处理方法为:先

将全部被调查者按年龄分为 3 个不同的世代群，第一个世代是 18 － 29
岁的年轻世代群，第二个是 30 － 49 岁的中年世代群，第三个是 50 － 77
岁的老年世代群。① 然后再根据讨论网成员是亲属和非亲属分别制作

调查者与其讨论网对象的阶层交往表。②

我假定世代之间在异质性上的差异就是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上异

质性的差异。根据假设 1、假设 3 和假设 4，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讨论

网中的被调查者与亲属的阶层交往中，异质性和同质性不随着世代发

生明显的变化。讨论网中的被调查者与非亲属的阶层交往中，异质性

和同质性会随着世代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且社会阶层越低，其异质性会

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上升;社会阶层越高，其同质性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

上升。
谢宇等人(Zeng ＆ Xie，2002) 提出了研究个体建构网络关系在不

同条件下的 4 类模型(参见表 3)。
很明显，不同阶层的行动者与其他阶层的交往对象的互动机会是

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应该使用 Log rate 模型。
表 3 和表 4 的饱和对数线性模型(saturated loglinear model)为:

lnfrc = μ + μR
r + μC

c + μRC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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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理论上划分成更多的世代群的分析更精确，但是考虑到不同世代的交往职业交互表中，

需要尽可能使得每个格子都有相应的观测个案，所以最终划分为 3 个世代群。
为了节约偏误，讨论网中的被调查者与亲属的阶层交往表、与非亲属的交往表，以及根据

谢宇等人建议分析 Lograte 模型所需要的两个交往机会矩阵均未放入正文。有需要的读

者可向作者索取:lyucheng@ mail. susy. edu. cn



其中 frc是第 r 阶层的行动者与第 c 阶层的人发生关系的预期数

量，μ 代表样本总体规模的总平均值(grand mean)效应，μR
r 是第 r 阶层

的行动者的效应参数，μC
c 是第 c 目标阶层的效应参数，μRC

rc 是第 r 阶层

的行动者与第 c 目标阶层的交互联系效应。对数线性模型主要是通过

对 μRC
rc 参数的不同估计来找到最佳的拟合，其本质就是找到第 r 阶层的

行动者与第 c 目标阶层的最合理的关联模式，即对饱和模型给予各种

约束条件。

表 3 个体建构网络关系在不同条件下的 4 类模型一览表

分析层次
机会结构(Oppoerunity Structure)是否一致

一致 不一致

汇总数据 对数线性模型 Log rate 模型

个体水平数据 条件 logit 模型 机会下的条件 logit 模型

注:据谢宇等(Zeng ＆ Xie，2002)的研究整理。

表 4 Log rate 关联度模型摘要结果一览表

模型 模型描述 L2 自由度 BIC p 拟合度(% )

亲属

非亲属

(1)对角线效应(跨世代不变) 69. 8 43 － 278 . 0048 . 9634

(2)对数可积 RC 效应模型( 跨世代不

变) + 对角线效应(跨世代不变)
32. 7 39 － 283 . 7925 . 9761

(1)对角线效应(跨世代不变) 107. 6 43 － 255 . 000 . 9594

(2)对数可积 RC 效应模型( 跨世代不

变) + 对角线效应((跨世代不变)
7. 5 39 － 260 . 0008 . 9678

(3)对角线效应(跨世代改变) 81. 8 33 － 197 . 000 . 9715

(4)对数可积 RC 效应模型( 跨世代不

变) + 对角线效应((跨世代改变)
42. 8 29 － 202 . 0529 . 9806

(5)对数可积 RC 效应模型( 跨世代改

变) + 对角线效应((跨世代改变)
25. 8 24 － 177 . 3626 . 9861

注:L2 是对数似然率卡方统计量，与自由度一起构成模型拟合比较的指标。BIC(Bayes-

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为模型选择的依据( 两个模型比较，BIC 越小，说明该模型既

有相当的解释力又相对消耗较少的自由度，是更优的模型)。拟合度说明模型预测

的准确率，如 96. 34% 的拟合度代表预测值与观察值有 3. 66% 的个案预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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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谢宇等(Zeng ＆ Xie，2002)的建议，如果 PYrc代表第 r 阶层的

行动者可以在第 c 目标阶层中发生网络联系的总规模，则可以将 log-
rate 模型操作化处理为:

lnfrc = lnPYrc + μ + μR
r + μC

c + μRC
rc

其中，当 r≠c 时，PYrc = nrnc;当 r = c 时，由于行动者不能自己与自

己建立网络关系，所以 PYrc = nc(nr － 1)。
为了分析不同阶层行动者社会交往的同质性的变化效应，我将

μRC
rc 设置为对角线矩阵，对角线效应代表社会网络交往的阶层内聚度，

越高的对角线效应表明拥有越高的同质性。同时，我也使用了古德曼

(Goodman，1979)的对数可积 RC 效应模型，以便观察 RC 效应在不同

世代的总体变化。统计分析结果参见表 4。①

讨论网中的被调查者与亲属的阶层交往的分析显示，用三个世代

一致的对角线效应和一致的行列关联参数就可以完美地拟合观测到的

数据，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被调查者与亲属的阶层交往在世代间出现

阶层内聚度的变化，所以可以认为被调查者与亲属的阶层交往的同质

性和异质性均不随世代的变化发生任何变化。
讨论网中的被调查者与非亲属的阶层交往的分析模型中，模型

(1)和(2)中设定三个世代一致的对角线效应和一致的行列关联参数

的拟合比模型(3)和(4)中世代之间不一致的对角线效应的拟合要差，

表明被调查者与非亲属的阶层交往在世代间出现了阶层内聚度的变

化;模型(5)设定行列关联参数随世代发生变化又比模型(4)的不随世

代变化要优，并且在模型(5)的设定下，模型与观测数据无统计上的显

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被调查者与非亲属的阶层交往的同质性和异

质性均随着世代的变化发生显著变化，且阶层之间的关联也发生显著

变化。那么变化是怎样的呢?

讨论网中的被调查者与非亲属的阶层交往的 log － rate 关联模型

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5)，作为最顶端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阶

层内聚度在年轻到中年世代中间上升，到了老年世代有所下降;小资产

阶层的阶级内聚度则不断上升;技术工人阶层的内聚度基本维持不变，

到了老年世代略有下降;非技术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低端阶层的内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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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是不断下降的，且农民阶层下降幅度最大。① 这些证明了假设 4。

表 5 非亲属模型(5)参数估计情况一览表

世代 1:18 － 29 岁 世代 2:30 － 49 岁 世代 3:50 － 77 岁

对角线效应 P 对角线效应 P 对角线效应 P

对
角
线
效
应

专业技术人员 1. 6842 5. 3883 1. 8804 6. 5561 1. 6106 5. 0059
小资产阶级 . 4677 1. 5963 . 9856 2. 6795 1. 5992 4. 9490
技术工人 . 9795 2. 6632 . 9814 2. 6681 . 8664 2. 3784
非技术工人 1. 0188 2. 7699 . 9753 2. 6520 . 6579 1. 9308
农民 11. 5987 109. 00 3. 7843 44. 0029 1. 9095 6. 7500

2. 不同的网络建构偏好为何导致共同的同质性观察?

假设 4 和实证数据的分析描述了这样一个偏好分布:居于社会阶

层顶端的行动者，其网络建构偏好是倾向于同质性关系;居于社会阶层

底部的行动者，其网络建构偏好是异质性的向上攀附的网络关系。但

是为什么学者们观察到的都是同质性偏好，并没有发现随着阶层分布

存在着差异? 认真分析这些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的一个共性，

它们都使用横截面数据。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所观察到的“同质性”网

络关系，其实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动态演化。使用了网络演变过程的动

态数据，可以找到的有关文献是几篇研究组织因素对嵌入其中个体的

影响的报告(Srensen，2000，Sparrowe ＆ Popielarz，1995)。迄今为止，

很少有研究能够收集网络关系动态演化的实证资料，因此对于关系演

化过程的知识和研究很少(Burt，2000)。
海琳娜及其同事在这方面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Hallinan ＆ W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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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的研究结论与裴撤和华莱士(Pichler ＆ Wallace，2009) 的研究结果相反。他们提出 2
个研究假设:假设 1，社会地位高的行动者，有更加广泛和更加高密度的非正式网络;更

容易加入不同的组织，参加志愿者协会的比例和强度也高;假设 2，地位低的行动者，较

少有广泛和高密度的非正式网络，机会资源的有限也会造成他们结交到的更多是“相

似”的人。但是我的结论与他们的结论是在不同条件下得到的。第一，我这里是指行动

者选择讨论个人重大问题的讨论网关系，而不是他们讨论的非正式网络( 他们将其定义

为邻居、工作同事和朋友)。第二，他们并没有区分他们的假设因果机制到底是社会阶级

结构，还是行动者的偏好，或是行动者的资源禀赋。我在这部分的研究使用了谢宇提出

的 log rate 模型以屏蔽掉结构的影响，所得结果应该被视作个体偏好和个体的资源禀赋

的混合效应。根据裴撤和华莱士的研究，我推断这 2 个效应的方向应该是相反的，由此，

我的研究结果中个体偏好的结论不但方向是对的，而且行动者的个体偏好的效应还应该

比我估计的更强。



liams，1989;Tuma ＆ Hallinan，1979)。他们发现，当行动者的组织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时，同质性的关系往往可以帮助行动者面对挑战而异质

性的关系则不能，所以行动者此时往往更倾向于抛弃异质性关系。博

特(Burt，2000)关于银行的研究也发现，在发生组织变动的情况下，银

行内部的关系比银行外部的关系更容易保留。据此，麦克芬森等人

(McPherson et al. ，2001)提出，异质性关系的存活周期短于同质性的关

系。我认为这是回答“为何不同的网络建构偏好导致共同的同质性观

察”这一问题的钥匙。
对于行动者而言，网络关系建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了，其存续是需

要不断维护的，维护就意味着资源的支出，我将这方面的支出称为维持

成本，维持成本既包括财务上的支出，也包括时间上的支出。我推断之

所以异质性关系的存活周期短于同质性的关系，在于两者的维持成本

不一致，异质性关系的维持成本高于同质性关系，从而导致异质性关系

的存活周期短于同质性的关系。故此，虽然我同样没有收集到动态的

网络关系演化数据，但是可以通过对不同网络关系的维持成本分析来

验证麦克芬森的推断。因此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同质性高的关系，维持成本低;异质性高的关系，维持成

本高。
边燕杰(2004a)提出“交友餐饮网”，他根据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中，

请客吃饭通常被视为重要的社交形式的理论(Yang，1994)，提出请客

吃饭是中国社会独特的、有意为之的交往过程，它涉及关系网络运作策

略的核心———即请客吃饭是维持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边燕杰的

研究发现，这一对于请客吃饭在关系上的作用，其“认识完全超越了调

查对象的阶层、职业地位、职业类型、单位类型、房屋所有权和收入所决

定的社会和经济界限”，具有普适性。边燕杰关于行动者通过请客吃

饭或饮食社交以进行关系网络运作的理论，为我验证假设 4 提供了有

效的依据。
边燕杰在主持 2009 年“中国大城市求职网络调查( JSNET 2009)”

中设计了一系列社交餐饮网的测量题器，并在研究团队的研讨会中公

布了餐饮网的概念操作化测量的统计模型。① 本研究使用该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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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NET 2009 数据，该数据是 2009 年夏天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

海、天津、厦门和西安等 8 个城市采用多阶段抽样抽取的 7102 位 18 －
69 岁有过职业经历的城市居民的数据。根据边燕杰提出的测量模型，

我将被调查者有关餐饮网就餐行为的 5 条测量项目进行因子化分析，

获得一个因子，然后计算其因子得分作为餐饮网维持因子得分，该得分

越高，代表行动者花费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餐饮社交上。边燕杰在 JS-
NET 2009 中还设计了测量被调查者每月人情往来的花费支出。因此，

我将这 2 个变量作为测量行动者维持网络关系的成本，在控制了被调

查者的个人特征下，分析它们与网络的异质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见

表 6。

表 6 网络维持成本的决定模型

餐饮网维持因子得分 每月人情往来花费的对数

性别(女性 = 0) － 1. 294 － . 317

年龄 － . 149 . 0636

年龄平方 /100 . 0237 － . 106

教育年限 . 424 . 162

政治面貌(群众 = 0) － . 205 . 109

与交往者是否同性别 . 261 . 139

与交往者的年龄差异 － . 00744 － . 00283

与交往者的教育差异 . 134 . 0481

讨论网规模 . 195 . 0910

常数 13. 52 － . 00595

个案数 4573 4626

R-squared . 272 . 053

注:1. 差异的计算方法为讨论网对象减去被调查者的情况。

2. * p < 0. 1，p < 0. 05，p < 0. 01.

3. 数据为 JSNET 2009 数据。

从表 6 可见，异质性的网络关系维持成本高———需要比同质性网

络关系更多的餐饮活动、更高的人情往来支出。因而，在维持成本相同

的情况下，异质性的网络关系要比同质性的网络关系难以保留。
可是，行动者是理性的，如果异质性关系对其而言具有更大的价

值，那么他 /她完全可以投入更多的维持成本。边燕杰(1999) 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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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餐饮社交维持社会网络关系的过程中，个人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

成为客人、主人和陪客的频率;阶级越高，其成为客人的概率越高。很

显然，一个拥有异质性“向上攀附”关系的行动者，他要维持的网络关

系的对方节点上是一个地位更高的人，一个社交餐饮中的客人。这个

客人是否愿意出席他的宴请，并不完全由行动者所掌控。在此，我提供

一个基于 CGSS 2003 中讨论网数据的实证结果作为以上分析的佐证

(参见表 7)。

表 7 行动者与讨论网对象互动频次的定序 logit 决定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户口(农村 = 0) － . 0344 － . 0371

年龄 . 00845 . 0045

年龄平方 1. 16E － 05 . 000116

性别(女性 = 0) － . 105 － . 236

教育年限 . 0350 . 0454

政治面貌(群众 = 0) . 206 . 240

父亲教育年限 . 0165 . 0148

与交往者的年龄差异 . 00896

与交往者的教育差异 . 0173*

与交往者是否同性别 － . 532

与交往者的单位等级差异 . 000354

与交往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 00454

讨论网规模 . 121

社会经济地位 /10 . 0123

cut1，cut2，cut3 略 略

个案数 8136 8136

R-squared . 008 . 031

注:1. 差异的计算方法为讨论网对象减去被调查者的情况。
2. * p < 0. 1，p < 0. 05，p < 0. 01.
3. 数据为 CGSS 2003 数据。因变量是被调查者与讨论网对象的互动状况。互动频次

越低，则得分越高;互动频次越高，则得分越低，为了使分析更加准确，我没有转化

为实际次数，而是将其作为定序变量进行处理。
4. 模型为稳健聚类 ordinal logit 回归(Preisser ＆ Qaqish，1999)。

56

论 文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



分析的结果与边燕杰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一个异质性“向上攀

附”的关系对象，在行动者发出的互动请求中居于网络关系的响应位

置(客人)，他可以选择响应，也可以选择不响应;这样，尽管行动者可

能愿意付出更大的维持成本来维持这个对他而言极其重要和高价值的

异质性“向上攀附”关系，然而面对对方的拒绝，他希望付出的维持成

本也就无法付出。因此，一个异质性的网络关系，行动者的维持成本

高，而处于网络中的不利位置又导致行动者难以提高互动频次，因而存

活难度高。
3. 小结

不同的网络建构偏好为何导致共同的同质性观察? 原因就在于即

使是那些偏好建构异质性网络关系的行动者，因其努力建构的异质性

关系的维持成本高昂，处于网络中的不利位置又导致行动者难以提高

互动频次，即他们希望支出的维持成本无法支出，因而导致异质性网络

关系难以存活，大量的异质性关系慢慢流失掉了，行动者最终只剩下更

多的同质性关系。

( 三) 同质性原则的实质

我虽然没有使用动态数据，但是我的研究展示出网络演变的动态

逻辑:行动者的网络是一个不断创造关系和消融关系的累积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与高阶层的行动者建构同质性的网络关系不同，占人口比例

更大的中低阶层行动者的偏好更多地是建立异质性和向上攀附的关

系;然而向上攀附的异质性关系维持成本高，使得行动者面临着资源的

瓶颈;维持向上攀附的异质性网络关系过程中的互动主动权更多地掌

握在对方手中，这又使行动者维持关系的努力难以得到对方的响应。
其结果是异质性关系的存活时间短，中低阶层的行动者最终大量保留

下来的是同质性的关系。
本文从发生学角度分析了网络同质性原则的因果机制。明确了这

一机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穆尔对传统社会资本理论批评的理论

基础是建立在对网络关系过程的想当然的理解之上的，是错误的———
同质性原则并非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恰恰相反，同质性是个体自由意

志不自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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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的效应与选择性偏误

穆尔所提出的关于内生性的批评，涉及到社会学研究中因果推论

的基本问题。当自变量 X 有两种状态 0 和 1，试验的方法是将两组特

性一样的人，随机分配到控制组(X = 0)和实验组(X = 1)，这时实验组

和控制组之间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则可以作为试验的效应。然而研

究的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是通过调查来收集资料，这时分配在实验组

和控制组的行动者，往往不是随机分配，这就出现了穆尔所批评的内生

性问题，即实验组( 使用关系的行动者) 往往是拥有更好关系的行动

者，而控制组(没有使用关系的行动者)往往是不拥有好的关系的行动

者，而就此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视作实验效应会存在很大的偏误，

因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中包含了实验前这两组之间的差异(pre-
treatment heterogeneity)。

穆尔的批评涉及了对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的传统研究范式的质疑。
传统的研究范式往往是用回归分析方法，假定所观察到的研究对象是

随机发生的，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在不遗漏控制所有重要影响因素的情

况下分析解释变量的效应，但是实际上经常会发生内生性或自我选择

的问题，造成回归分析不能充分排除实验 组 与 对 照 组 的 基 准 差 异

(baseline difference)，或者是实验前两组之间的异质性。这种情形下

做出的因果估计往往不精确，甚至错误。
实验组和控制组成员在实验前的差异，既可能是由可以观测到的

变量造成(selecton on observeables)，也可能由不可观测到的变量造成

(selecton on unobserveables)。对于前者，这些年发展出来的处理方法

为反事实分析方法(Winship ＆ Sobel，2004; Winship ＆ Morgan，1999;

Morgan ＆ Harding，2006)。这一领域的方法有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arsons，2001)，以及布兰德和谢宇(Brand
＆ Xie，2010) 提出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 ( heterogeneity of treatment
effect model)。

然而，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成员之间总是有可能存

在不可观测的变量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是行动者的理性

选择造成了一些人使用关系，一些人不使用关系，而这个选择过程中的

很多影响因素研究者并不能观察到。因此在作者看来，更为严格的模型

76

论 文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



是内生转换模型，该模型可以将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变量造成的两组

在实验之前的差异从实验结果中分离出来，也可以实现反事实分析。鉴

此，本文将使用内生转换模型来分析穆尔所提出的内生性问题。①

( 一) 内生转换模型的原理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endogeneity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 分析，

可以将那些不可观测的偏误纳入选择模型中。根据马德拉(Maddala，

1986)的模型，我们的问题可以写成一个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这一模型

由两部分组成:求职所获得的工资决定方程和是否使用关系求职的决

定方程，在本文中为:

工资方程:

wtie，i = βtieX1i + utie，i S = 1(表示使用关系获得工作) (1)

wnon，i = βnonX2i + unon，i S = 0(表示不使用关系获得工作) (2)

是否使用关系求职的决策方程:

S* = γZi + δ(wtie，i － wnon，i) + vi (3)

其中，wtie和 wnon分别表示使用和不使用关系获得的工作的初始工

资的对数，向量 X 代表一系列影响工资的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

工作特征，utie，i和 unon，i是误差项。S*
是相应于是否使用关系的哑变量

S 的潜变量，S* > 0，S = 1;S* ≤0，S = 0。Z 是影响决定是否使用关系

的一组解释变量，X中的一些(但不是所有的) 解释变量也包括在Z中。
(wtie － wnon) 则代表使用或者不使用关系导致的收入差异，求职者选择

是否使用关系要受到两种情况下工资差别的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自我选择(self － selection)问题。自我选择问题最先

是由罗伊(Roy，1951)提出的，他指出个人选择以打猎还是捕鱼为职业

是基于两者中哪个对自己更有利。而最早把这一问题引入计量经济学

的是格柔纳(Gronau，1974)、列维斯(Lewis，1974) 和赫克曼(Heckman，

1974)，马德拉(Maddala，1983，1994)则对此作了很好的综述。自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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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酬效应分离出来，之后的部分，才是真实的党员效应。此处穆尔的批评也类似格伯

提出的内生性。



择问题来自于样本的非随机性，通常样本(行动者)是有意识地自我选

择进入某个样本组的，并且他们的选择又与我们需要估计的目标方程

(通常是产出或收入方程)有关。求职所获得工资决定方程中，求职者

的工资由(1)或(2)中哪一个方程决定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他们根据个

人的特征和是否使用关系获得的工资来决定自己是否使用关系，这就

产生了自我选择问题。
由于选择性的偏向，求职所获得的工资决定方程与是否使用关系

求职的决定方程中的误差项可能是相关的，这也是内生性所在。设

σubv 和 σugv 分别表示工资方程的误差项 utie、unon 和决策方程的误差项 v
的协方差。v 与 utie 和 unon 和之间的协方差矩阵为:

Ω =

σ2
v · ·

σutiev σ2
tie ·

σunonv · σ2









non

将方程(1)、(2)带入是否使用关系决策方程(3)中得到:

S* = γZ + δ(βtie － βnon)X + δ(utie － unon) + v (4)

使用新的参数方程又可写为: S* = 珘γ珘Z + 珓v (5)

设想如果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OLS) 去估计方程(1)、(2)，再把

结果带入方程(3) 去估计决策方程，由于自我选择性带来的样本非随

机问题，我们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有偏的。根据马德拉的模型(Maddala，

1983)，可以计算条件期望工资为:

E(wtie | S = 1) = βtieX + σutiev
(珘γ珘Z)

Φ(珘γ珘Z)
(6a)

E(wnon | S = 0) = βnonX － σunonv
(珘γ珘Z)

1 － Φ(珘γ珘Z)
(6b)

在此，(珘γ珘Z) 和 Φ(珘γ珘Z) 分别表示以 珘γ珘Z 为变量的标准正态分布

的密度函数和累计概率密度函数。+ (珘γ珘Z)

Φ(珘γ珘Z)
和 － (珘γ珘Z)

1 － Φ(珘γ珘Z)
代表了

观测不到的职工的能力或者偏好带来的选择( selection term)，是对于

自我选择性的纠正，σutiev 与 σunonv 由估计产生。如果 σutiev 和 σunonv 显著

不为零就说明对于选择性的纠正是有必要的。
在 σutiev 和 σunonv 显著的情况下，存在以下 4 种可能:

σutiev > 0，σunonv < 0: 说明选择使用关系的人，其关系的价值超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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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准;不选择使用关系的人是源于其关系带来的收益是负的，不使用

关系反而带来更好的收益。总体而言，无论使用或者不使用关系的人，

都获得了比随机安排情况下更好的收益。所以对于使用或者不使用关

系的人都是正强化。
σutiev > 0，σunonv > 0: 我们抽取到的那些使用关系的人，无论其使用

关系或者不使用关系，其收益均高于随机抽取到的使用或者不使用关

系的人，同时使用关系的收益高于不使用关系，即能力高的求职者倾向

于使用关系。那些不使用关系的人，无论其使用关系或者不使用关系，

其收益均低于随机抽取到的使用或者不使用关系的人，并且其不使用

关系的收益低于使用关系。这里，对于使用关系的人是正强化，但是对

于不使用关系的人，是负强化。
σutiev < 0，σunonv < 0: 我们抽取到的那些使用关系的人收益低于随

机抽取到的使用关系的人，即能力高的求职者倾向于不使用关系。
σutiev < 0，σunonv > 0: 使用关系的人获得的收益低于平均水平，不使

用关系的收益很高。这是一个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

( 二) 内生转换模型的实证结果
1. 内生性的确认

边燕杰对天津和新加坡的(1997)研究发现:近七成人找工作过程

中使用了亲属、朋友、相识者等非正式渠道搜集就业信息或取得帮助;

并且其中大部分人利用强关系，很少的人用了间接关系;但如果用了间

接关系，中间人与被访人、与最终帮助者的关系往往是很强的。这种间

接的强关系能使被访者找到一位地位较高的帮助者，协助被访人流动

到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业中去。边的发现和穆尔所批评的内生性———拥

有好的关系的行动者具有更高的概率使用关系———是一致的。据此我

提出假设 6:

假设 6: 在求职过程中使用关系的概率，与关系的资源含量成

正比。
此处我使用了 JSNET 2009 数据，因变量为在找工作中是否使用关

系，因此采用 logist 模型。在模型 1 中放入个体的基本背景变量:找工

作时的年龄和年龄平方、性别、户口类型等;在模型 2 中则加入政治身

份、教育和找工作的时期;在模型 3 中加入代表着个体所拥有的网络质

量的变量———餐饮网因子得分和拜年网因子得分，这 2 个变量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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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代表着个体的网络越优质(参见表 8)。①

表 8 求职是否使用关系的 logit 决定模型

模型 1:

基准模型

模型 2:模型 1 +
社会特征模型

模型 3:模型 2 +
网络质量模型

找工作时的年龄 . 245 . 129 . 132

找工作时的年龄平方 － . 00326 － . 00192 － . 00193

性别(男性 = 0) － . 0927 － . 120* － . 153

是否党员(非党员 = 0) － . 437 － . 460

教育年限 . 0102 － . 012

时期哑变量(1995 年以前为 0) 1. 485 1. 410

餐饮网因子得分 . 214

拜年网因子得分 . 0219*

常数 － 2. 119 － 1. 573 － 1. 291

个案数 4905 4890 4695

R2 . 053 . 129 . 136

表 8 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餐饮网还是拜年网的质量，都会

增加行动者在求职过程中使用关系的概率;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

由于餐饮网和拜年网的测量都是采用了因子得分，两者之间具有一致

的测度，而拜年网的作用只有餐饮网的 1 /10，考虑到拜年网更多的属

于家庭诸多成员共同拥有，也具有更多的礼节性质，包含大量的弱关

系，因此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此处证明了的确存在穆尔所批评的内生性问题———是否使用关系

与关系的资源含量呈现高度相关，也即使用关系求职的子样本与不使

用关系求职的子样本并非随机抽取的两个样本。因此，内生性问题导

致这两个群体在处理(是否使用关系)之前就存在着基准上的差异。
2. 不同时间和空间下内生转换模型的实证结果

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 提出不同经济体制对应的不同“网络作

用空间”的命题，即在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中(Grano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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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方法和理论意义仍来自边燕杰于 2009 年 9 月 5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网络与求

职过程研究数据分析工作坊”上的讲解。



ter，1995;边燕杰，1999)，人际关系网络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大小、作用

范围存在着差异。考虑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在 1995 年开始了较为

激进的市场化转型，伴随着大规模下岗失业，①因此，我将时间划分为

1994 年以前和 1995 年以后，见表 9 的模型 2 和模型 3。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我使用了内生转换模型，见表 9 的模型 1。

由内生转换模型的原理可知，转换模型可以去掉选择性偏误，获得变量

的一致性系数估计。我将包含选择模型、两个不同的体制模型在内的

三个模型中的任意一个有显著性的变量纳入模型。根据分析结果我们

有以下的结论:

(1)无论对于全体的结果，还是对于分时期的结果，独立模型的似

然估计都表明，选择偏误调整是显著的。同时，在使用关系和不使用关

系这两个不同体制模型中，一批变量的系数有着显著差异，说明需要分

成不同的样本体制类型。
(2)对于全部时期的模型，σutiev ( rho_1) 不显著;分时期结果则显

示，在 1994 年之前，σutiev ( rho_1) > 0 且显著，1994 年之后，σutiev ( rho_
1) < 0 且显著。显示出对于使用关系的人而言，随着市场的发育，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 1994 年之前，使用关系的人是能力较强的人，其

获得收入的能力高于随机样本;但是到了 1994 年之后，能力强的人反

而倾向于不再使用关系。
(3)无论是对于全部时期还是分时期的模型，σunonv ( rho_2)均小于

0 且显著。其含义是，不使用关系的群体如果使用关系，其收入回报会

显著降低。这和穆尔的理论分析正好相反。穆尔认为使用关系的人是

一个特定的群体，其拥有较好的关系;所以，按照他的理论，rho_1 应该

是显著的，而穆尔没有讨论没有使用关系的人。我的发现是，不使用关

系的人如果使用关系，其获得收入的能力低于随机样本。
总结以上发现:在全部时期的模型中，时期哑变量是显著的，说明

确实在 1995 年前后，人们应用社会网求职的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改

变。具体而言，有能力的人在 1995 年之前倾向于使用关系，并且在使

用关系过程中带来了净回报;而在 1995 年之后，有能力的人不再使用

关系，因为使用关系会带来负的净回报。没有使用关系的人如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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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刘迎秋等人(2002:276)提供的资料，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年城镇

下岗职工年底人数分别为:300 万、360 万、564 万、891 万、1151 万、1080 万和 117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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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收入会降低。
如何理解以上的发现呢? 1995 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导致了

市场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和竞争的激烈及加剧，人们突然发现传统的

熟人关系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杀熟”现象出现了。“杀熟”是指“利用

熟人对自己的信任，采取不正当手段赚取熟人钱财”(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5:1180);人们用这个词来描述传统熟人

社会关系运作的失范(郑也夫，2003:263 － 290)。
必须提及的是，传统的社会资本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资

本的正功能上，对于其负功能鲜有研究。蔡禾和贾文娟(2009) 最近的

个案研究就此有新的发现:当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关系双方的内在紧

张会出现和加剧，最终有可能导致“逆差序格局”———关系密切的行动

者受损，关系疏离的行动者反而受益。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另外一种内

生性的情境，在社会网络阻碍了劳动力配置的最优化( 这也是边燕杰

和张文宏在 2001 年的研究中最后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参见边燕杰、张
文宏，2001)的情景下，有能力的人便不再使用关系，反而是没有能力

的人不得不使用关系。这种关系的内生性与穆尔提出的内生性截然相

反，但是同样可能导致观察到关系对于求职效果不起作用———这和我

的观察完全一致。
在中国特定的情形下，1995 年之后人们对关系的偏好可能发生逆

转。在 1995 年之前我们与西方一样，都是关系资源丰富的人偏好使用

关系;而 1995 年之后，社会转型期间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使得关

系的效应大大降低，甚至主要表现为关系的负功能，从而使人们对关系

的偏好发生重大改变。我在前面提出，内生性的机制是行动者对关系

的使用偏好。人们既可能偏好使用关系，也可能偏好不使用关系，无论

是哪种，都可能导致穆尔所提出的观测不到关系的作用。结果，一方面

验证了边燕杰和张文宏提出的不同经济体制对应的不同的“网络作用

空间”的命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使用网络关系的效应在不同网络作

用时间和空间表现很不一致。1995 年之前，无论体制内外，依靠关系

找工作都能获得较好的收益;1995 年之后，无论体制内外，依靠关系找

工作都不再能获得正的收益。
我对 1994 年后的模型做了更深入的分析。根据内生转换模型将

使用关系者和非使用关系者的预测收入做了分布对比(见图 1)，发现

无论使用关系还是不使用关系，预测的收入均呈现出双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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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关系者和不使用关系者的密度收入分布对比

考虑到前面验证的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 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

理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体制内外的群体属于不同的子样本群，存在着收

入的差异。因此我们按照网络作用空间假设，分体制重新做内生转换

模型。表 10 显示的是将体制内外分开的分析结果。
根据分体制内外的内生转换模型预测的使用关系者和非使用关系

者的预测收入分布对比图均呈现单峰(参见图 2、图 3)。

图 2 体制内的内生转换模型预测的使用关系者

和不使用关系者的收入分布

对比 1994 年前、1995 年后的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三组内生转换模

型的结果，从选择模型的角度来分析，党员和教育对于不使用关系的作

用均不断上升，这与 σutiev ( rho_1) < 0 且显著的理论含义是一样的并

相互印证:即能力越强的人越倾向于不再使用关系;与此同时，讨论网

资源对于使用关系的作用也在不断下降(参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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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体制外的内生转换模型预测的使用关系者

和不使用关系者的收入分布

表 11 表 9 和表 10 中选择模型中关键变量的系数对比

表 9，

1994 年前

表 10，体制内，

1995 年后

表 10，体制外，

1995 年后

是否党员(党员 = 0) － . 241 － . 179* － . 211

讨论网资源 . 0917 . 109* － . 0183

教育年限 － . 00541 － . 00568 － . 0313*

表 11 所显示的即是从再分配程度降低和市场化程度增加的顺序，

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增加，关系的负功能越大;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

提高，工作信息越来越普及，人们可以不用关系便可获得工作信息。因

此，面对这一社会情境的转变，有能力的人选择不再使用关系 ［σutiev

( rho_1)显著，且小于 0］;不使用关系的人，不使用关系也不带来损失

［σunonv ( rho_2)小于 0，但不显著］。
3. 小结

很明显，本文所发现的这一选择效应与穆尔所提出的选择效应是

不同的。也就是说，穆尔所提出的“拥有更好的关系的行动者更倾向

于使用关系”这一选择过程，并非普遍存在于社会网和社会资本运作

之中。在求职等行动中，行动者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社会关系很可能

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描述这个选择过程的选择函数，应该不但与行

动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质量和数量有关，还受到关系运行所处的宏

观社会情境的影响。然而，要深入研究这个选择函数，需要包含行动者

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关系运用行为和结果的动态数据。就目前而言，

在面对截面数据时，内生转换模型可能是最好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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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本研究分析了穆尔对于传统社会网理论的批评的基础———社会网

的同质性和内生性效应的否定性的证据，结果发现穆尔批评的这两项

基础均是有严重瑕疵的。
本文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的同质性既不是行动者偏好所为，也不是

其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我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穆尔等学者观察到的

同质性的来源:行动者的偏好是建构大量异质性的关系而非同质性关

系;但是异质性的关系维持成本高，行动者对异质性互动对象的互动请

求难以得到响应，导致异质性关系的生存周期短。长期的累积效果造

成了研究者观察到行动者拥有的更多的是高度同质性的网络关系。
我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察发现同质性关系也好，异质性关系也

好，都不是普遍适用于各个社会阶层的。高阶层更多的是偏好同质性

网络关系，而低阶层更多地偏好异质性网络关系。
穆尔所提出的网络的内生性理论———拥有越多关系的行动者越倾

向于使用关系———被证明不具备普适性，或者说是有前提条件的。在

本研究使用的 JSNET 2009 数据所代表的中国市场化转型情境下，我们

观察到在 1995 年前后，网络内生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1995 年之

前，我们确实观测到了穆尔所提出的内生性，并且也发现该类型的内生

性会导致高估关系对求职收益的效应，但关系的作用仍然存在和具有

统计上的显著;而我则观测到在 1995 年之后的一种殊异类型的内生

性———当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不确定性上升，关系显现出负功能

时，拥有能力的行动者选择不使用关系。因此，穆尔提出的内生性未必

具有普适性，其存在的前提很可能是网络发挥正功能。
穆尔建立在对传统社会资本和社会网同质性和内生性基础上的批

评都是不成立的，他对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同质性和内生性的深入分

析和质疑的精神是值得坚持的，但是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社会资本和

社会网同质性和内生性错误的、想当然的理解上。
面对穆尔对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研究范式的重大批评，本研究从研

究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测量和验证的新概念和新思路:将讨论网空

间区分为亲属和非亲属空间，将同质性和异质性偏好置于阶层结构中

讨论，使用世代数据来模拟随着年龄上升网络关系的动态演变，用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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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模型来分析内生性等。本文的价值还在于用大型调查数据，从大

尺度观察到了蔡禾和贾文娟(2009) 通过个案研究所提出的网络关系

负功能，并从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角度分

析了关系负功能出现的特定时间和空间，以及关系发挥负功能情况下

的内生性类型。然而作为讨论社会网和社会资本最基础议题的研究，

本文仍存在着问题，这反映在虽然作者使用各种统计手段来模拟时间

的累积动态效果，但所有的分析数据仍然是横截面数据。作者期待着

学术界携起手来，收集和共享反映网络发展和作用过程的动态数据，从

而进一步探讨、分析，以获得切实可信的实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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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zation without Tradi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Weber
Li Meng 1

…
…………………………………………………………

Abstract: Rationalization is，according to Max Weber，of the univers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leads to the modern reformation of Lebensfürung and social order by
virtue of its systematic subversion of tradition. This antithesis between rationalization
and tradition distinguishes the modern West from other culture worlds. This
systematic subversion of tradition Weber detects in the Western Rationalization results
from the doubt or even denial of the natural ethical relations in various philiai，and
the prophetic zeal for the so-called objektlose Liebeakosmismus. The prospect of the
modern Chinese way of life depends on the possibility to revitalize her own“ethos”in
the struggle with the universal history of rationalizati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Urban China
Ma Lei ＆ Liu Xin 31

……………
……………………………………………

Abstract: Based on self-interest theory， th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argues that
people's perception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determined by their objective socio-
economic status. The higher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es，the more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y perceive. On the contrary，relative comparison explanation，based on
relative deprived theory，debates that an individual's comparison with others within
the same social context or with his /her own life experiences plays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his /her objective status. This paper develops two competing
hypotheses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urban China. Statistical
findings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 CGSS2005 ) data show that the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mainly explained by comparison，no matter
comparing with life experiences or with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relative comparison
argument is strongly supported，while th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works poorly.

Is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Useless?
Liang Yucheng 50

………………………
…………………………………………………

342



Abstract: The review on the social network of“homogeneity”published by M.
McPherson et al. has raised deep academic thinking，leading to criticism given by T.
Mouw，who proposed that social network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mogeneity and
endogeneity，and social networks may be un-significant in job search. This study re-
examined the homogeneity and endogeneity of social networks. The article explains
from the source of homogeneity: although the preferences of actors are to build a large
number of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the cost to maintain it is higher and it is hard
to respond to the interaction request，which leads to the short term life cycle of the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 therefore， 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 leads to the
researchers’ observation that most actors have more homogeneous networks than
heterogeneous ones. The author found when the social network has positive functions，
social network user are the actors with good relations，which is Endogenous Type I
mentioned by T. Mouw; but when the network shows a negative function，the capable
actors tend not to use the network，which is a special Endogenous Type II this
research found. Therefore endogeneity proposed by T. Mouw does not have universal
application.

Stimulation and Exten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of
Homeowners’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in B city Liu Zixi 83……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homeowners’ 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in B city，and trie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why trajectories of the
movement are diversified and how they reflects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due to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social space，the law simultaneously plays as“rights weapons” and
“rights bottleneck”. The tension in such dual properties expands the 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into social action along three dimensions，i. e. ，organization，system and
status. Social action in expansion re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and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Qi”and Social Action with Rur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study
based on proverbs and traditional operas Ying Xing 111……………

Abstract: “Qi” is a special notion about social action with rur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notion in rural China，where the connotation
of qi is expressed through proverbs and traditional opera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qi is
both a motive force of guarding the dignity and molding the personality，and some
kind of passion that fuses instinct and reason，morality and interest. The connotation
of qi forms a continuum of passion，from a sort of restrained passion to an erupting
passion，and to the code of brotherhoo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principal aspect of its connotation is controlling qi with tolerance，the secon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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