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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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生命历程研究最近在国内成为新的热点。本文简单回顾了 1960

年以来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脉络 , 首先澄清了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以及生活
史研究的关系 , 其次着重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 ,提出轨迹 、年龄 、转
变等时间概念不仅直接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之处 ,还是其研究范式的
重要基础 , 而国内有关研究还需要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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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个世纪 6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后 ,以美国埃尔德(Elder)教授为

代表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研究在国外得到了迅速发展 ,吸引了大量

研究者的关注。1999年 ,李强等人第一次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对有

关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后 ,国内社会学 、心理学 、人口学领域都相继涌

现出了不少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和著作 ,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一种

崭新的视角。但我们也注意到 ,其中部分研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 ,似乎

所有与社会事件有关的分析都可冠之以“生命历程研究” 。笔者认为 ,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对生命历程理论的一种误读 ,因为 ,事实上 ,生命

历程理论的创新及其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应该在于其时间观 ,以社会事

件来简单地概括难以真正体现其精髓所在。为进一步促进对有关理论

的理解和研究 ,本文将着重从时间观的角度来分析生命历程理论的实

质与内容 。

一 、历史继承与扬弃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 ,生命历程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等于生

命周期(life cycle)或生活史(life history),这两种研究是生命历程理论出

现之前就存在的研究思潮 ,对生命历程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但后者与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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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生命周期概念的反思

总体来说 ,生命周期是将生命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的发展 ,社会

关系或角色的不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命周

期有不同的界定 ,如人类学领域 ,田野研究提出的生命周期是指从出生

到死亡的不同阶段;家庭研究领域 ,生命周期是指一系列根据家庭结构

与规模变化划分的为人父母的不同阶段;心理学领域 ,则强调按自我同

一性的发展来划分不同阶段。

对社会角色的重视是生命周期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某一阶段

稳定的角色关系会给人们提供方向和规则 ,将个体锁定在一系列社会

期望和非正式的支持之中。这种锁定带来的责任感保证了人格的稳

定 ,同时也保证了个体生活的稳定 ,使各种危险与意外的可能性最小

化。如国外学者(Robins , 1966 ,转引自 Elder ,1998)研究证明 ,一个有行

为问题的儿童 ,如果在成人后找到一个品行端正的伴侣 ,其成功的机会

就会大大增加。与这位伴侣的结合实际上就起到了锁定的作用 ,能为

个体的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和情感支持 。

生命周期理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世代的概念 。出于对繁衍和

养育等成熟过程的关注 ,生命周期理论偏好从不同世代的转换来分析

个体的社会阶段 ,如祖辈 、子辈等角色的变化等等 。它认为从新生儿到

逐渐成熟 ,到社会化为成人 ,再到繁衍下一代 ,实际上就是一个代际更替

的过程 ,生命周期中社会阶段的变化也因此具有一种不断重复的特征。

总体来说 ,生命历程理论非常赞赏生命周期理论所采纳的关系或

角色的视角 ,并将其视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但同时也认为围绕世

代展开的生命周期概念存在下列诸多不足:

第一 ,生命周期概念致力于寻找人类共同的阶段模式 ,这种模式化

思维将人类生命及其发展简单化 、统一化 ,限制了对生命的多元性和丰

富性的发现。如结婚 、生育和养育等家庭生命周期只适用于传统社会

的普通人 ,却不能用于解释当代社会中大量出现的未婚 、未育以及多次

离婚的个体的生命轨迹。

其次 ,生命周期概念无法解决多重角色问题。每个人通常都在同

一时间扮演多个角色 ,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是妻子 、母亲和雇员 ,但这种同

时性的角色扮演不在生命周期理论的思考范畴之内 ,相应 ,它也无法探

讨多重角色的管理与协调 ,如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的互相支持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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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生命历程理论对生命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批评在于 ,生命周期

概念对时空位置与重要性不敏感。世代这一术语不包含时间性的维

度 ,上一世代的成员并不一定是拥有共同历史位置的人 ,如父辈世代的

出生年代可能上下相差近 30年。时间跨度越长 ,同一世代的历史体验

差异越大 。如就现阶段的中国人群体而言 ,中年世代可能出生在 50年

代 ,也可能出生在 60年代 ,这两种时间点出生的人虽然属于同一世代 ,

但所经历的社会事件已经大为不同。从此角度出发 ,世代的概念显然

无法提供一种将人类生命与社会变化相联系的精确方式。

若只关注新旧角色带来的身份变化 ,对贯穿毕生的时间过程 、历史

时代或地理位置毫无介绍 ,就无法去寻找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的联结

点。从这类存在时空局限的研究视角出发去判断 ,人们可能认为无论

在儿童期还是老年期经历生老病死 ,在 20岁还是 50岁发生家庭解体 ,

在职业生涯的开始还是终点失业都没有差别 。然而 ,事实证明 ,时空记

录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受着社会时间表 、年龄规律以

及年龄段身份的制约 。这也是生命历程理论最为重视的方面 ,我们将

在后文着重阐述 。

(二)来自生活史研究的启发

生活史研究最早出现在 1918-1920年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

早期代表托马斯(W.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发表了五

卷本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这一研究突破了史学界传统的英雄史

观 ,从“普通人”的失业 、贫困 、移民等问题入手 , “自下而上”地书写历

史 ,并完全改变了社会学界学院派的研究思路 。该研究的最大特色就

是反对用“社会普查”堆积的数据和偏于道德说教的“常识社会学”

(common-sense sociology),采用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具体而言 ,就是注重收集有关研究对象生活经历的文献 ,特

别是信件 、报纸等“活材料” ,让外来移民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 ,注重让

材料本身说话而不是由作者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和分析。

李强等学者把生活史研究视为生命历程理论的代表 ,但事实上生

命历程理论与生活史研究的差异还是很大:首先 ,生命历程理论对托马

斯等人的研究的最欣赏之处不在于其所采用的开创性的文献方法 ,而

在于其无意中将移民和年龄结合起来进行的思考(埃尔德 、葛小佳 ,

1998)。移民们在一个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世界完成了社会化 ,成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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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这些个体的发展和适应中 ,他们所

离开和进入的社会的“发生路线” (lines of genesis)完全对立 ,社会角色

的基本顺序也完全不同。其次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 ,虽然生活史学派在

研究中不自觉地运用了社会或历史时间概念的一些雏型 ,但仍然存在

不少缺陷 。如研究还未能做到根据出生时间信息来确定和比较波兰农

民所处的历史年代 ,没能将生活变迁与特定的年龄段相联系 ,也没有分

析年龄在适应中的意义。而这些概念恰恰是生命历程所特别关注的 。

故某种意义上 ,只能说生活史研究给生命历程理论的提出带来了不少

启发 ,但还不足以作为生命历程学派的典型代表。

(三)对毕生发展理论的发展

生命历程理论的提出者埃尔德本人是一位跨领域的研究者 ,既是

儿童心理学家 ,也是社会学教授 ,这种理论背景决定了生命历程概念不

免受到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毕生发展理论即是对他这一理论影响最大

的心理学思潮之一。所谓毕生发展 ,简言之就是认为个体发展不仅限

于儿童 ,也是贯穿一生的过程。生命历程理论对这一学派的继承主要

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毕生发展是个体终生适应过程的结果 。

(2)发展是特定时间地点的产物 。

(3)依赖期(如儿童青少年期和老年期)生理成熟或老化的影响最

为明显 ,但独立期(成人期)中 ,历史和偶发事件的影响就大得多 。

(4)虽然生物资源在个体的整个生命期是不断下降的 ,但像经验这

样的可积累的文化性资源却可能增长。

(5)毕生发展促成了“选择” 、“最佳化”和“弥补”等机制 ,使个体所

获得的最大化 ,所丧失的最小化。

生命历程理论吸收了毕生发展观的精华 ,认为个体的发展横跨一

生 ,并强调个体在自身发展和生命历程的社会构造中的主动性。但毕

生发展理论的不足在于未能将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构造因素整合进个体

发展的框架之中;另外 ,历史因素也被忽略。总之 ,毕生发展理论是一

种带有普适性 、规律性的理论 ,大部分停留于个体水平 ,还没能综合体

现历史 、社会 、个体三种水平对发展的影响因素。

60年代 ,随着埃尔德本人的努力 ,毕生发展思潮被吸收到生命历

程的概念中来 ,并开始融入对年龄的最新理解 ,建构起了生命历程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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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框架中 ,不仅毕生发展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生命周期和生活史这两种理论传统的可贵处也得到了继承 ,一方面生

命与毕生和世代相联系 ,另一方面变迁社会中各种事件和社会角色的

年龄序列也出现了 ,这些都是生命历程框架的时间观的表现。在第二

部分中我们会对这种时间观的有关概念 、内容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二 、生命历程时间观的基本概念

　　要理解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 ,首先要对什么是生命历程有一个

清楚的概念。

所谓生命历程 ,用埃尔德的话说就是 , “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

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 ,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

的” 。显然 ,这是一种基于个体水平的定义。但埃尔德同时也认为:“年

龄 、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 ,年龄层级

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Elder , 1998)。显然 ,生命历程理论极力寻

找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 ,它试图找到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

与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方式 ,而时间维度是寻找这种联结的重要方向。

(一)轨迹概念:个人生命历程中转变与延续的痕迹

轨迹(trajectory)、转变(transition)、延续(duration)这三个时间性的概

念都关涉个体生命历程动力的长期或短期观 。

轨迹指毕生发展中的某一实质上相联系的社会或心理状态 ,这种

具有跨时间性的倾向或行为模式可能转变 ,也可能持续 ,所以 ,轨迹实

质上是一种长期概念 。在个体身上 ,轨迹可以表现为某种延续很长时

间的社会角色 ,如子女或父母 、下属或领导等等。

转变则是一种短期观 ,描述了各种状态的变化 ,如孩子从依赖发展

到独立或心情从忧郁转为开心等 。转折点对于转变非常重要 ,代表了

一种方向的变化 。

延续是指相邻的转变之间的时间跨度。延续的时期可长可短 ,取

决于当时所处的情境自身 。而且延续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导致相应行为

的稳定性上升 ,如婚姻持续时间越长越稳定 ,因为婚后共有财产之类的

物质障碍随时间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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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和延续都是轨迹的元素。转变往往以入学 、毕业这种社会规

定的事件为标志 ,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每一次转变都嵌套在一定

轨迹中 ,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和丧失 。所以 ,工作变动是职业生涯轨

迹的核心 ,新生命诞生是抚育行为轨迹的标志 ,每一关键性的转折点都

会给轨迹带来一种方向的变化 ,并在个人身上留下社会影响的烙印。

而延续是轨迹的主要构成部分 。在分析某一行为或倾向为什么延

续时 ,研究者通常喜欢从社会层面上去寻找原因 ,但这种解释往往不能

自圆其说 。如一份有关贫困的纵向研究(Bane , 1986 , 转引自 Elder ,

1998)提出 ,出生于贫困或单亲家庭会增加各种行为问题的风险 ,并认

为这种不利影响会像魔咒一样持续 40年 ,但事实上大部分弱势家庭的

孩子在条件改善之后 ,行为问题都很快改善 。另外一个更能说明问题

的是亚利山大(Alexander , 1988 ,转引自 Elder ,1998)关于学生留级现象

的调查:入学一开始就留级的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往往都表现得很糟

糕 ,而高年级才留级的孩子则能很快从中吸取教训 ,改善学习 。所以 ,

在作横断研究时 ,不能简单地将行为问题的原因归于社会 、家庭或者上

面提到的留级事件 ,应该结合转变点所处的个人生命时间位置 ,来综合

评价和解释某一种行为持续的原因 。

但最近不少关于中国社会中生命历程的研究 ,都忽略了上述概念 ,

不太注重把社会 、历史层面因素与个体层面相结合 ,表现为过分强调社

会原因 ,不关心个人因素 。如周雪光等人对文革下乡知青的研究 ,出于

对社会分层的关注 ,研究者非常强调社会出身的影响 ,4个自变量包括

父母的文化程度 、社会出生 、单位性质和地区差异等社会性变量 ,却没

有包含任何个人生命时间的信息(周雪光 、侯立仁 ,2003 1999)。凯文

(Chen , 1999)等人在对该研究高度肯定之余也很疑惑 ,为什么“下乡”

事件并未如预期的一样对知青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认为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个人变量 ,将个体完全视为社会事件的被动承

受者 ,没有进一步开展相邻出生组和地域差异的研究 ,所以当然很难发

现行为的异质性。这种社会分层视角实际上仍囿于生命周期的角色

观 ,希望以单一的社会属性来分析人的丰富性 ,故很难真正实现生命历

程理论个人 、社会 、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

那么 ,怎样才能使研究实现“三位一体” ? 轨迹 、转变和延续这一系

列概念为用生命历程解释个体层面的行为 、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基础 。

在此基础上 ,生命历程理论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个体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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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提出个体生命中的转变效应和连接机制 ,并作了有关动力学的分

析 ,从而奠定了生命历程学派在心理学界的地位。但如果仅限于此 ,生

命历程理论很难具备社会性和宏观性 ,也很难在人口学 、社会学乃至历

史学都产生巨大影响 。下面 ,我们会进一步围绕“三位一体”的问题展

开讨论。

(二)年龄概念:个体生命 、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联结点

生命历程理论提出的“年龄”概念对于理解上面的问题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跨越了个体层面 ,体现了一种从微观到宏

观 、再到纵向的空间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历程轨迹的建构。

首先 ,生命历程理论解构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概念 ,以一种崭新

的方式 ,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对年龄进行多元化分析。简单地说 ,它从

生命时间 、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角度对年龄进行重新思考。

生命时间是指实际年龄 ,代表个体在自身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即生

命周期的阶段。这个维度符合人们日常概念中的年龄 。但如果仅仅按

生命时间划分群组 ,就很难用社会或历史因素解释群组之间的差异 ,也

无法发现生命与时代变化的联系。

社会时间 ,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以“家庭时间”为例 ,社会

时间通常是指个体离家 、结婚和生育的恰当年龄。社会时间的概念充

分反映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实时影响 ,与生命周期和生命阶

段的概念有密切联系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加阐析。

历史时间指出生年份 ,代表个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这一时间

概念强调的是把个人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 ,由此出发去关注历史事

件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

国内学者刘精明(1999)曾将埃尔德的“出生组”(cohort group)视为

一种与周雪光的历史时期分析相对立的研究传统 ,认为只关注固定的

“出生组”会导致对其他“出生组”的忽略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出生组

概念的一种比较片面的理解。所谓“出生组”指在相同历史时间出生的

一代人 ,相邻出生组是指出生历史时间相近的两组或更多组的人群 。

埃尔德认为只有通过对相邻出生组的分析 ,才可能找到历史变化与生

命历程的联结 ,所以无论是在对大萧条还是中国文革的研究中 ,他一直

非常关注相邻出生组 ,希望从经历了相同社会事件的不同生命轨迹中

找到历史的痕迹 。如他在研究中发现奥克兰地区大萧条早期(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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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出生的青少年群体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已经独立 ,因此贫困对

他们的影响不大 ,相反还磨练了他们的抗挫折能力;而晚期(1928 -

1929)出生的孩子 ,贫困使他们的教育和生活资源严重受损 ,以致影响

到成年后的发展轨迹 。在此基础上 ,埃尔德提出经济剥夺对大萧条早

期出生和晚期出生的青少年影响各不相同:虽然这两个不同出生组都

在青少年这一生命时间承受过大萧条的冲击 ,但历史时间的不同使他

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不同。

生活史研究之所以与生命历程理论还有一定距离 ,就因为它虽然

提出了年龄与移民的关系 ,但对年龄的思考还停留在日常的层面 ,不能

从生命 、社会 、历史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分析 ,故也还谈不上分析历史背

景对移民生活的影响 。用埃尔德(1998)的话来说 ,即托马斯的波兰农

民研究“没有按年龄和历史背景来区分出生组 ,也没有按移民时的生命

阶段来进行分析……将世代和血缘分析置于一个完全抽象的非现实空

间” 。事实上 ,不少从社会分层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很容易忽略出生组因

素 ,希望从社会变迁中找到一种对所有群体产生同样影响的力量 ,刘精

明(1999)关于文革入学模式的研究应该说较好地考虑了不同子群体所

承受的不同影响 ,但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却没有按年代对不同风险组(出

生组)的权力影响进行讨论 ,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

仅仅基于群体层面的理论思考 ,往往难以找到个体生命与时代变

化的联系点 ,也无法用数据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社会或历史条件下会

出现个体发展差异。群组也因而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因果联结信息的

“黑箱” ,只能以思辨代替科学解释 。针对这种局限 ,生命历程理论提出

了年龄的三种时间维度 ,强调通过对不同历史时间中的出生组进行群

组内比较 ,讨论历史变迁的影响 ,并借社会时间的维度进行社会文化分

析。这样就以年龄概念为核心兼顾了个体 、社会 、历史三种层面 ,不愧

为方法论上的一种创新。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生命历程时间概念的社

会属性 ,从三种层面分析生命历程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

三 、恰当时间:一定时空中的社会与生命

　　社会科学领域对个体的关注有两种视角:心理学主要强调微观水

平上个体的功能与发展轨迹;历史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主要关注宏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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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与外部动力。很少有研究在对个体进行研究

时能将宏观与微观相联系 ,领域与领域相沟通 。生命历程理论的最大

特点就是能在多个水平上 、联合多种领域开展研究。前者如埃尔德本

人对大萧条时期儿童发展的研究 , 后者如罗斯(Rossi , 1980 ,转引自

Elder ,1998)等人对个体职业体验和婚育模式关系的研究。而这种跨水

平跨领域的生命历程研究的重要基础 ,则是其提出的四大范式:一定时

空中的人类生命 、生命的恰当时间 、互相依赖的生命 、选择和行动中的

人类主动性。其中 , “恰当时间”原则突出了年龄 、转变和时间三者之间

的关系 ,是生命历程时间观的集中体现 。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将对该范

式原则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深入讨论 。

所谓“恰当时间”(timing),具体含义如下:1)它是一种以年龄层级

的概念来对一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的方式;2)它也是一种以

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种变化的过程;3)它还反映了个人生命历程

和历史的位置(Elder , 1998)。李强(1999)在有关介绍中曾将“恰当时

间”原则译为“时间性” ,我们之所以采取新译法 ,主要原因是“时间性”

的说法过于模糊 ,无法反映出其暗含的社会路线 、个人路线以及发展路

线等多层面的含义。

事实上 ,生命历程理论试图通过“恰当时间”原则建立起一种将社

会需要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结合的视角 。它既是一种组织方式 ,也是

一种过程和位置 。要真正理解恰当时间 ,必须首先对社会路线和个人

路线的概念有所了解 。

(一)社会期望:生命的社会时间表

恰当时间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一种以年龄层级的概念来对一

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的方式” ,代表的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期

望 ,类似于前面提到过的年龄的社会时间。如瑞里(Riley)等人提出的

“年龄层级模型”和纽加顿(Bernice Neugarten , 转引自 Elder , 1998)的标

准时间表 ,都反映了人们对有关事件发生或生命阶段起始的年龄期望 。

理论上 ,这种年龄期望说明了社会所规定的人生主要变化发生的适当

时间 ,如入学 、生育和退休 ,并以序列的形式表达出整个社会文化对个

体发展方向的一种规定。

简单地说 ,这种年龄级别或序列可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时间特征

的公共意义或社会路线。如就业和退休年龄 、结婚和离婚年龄 ,求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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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年龄等等。从这个角度去看 ,社会路线有明显的约束性 ,因为大部

分都是由立法机构之类的社会机构确定的。有学者因此提出 , “社会机

构扮演了一种分类者的角色 ,将个体的转折点标准化 ,把个人的生命阶

段变为独断式的公共事件 ,成为一种`公共生命历程' ”(Buchmann ,

1989 ,转引自 Elder ,1998)。文革时期知青下乡和回城时间点的规定 ,就

是这种社会意志的极端体现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这种约束性不仅体现在社会机构的规定上 ,还体现在经济 、家庭 、

教育 、职业等种种社会文化领域的限制上。如由于居住条件和社会经

济水平的限制 ,以色列在二战后实行的集体托儿体制(Kibbutzim 集体

农庄),为孩子的成长确定了一种特殊的个人路线;又如大部分工业国

家中 ,教育机构为个体设计了统一的 、根据年龄和活动安排的结构化时

间表 ,留级 、晚入学等等脱离了这个时间表的事件会对孩子未来的道路

产生不良影响;职场情况也不例外 ,年龄级别与职位提升的关系密切 ,

什么年龄能升到局级 ,什么年龄能升到处级 ,不仅中国如此 ,西方企业

中也有类似的“玻璃天花板” 。

简而言之 ,从微观到宏观 ,每一种水平都会存在相应的社会路线制

定者和调控者。在个体水平 ,调控者可能是朋友 、雇主 、或者父母;在地

区水平 ,可能是当地社区 、学校;而宏观水平社会路线的最终决定者可

能是国家或者政府。“不同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对生命历程进行年龄分

层 ,每一水平的控制代码都对生命历程发展产生影响 ,监督并促使个体

符合一定的社会路线”(Sameroff &Suomi ,1996)。根据既定的时间表 ,

人们可以知道各种行为是否适时 ,也因而保证了社会发展的稳定与持

续。所以说 ,恰当时间的第一层含义实际上强调了作为社会文化模式

之集中体现的社会路线的意义 。

(二)个人路线:个人主动性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 ,从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角度出发 ,生命历程理论也

反对将社会路线视为个人生命历程的惟一决定因素 ,认为不仅历史时

间和社会变化对于塑造个体生命历程有重要意义 ,个人的选择和行动

对这种社会期望的解释也非常重要 ,用生态观的术语来说 ,即“近体过

程”才是最终决定个人生命历程的机制 。

事实上 ,生命历程研究显示 ,同一出生组的成员虽然可能经历相同

的社会事件 ,但其生命历程却并不完全协调同步。如纽加顿的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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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个体会出现种种对常规时间表的偏离;有关家庭变迁的研究也表

明 ,从 20世纪起西方社会就很难为个体的婚育时间确定一个明确的时

间表 ,社会路线的制约性正在不断减弱 。

所以 ,生命历程学派提出 ,在研究社会变迁的结果时 ,应该考虑到

特定路线或个人路线的存在。事实上不同学科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如为了实现多水平分析生命历程的目的 ,历史学家

采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 ,社会学家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心理学家则

主张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多学科的研究

方法结合在一起 ,真正实现宏观性和微观性的耦合 。

国内已有的生命历程研究非常重视以历史眼光来分析个人命运 ,

如文革 、改革开放 、三峡移民等 ,将个体或群体置于一定的历史社会事

件中 ,分析这些历史社会事件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

了一点 ,在受限制的环境下 ,个体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

择 ,而这恰恰是生命历程理论非常关注的问题 。发展的个体是一个动

力性的整体 ,既不是简单受制于社会路线的被动承受者 ,也不是情感 、

认知 、动机等元素的集合 。时空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个体的选择决策才

能渗透到生命历程的框架中去;表现在方法论上 ,即我们在关注社会属

性的同时 ,还需要关注个人属性 ,整合多学科的力量共同分析嵌套在不

同水平动力系统中的群体和个人。

(三)恰当时间的转变:人与环境匹配的视角

从恰当时间的第二层含义 ———“以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种转

变的过程” ———出发 ,生命历程理论非常重视对于“转变”的研究 。这里

所谓的转变和前面提到的社会规定的转变时间有所不同 ,强调的是将

历史时代要求与人类主动性相联系 。

为了进一步说明“转变”是如何将环境要求与人类主动性联系在一

起的 ,埃尔德提出了 5种联结机制:生命阶段 、社会需求 、控制循环 、彼

此联系的生命和强调机制 ,借助这 5种机制 ,我们可以寻找到合适的视

角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

1.生命阶段机制

根据该机制 ,转变效应与所处的生命阶段有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从

不同生命阶段的转变来分析人与环境的匹配度 。首先 ,同一“转变”对

不同年龄和担当不同角色的人的影响不同。譬如 ,离婚这一家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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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容易损伤青少年和年长儿童 ,而不是年幼儿童。另外 ,这一转变

在该生命阶段是意料中还是意料外的 ,作用也各不相同 ,最明显的例子

莫过于儿童期丧父或丧母 ,早期经验中亲子的这种变化比成人期丧父

或丧母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2.社会需求机制

指社会规定或新情境对个体的要求 。规定越多的社会或要求越多

的情境中 ,越容易出现迎合角色期望的个体行为。如传统社会中 ,个人

生命周期的转变往往倾向于符合社会时间表 ,越是封闭的乡村 ,婚龄 、

习俗对女性的约束就越大。而紧急状态下的家庭非常需要帮助性反

应 ,此刻 ,平时冲突严重的个体也可能彼此合作 ,如美国的 911灾后反

应研究 ,台湾的 920大地震研究 ,以及国内有关SARS的研究 ,都提供了

大量灾变增加凝聚力的实证数据。如何将社会情境的特点与个体需求

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未来的研究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3.控制循环机制

人们刚进入转变阶段时 ,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往往会下降 。转

变会使资源 、目标和成就之间出现分化 。分化越严重 ,失去控制的可能

性就越大 。对控制丧失的预期和体验会促使个体努力恢复控制

(Thomas拮抗理论 ,见 Elder , 1998)。一旦获得控制 ,期望或要求就会提

高 ,从而激发另一轮控制循环 。

埃尔德在研究大萧条时发现 ,收入骤减会通过控制循环中的这种

适应来影响儿童的发展。随着资源的持续减少 ,需求和资源之间的不

连续性会越来越大 ,从而使个体的失落感越来越强 ,为了恢复控制 ,家

庭决策者可能限制要求 、资源或者调整二者间的关系 ,如削减家庭消

费 ,降低生活标准 ,让更多的成员外出就业。这些适应不仅可能改变家

庭生命周期 ,对儿童将来的发展也造成重要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种控制循环也是个体主动性的一种表现 ,如何通过对这种动态过程

的揭示来体现个体的主动性 ,值得研究者深思 。

4.彼此联系的生命

该机制认为 ,转变效应是间接通过有关联的“他人”生命来实现的 。

人际网络为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提供了有形无形的支持。以准备怀孕

的子女与母亲为例 ,女儿怀孕这一事件会令母亲升级为祖母 ,故对大部

分母亲来说都是喜事 ,但对少女妈妈的母亲来说却是悲剧 ,女儿的这种

转变会直接影响与之联系的母亲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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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Coleman ,1987)提出“功能团体”的概念来描述彼此相关的

人 ,这一团体中无血缘关系的人彼此相关 ,共享一种价值。如乡村社区

和教区宗教团体 。在这种团体中长大的儿童更明白什么是适宜的或不

适宜的行为 ,这种团体更鼓励亲社会行为。但这种彼此的关联也使个

人的转变有了一种扩大效应 ,从而承受更多的群体压力 。在国内关于

三峡库区移民的研究中 ,这种彼此联系的特征之所以表现得比较明显 ,

与当地相对传统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有很大的关系 。

5.强调机制

通过这一机制 ,转变体验获得了与过去和历史的一种联系 。转变

对于个体来说也是一种选择 ,经历转变之后 ,个性中原有的某些特质可

能被放大 。如关于单亲家庭的一些研究发现 ,孩子行为问题并不是由

离婚这一转变带来的 ,而是在离婚前就存在 ,只是离婚这一事件对孩子

的问题行为起到了强调作用 ,从而让个人历史中的某些固有轨迹得到

了进一步的积累 。所以生命历程理论认为 ,生活史某种程度上是由个

人重构的 ,每一次转变都会使个体对以前的生活经验重新解释 ,而这种

重写会改变生活轨迹并使之变化。

根据上述五种机制 ,转变将背景与个人的主动性相结合 ,如果转变

发生或被安排在恰当时机就会非常受欢迎 ,如果在不恰当的时机则会

降低彼此联系的生命之间的支持 ,故生命历程理论非常重视对转变的

研究。以转变为切入点 ,多角度多水平地分析个体 、社会 、历史三个层

面的事件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反映 ,这对国内学者开展未来的研究不

失为一种新视角 。

自其于60年代诞生以来 ,生命历程理论在心理发展过程 —生命历

程—社会变化三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 ,其中一个基本假设即年龄

将人们置于社会结构和特定的同龄群组中 ,对年龄进行深入分析能够

帮助学者多方面了解社会变化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烙印 。生命历程理论

的时间观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 ,启发他们从三维的

空间去观察个人 ,还为社会事件赋予了历史纵深感。对于当代中国学

者来说 ,新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将西方的这种新思潮本土化 ,还在于如

何从中国的经验研究中寻找进一步值得拓展的空间 。总体来说 ,生命

历程理论所试图建立的是一种跨水平跨领域的宏观视域 ,但其落足点

还是更多地在于生命的发展轨迹 ,时间观对于它来说不仅是一种崭新

的解读社会的方式 ,还是重要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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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由于生命历程学派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 ,还有很多有待进一

步澄清的理论问题 ,如社会变迁中的时空结合问题 ,个人差异带来的不

同生长环境问题等等(Elder ,2001)。如何借鉴最新的研究技术 ,更好地

把这些复杂因素结合到生命历程研究中 ,将是未来该理论发展的重要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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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thus turned a new twis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und itself facing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crisis.In response to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stepping up its direct involvement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the countryside.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 if properly implemented , the latest trend points to the direction

whereby rural governance may be sustainabl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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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 relatively larger network size and more kinds of role relationship than working

class people.Second , PAs and white collars have more prominent social capital of

structural holes superior to working class.Third , compared with the workers , PAs have
higher social heterogeneity in gender , age and occupation index.In conclusion , PAs have
more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than workers.The above findings reveals the

insufficient differentiation of class structure.

Society , Market andValues:Signs of the whole change—Second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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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Xu Xinxin　82………………………………………………

Abstract:The paper reports rating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job preferences by rural

and urban Chinese residents.Us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N=3183)aged above 18

and comparing with the former research , the author found that rating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job preferences and real mobility situations by Chinese residents reflected the

deep changing process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First ,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lite

stratification leads to the change in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econd , changes in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social mobility lead to stronger
market preference increasingly.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take entrepreneurs as an
indicator of success.Thirdly , changes in cultural values are changing the whole Chinese

social personality.All signs show that China has from a period of single economic change

entered into a period of the whol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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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Abstract:Life Course studie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ecently.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since 1960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fe Course , Life cycle and Life History theories.After criticizing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Life Course concepts and paradigm ,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the Timing view of Life Course , a set of creative and heuristic concepts ,
should be invested more concern from domestic academia.

Evaluating Indexes of Husband and Wife' s Power and Woman Status in

Family:Reflection and review Xu Anqi　134……………………………

Abstract:This study questions previous research that took the variables such as “who
owns more family power” and “who perform more housework” as main indexes of woman

status in family.Instead , this paper used nine indexes belonging to“ individual autonomic
power in every aspect of family life” and “satisfaction for equality in marriage role” , and
manipulated “ relative resource theory” , “cultural norm theory” , “ theory of need for and

dependence of marriage” and “ process of power implementation” as multi-side affecting

variable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indexes and explanative framework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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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Xiaoxian　153

……………

…………………………………………………

Abstract:The author selected “Yinhua Match” , the largest women-centered labor match

in the central Shanxi plain during 1950s as topic.Based upon large numbers of oral

interviews ,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 , the author analyzed various facts behind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event , showe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women' s
liberation strategies , and presented how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y wer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when women were promote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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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ent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sociology , especially it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 provides us with an insightful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From the macr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globalization exemplifies

profou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trade regimes.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 the shift from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to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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