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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present thesis invest ig ated 341 empirical studies published in Socio-

logical Research during 1990s.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em-

pir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a.The following f inding s have been made:1)

In comparison w ith 1980s ,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empirical re-

search during 1990s.The studies ref lect enhanced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and regulari-

ty.2)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onsti tut 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ers;

sociology has reached a new stag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3)Yet many

deficiencies exist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ncrete research methods.Pragmatism , experi-

ence-inclination and policy-inclination ,which w ere characteristic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during 1980s , still remain.Chinese sociolog ists should made substantial im-

provements regarding the problems above.

　　中国大陆自 197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 ,已经走过 20年的发展历程 。这 20年也是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 、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作为一门经验性

和综合性的学科 ,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无疑受到时代的影响。一方面 ,社会学研究者努力追踪和

反映时代的变迁 ,研究和分析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不断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另一

方面 ,我国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又不断对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类型和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

本文试图考察如此背景下 ,近 10年来 ,在学科建设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中 ,中国社会学研究

(特别是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特点和趋势;并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的特点及存

在的问题进行方法论探讨 。

一 、对社会学重建时期的认识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首先是客观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社会

结构 、社会制度 、基础条件等),其次是从事社会学活动的各类人员的主观意向 ,最后是人们对

发展进程的认知 、思考以及相应的调整 。

9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在对 80年代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社会学界对 80

年代到 90年代初期的发展状况认识不一。一些学者强调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本土)性格 ,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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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强调 ,重建时期的社会学是一门“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

(费孝通 , 1994)。阎 认为 ,与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和 70 、80年代台湾 、香港等地区的社

会学相比 , 80年代中国(大陆)社会学更强调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 ,表现出“主体性格”和

“中国特色”(阎 ,1990)。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重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受到西方社会学

(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从而使中国学者认识到本国传统与当代社会学的

差距 ,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邓方 , 1990)。此外 ,许多研究者指出 , 8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

实用性格 ,其具体表现是问题取向 、政策取向和经验取向 ,而相对地忽视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 。

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认识 ,并从不同侧面概括了中国社

会学研究的特点 。但在某些方面仍缺乏深入研究:(1)以往研究一般是把中国社会学视为一个

整体来概括其总体特征 ,而没有考虑在重建时期社会学研究队伍的不同来源 ,以及社会学内部

不同分支领域的特点和差异。(2)缺乏对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

在理论上考察学科(理论 、方法及研究)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视角 ,如科学社会学 、知识

社会学 、反思社会学等等 。科学社会学主要关注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又

形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研究学科外部因素(社会 、政治 、经济环境等)对学科发展史的影响(称

为“外部史”研究);另一个是研究学科内部因素(如科学家集团 、权威结构 、派系 、评价机制等)

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内部因素研究与知识社会学 、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研究有很

多相似之处 。本文主要从外部因素的角度 ,运用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和科尔曼(James

Samual Coleman)的“结构影响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发展过程。

默顿的理论视角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其要点是:(1)社会结构对科学的

影响因科学的具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2)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因科学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

而不同;(3)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还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不同(默顿 ,1938)。科尔曼考察了

社会结构与应用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关系 ,从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较

系统的观点:(1)社会研究可分为应用研究和学科研究两个领域 ,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应用研

究的结果直接影响社会行动(实践)领域;而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建构本学科的知识与理论体系 ,

同时还反思和检验社会学知识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应用研

究的主题 、方法 、委托人(或责任结构)等等要素发生了本质变化 。(3)社会互动结构的变换 ,导

致社会学家研究重点的转变。例如 ,美国社会学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 ,是由于本世纪 30 、40年

代以来美国社会的互动结构由地方扩大到全国(科尔曼 ,1990:第 23章)。

从这一视角来看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社会改革对具体 、专业的社会学研究的需要;(2)社会

开放使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传入我国 ,促进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3)改革以来教育体

制的完善 ,促进了专业社会学人才的培养。

但在重建初期 ,由于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的成员大多数是其他专业“转行”的 ,或来自实际

部门的调查研究人员 ,缺乏社会学的专业基础和系统训练;因此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 ,学科与

非学科 、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不明显 。比如 ,冠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写 ,而

不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这种分工不明确的现象 ,在重建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直到 80年代末

期 ,随着大批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员加入研究队伍 ,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另外 ,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限制 ,80年代初期社会学的自身定位就存在一定缺陷 。例如 ,

为了减少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有意识地强调社会学的经验性和实用性 ,强调对具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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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的社会调查和对策研究 ,而回避对重大社会理论问题的学术探讨与争论 。又如 ,在对国

外社会学的学习和借鉴上 ,偏重于对技术性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学习与应用 ,而忽视对当代西

方社会学理论 、方法论的深入研讨;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 ,片面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或“中国特色”。

由此可见 ,结构因素对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既有促进作用 ,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

面 ,社会改革和结构变迁使社会调查和应用研究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 ,社会学学科知识得以普

及;另一方面 ,原有的研究基础条件和社会 、政治 、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 ,使得 80年代的社会学

研究凸显出经验取向和政策取向 ,并出现了以社会调查替代社会学调查研究 、以对策研究取代

学术研究 、以单纯的描述与记录作为学科研究的主要功能 ,以及问卷调查 、抽样调查 、民意调查

泛滥 ,科学主义 、实证主义盛行等等现象 。

80年代社会学重建时期的主要特征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概括的:表现出实用性格 、经验取

向 、政策取向和问题取向 ,以及学科制度化 、专业化程度较低;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缺乏理论性

和学术性。但这是就整体和主流而言的 。应当看到 , 80年代后期 ,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

和研究者群体当中已逐渐形成了学科意识 ,在研究论文和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学术性和规范

性 ,这为 9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打下了基础。

二 、90年代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

为了分析 90年代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特点 ,我们对 1990—2000年 4月发表在中国《社

会学研究》上的所有经验研究论文(共 341篇)进行了文献内容分析 。《社会学研究》是国内社

会学最主要的 、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刊物 ,在这十年中共发行 62 期(双月刊),发表各类文章

1221篇 。在这一刊物上发表的具有经验研究性的社会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反映和代表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① 的基本状况和研究水平 。

在分类定义的基础上 ,我们对每一篇经验研究论文的发表年份 、研究者单位 、研究主题 、研

究目的 、研究程序 、以及主要的研究方式 、抽样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 、资料分析方法等 9个变量

进行归类和编码(见表 1),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果和概括 。

1.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力军 。研究者队伍的整体素质有

了很大提高。

我们对这十年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进行了统计(见表 2)。十年来 ,高等院校与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经验研究论文共有 242 篇 ,占总体的 71%,大大

高于非院校与省市社会科学院部门(99篇 ,占总体的 29%)。而且在分时段的考察中 ,“高等院

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 1990-1994 年发表经验研究论文有 95 篇 , 占此时段的 59.7%;

1995 —2000年有 147篇 ,占此时段的 80.8%。这些结果说明 , 9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与非学

术 、专业与非专业研究之间分工的日益明确 ,非专业人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调查报告的

比例逐渐减少。另外 ,尽管还未能完全实行匿名评审制度 ,但是以《社会学研究》为代表的学术

刊物的主编及编辑们 ,已经偏重于从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部门的研究者中选取优秀论文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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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社会学制度化与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表 1　 变量的分类

变量 分类

年份 1990-2000

研究者单位

1 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3 省市社会科学院(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4 专业研究部门(如零点调查公司)

5 政府机构(如政府政策研究室)

6 其他

研究方式

1 实地研究

2 统计调查

3 实验研究

4 文献研究

5 其他

调查对象的抽样类型

1 普遍调查

2 非随机抽样调查

3 随机抽样调查

4 个案调查

5 其他

资料收集方法

1 参与观察

2 无结构访谈

3 结构式访问

4 问卷调查

5 文献收集

6 实验

7 其他

资料分析方法

1 简单统计分析(分类 、百分比 、单变量分析……)

2 中级统计分析(相关 、回归 、双变量分析……)

3 高级统计分析(多变量分析 、统计模型 、网络分析……)

4 实地调查定性分析

5 文献定性分析

6 统计文献分析

7 二次分析

8 文献内容分析

9 实验分析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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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 分类

年份 1990-2000

研究程序分类

1 假设检验逻辑(有明确的理论假设)

2 归纳逻辑(无明确的理论假设)

3 其他

主题分类

1 理论 、方法 、社会学史

2 社区 、城乡发展 、现代化

3 文化 、社会心理

4 人口 、群体

5 社会结构

6 妇女问题

7 家庭(婚姻)、生活方式

8 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

9 社会问题

10 其他

研究目的分类

1 学科理论研究

2 应用研究

3 其他

　表 2　 研究者单位分布

单位 1990-2000 1990-1994 1995-2000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高等院校 169 49.6 59 37.1 110 60.4

中国社会科学院 73 21.4 36 22.6 37 20.3

省市社会科学院 48 14.1 29 18.2 19 10.4

专业研究部门 18 5.3 9 5.7 9 4.9

政府机构 32 9.4 25 15.7 7 3.8

其他 1 0.3 1 0.6

总计 341 100.0 159 100.0 182 100.0

此外 , 1991-1995年《社会学研究》作者中 ,具有高级职称的占 47.78%, 中级职称的占

27.3%;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和在读博士生 、硕士生占 12.8%。作者群的平均年龄是 41

岁 ,高峰值在 25-49岁之间(魏屹东 、邢润川 ,1996)。这些都表明 ,中国社会学研究无论从制

度环境 、发展目标 ,还是在人才资源上都已进入了学科发展的新阶段 ———制度化与专业化 。

2.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与我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 ,研究重点随社会发展而发生变

化。

我们将研究主题分为九大类 ,并将研究论文分为两个时段进行统计分析。

1990-1994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最关注的 4个主题类别是:1.“社区 、城乡 、发展 、现代化”

42



36篇(占此时段的 22.6%);2.“人口 、群体” 32 篇(20.1%);3.“文化 、社会心理” 25 篇

(15.7%);4.“家庭(婚姻)、生活方式”22篇(13.8%)。

1995-200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最关注的 4个主题类别是:1.“人口 、群体”43篇(占此时段

的 23.6%);2.“社会结构”25篇(13.7%);3.“家庭(婚姻)、生活方式”24 篇(13.2%);“文化 、

社会心理”23篇(12.6%)。

在两个时段间变化较大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结构”(从 5%上升到 13.7%),“妇女研究”

(从 4%上升到 9%),“社区 、城乡发展 、现代化”(从 22.6%下降到 10%)。

社会结构研究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如果说 ,1990—1994 年社会结构研究的重点是

从宏观整体上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那么 ,近几年则是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

和层面(如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农村组织结构 、阶层结构等)。例如王汉生 、张静等人对农村基

层组织的研究 ,李培林对国有企业的研究 ,李路路 、戴建中对私营企业的研究 ,李强对社会阶层

的研究等等。

90年代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应用研究 。10 年来 ,研究者对乡镇企业发展问题 、

国营企业改革问题 、农民工流动问题 、职工下岗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城市犯罪问题等

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90年代后期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社会学研究者又针对

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如环境社会学 、医学社会学 、性别社会学 、社

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跨文化研究等等 ,说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立足于中国社会

的现实问题。

3.目前中国社会学仍存在重经验(描述)、轻理论(解释),重应用研究 、轻学术研究的倾

向。但随着学科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 ,90年代以来 ,在一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中 ,已较为

重视学科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 。

从研究主题分类统计上看 ,这十年“社会学理论 、方法 、社会学史”方面的经验研究论文只

有7篇 ,占总体的 2%。从“研究目的”分类统计上看 ,理论性的经验研究论文只有 18篇 ,占

5%(应用研究的论文占 95%)。①

从研究程序分类统计上看 ,341 篇论文中采用归纳逻辑(即没有明确的理论假设)的研究

论文有 247篇 ,占总体的 72.2%;而采用假设检验逻辑(有明确的理论假设)的论文占 27.6%。

有的研究者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指出 90年代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 131篇社会调

查报告中 ,有明确理论前提的报告只有 38篇 ,占 29%(刘少杰 ,2000)。

但是也可以看到 ,90年代以来在一些研究领域中 ,如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 、生活质量

研究 、社会网研究等 ,研究者对以往的理论文献有较好的把握 ,经验资料与理论和方法的结合

比较紧密 ,因此研究论文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较强 。此外 ,在一些比较成熟 、研究积累较多的分

支学科(如社会人口学 、社会心理学 、家庭社会学 、社会结构研究等)已初步建立了分支学科的

理论体系和学术规范 。

4.统计调查与实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并成为社会学学科研

究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90年代后期 ,实地研究方法的应用比例明显增加 ,反映了研究方法

的多元化趋势(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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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验研究是与基础理论研究(或纯理论研究)相对应的 ,后者是指在建立一种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但又不以经验
资料加以系统验证的研究。从研究目的上区分 ,经验研究可分为应用研究(旨在解决实践问题)和学科理论研究
(旨在用经验资料建立或检验学科知识的研究)两大类(参见科尔曼 , 《社会理论的基础》 ,第 23章)。



　表 3　 研究方式的分类统计

研究方式 广义经验研究的研究方式 狭义经验研究的研究方式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实地研究 81 23.8 81 47.1

统计调查 90 26.4 90 52.3

实验研究 1 0.3 1 0.6

文献研究 169 49.6

总计 341 100.0 172 100.0

从 80年代中期开始 ,统计调查(主要是问卷调查)就成为我国调查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研究

方式。所谓统计调查(survey)是指运用结构式的调查方法 、抽样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的

调查研究(袁方 ,1997)。但到 90年代后期 ,实地研究方式的应用明显增加 ,这说明 ,我国经验

研究方法从偏重问卷调查走向多元化。实地研究来自多个学科和不同的研究传统 ,这些多样

化的研究方法在对社区 、群体 、组织等目前社会学的主要课题进行较长期 、深入的微观研究方

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0-1994年 ,采用统计调查的论文有 44篇 ,占此时段的 61.1%,高于实地研究论文(28

篇 ,占 38.9%)。而在 1995-2000年 ,运用实地研究方法的论文有 53篇 ,占 53.0%,超过了统

计调查论文(46.0%)。

统计调查与实地研究这两种主要的社会学研究方式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统计调查

方式是在 80年代的问卷调查 、抽样调查的“热潮”之后 ,通过反思和学习才逐渐完善的。1995

年以来举办的几期“社会学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 , 1997 年在上海举办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设

计”培训班 ,以及近几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课题”项目 ,都促进了规范的实证

研究方式的普及与提高。此外 ,近几年在专业刊物(如《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较规范的实证

研究论文 ,以及海外中国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都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

实地研究方式的发展则汇集了不同学科 、不同研究传统的方法:(1)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

学的社区研究传统(以费孝通的农村研究为代表)。(2)1979 年以前我国的政策研究人员较熟

悉的典型调查 、蹲点调查的传统 。(3)文化人类学 、民族学的田野调查(field w ork)和民族志

(ethnog raphy)方法(90年代以来在一些分支领域 ,如社会人类学 、民族社会学 、农村宗族研究 ,

研究者逐渐掌握了规范的 、国际通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方法)。(4)历史学的口述史研

究方法(这种方法在近几十年被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 ,如政治学 、人类学 、社会学 、

经济学;90年代 ,我国社会学家在一些分支领域的研究中 ,也运用和发展了这种方法)。此外 ,

还有来自犯罪社会学 、医学社会学传统的个案研究法 、生活史研究法等等 。在 90年代的经验

研究中 ,各种不同来源的实地研究方法 ,一方面 ,在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研究领域中进一步发展 ,

另一方面 ,通过交流和借鉴又形成一些综合式的研究方法 ,例如参与观察结合个案研究 、在社

区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等。

5.文献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方式 ,在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中仍被广泛运用 。90

年代的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现存统计资料和官方文献进行描述性研究。

文献研究是利用第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 。90年代 ,采用文献研究的

论文有 169篇 ,占经验研究论文总体的 49%(见表 3)。从研究者单位的角度分析 ,文献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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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的研究论文中均占 50%左右。这种利用“图书馆”的研究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资料

的系统性 、完整性难以保障 ,缺乏有关新现象 、新问题的第一手资料等等),但对以往的资料进

行进一步的整理和深入分析是很必要的 ,这有助于得到新的启示与结论。

文献研究的资料分析方法主要有:文献定性分析 、统计文献分析 、二次分析和文献内容分

析。其中 ,统计文献分析被运用得最多(有 118篇 ,占所有文献研究的 70%)。此外 ,许多研究

是在实地收集政府文件 、统计报表和汇报总结材料(36篇 ,占实地研究的 43%)。这说明目前

的文献研究 ,主要是利用现存统计资料和官方文献作描述性的概况研究 ,较少利用历史文献 、

个人文献进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

6.近几年来 ,经验研究中具体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这不仅反映

了方法论倾向的变化 ,而且也反映了社会结构变化对研究方法精细化的要求。

由表 4可以看出 ,90年代在利用第一手资料的狭义经验研究中 ,研究者在实地收集资料

的方法有多种 ,其中“问卷调查”(占 48.8%)和“文献收集”(占 20.9%)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表 4　 资料收集方法分类统计

资料收集方法 参与观察 无结构访谈结构式访谈 问卷调查 文献收集 实验 其他 总计

狭义
频次 15 19 16 84 36 1 1 172

频率% 8.7 11.0 9.3 48.8 20.9 0.6 0.6 100.0

广义
频次 15 19 16 85 204 1 1 341

频率% 4.4 5.6 4.7 24.9 59.8 0.3 0.3 100.0

分年段统计后发现 ,近 5年来采用“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论文比例明显上升(“参

与观察”由 3%上升到 13%,“无结构访谈”由 1.5%上升到 18%)。再加入“研究者单位”这一

因素进行分析还发现 , “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在 1995—2000年的大幅增长也主要“发生”

在院校 。说明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研究者已不仅仅依靠问卷调查进行经验研究 ,而且更多地

采用实地参与观察 、访问的方法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性研究 。此外 ,这种变化还反映出研究者

对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 。

结合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 ,可看出指导经验研究的方法论思想的某些变化:(1)80年代我

国社会学研究更多地受到美国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 , 90年代以来通过对实证主义 、科学主

义的批判以及欧洲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引入 ,我国学者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和定性

研究方法的作用有了更新的认识。(2)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 ,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和重点也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许多研究者认识到 ,经验研究不能停留在仅仅对社会现象作宏观的整体

描述 ,而且应当对各种具体现象的深层动因和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 。这就需要以人

文学科的或阐释学的方法论为指导 ,运用深入访谈 、解剖个案等实地调查方法。

7.与 80年代相比 ,研究论文的质量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都有很大提高 ,但在具体方法的

应用上仍存在一些不足 ,与国外社会学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

一般来说 ,经验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取决于资料 、理论 、方法三个方面。90 年代以来 ,我国

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在资料的客观性和充分性 、理论的系统性与承续性 、方法的科学性与恰当性

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 。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者已普遍了解了适用于本领域的研究方法 、调查

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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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资料分析方法分类统计

资料分析

方法

简单统计

分析

中级统计

分析

高级统计

分析

实地调查

定性分析

文献定性

分析

统计文献

分析
实验分析 总计

频次 51 29 18 54 13 6 1 172

频率% 29.7 16.9 10.5 31.4 7.6 3.5 0.6 100.0

在实证研究中 ,中 、高级统计分析的运用情况 ,往往是考察学科的科学化 、专业化水平的重

要指标 。虽然在 90 年代的研究论文中 ,采用中 、高级统计分析的论文所占比例并不高(占

27.3%),但是采用高级统计分析的论文比例有明显增长 ,从 1990-1994年的 6.9%(5篇)上

升到 1995-2000年的 13.0%(13篇)。

然而 ,与国外社会学研究的水平相比 ,我国社会学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还存在着某些不

足:(1)在统计调查论文中 ,仍有一定数量的论文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假设 ,使得定量数据缺乏

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影响了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2)在实地研究中 ,大量使用内容和

可靠性十分有限的官方文献资料降低了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3)在问卷调查中 ,非随机抽

样方法所占的比例过大(占 39%),使许多问卷调查结果不能准确恰当地推论到总体 ,降低了

研究的意义与价值。(4)统计分析的水平普遍偏低和使用中 、高级统计分析的人群过于集中 ,

对学科技术手段和学科专业化的发展产生制约。

三 、对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其方法的反思

从 90年代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特征上 ,可反映出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状况和基本

走向。其中的一个主要走向 ,是各个分支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者都在努力提高研究论文的质量

和水平 ,提高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通过学科制度化和专业化建设 ,通过与国际社会学

界的交流 ,通过研究者自觉 、有意识地掌握现代社会学研究的范式 ,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 ,如何处理学科研究与非学科研究的关系 ?

如何看待国外社会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的 ,甚至相互对立的研究范式? 如何在与“国际通行的规

范研究”接轨的同时 ,保持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特色”和“本土性” ?如何回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对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质疑和挑战? 等等 。本文在此对有关的方法论问题作简短的讨论。

1.学科制度化和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 ,有助于学术发展和知识创新 。

但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研究方法和手段越来越复杂 ,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后现代主义者对

此进行了大量揭露 ,如“科学主义” 、“学术霸权” 、“专家统治” 、“知识狭窄化”等等)。从默顿的

科学社会学理论来说 ,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消极现象 ,不是科学自身的现象 ,而是社会结构 、社会

制度不完善所产生的新现象。因为 ,在任何领域(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科学 、教育)中 ,社会

分工的细化 ,一方面会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会打破原有的组织结构和互动结构;如果不在社会

结构和社会制度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就会产生消极现象 。要避免或减少社会学学科制度化(包

括学科与非学科研究的分工 ,以及学科内部的专业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就要在组织上和制

度安排上进行调整。目前 ,许多社会学者都意识到应当扩大学科之间 、专业之间 、专业与非专

业人员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从事调查研究 、组织研究课题 、召开学术会议 、培养专业人才 、安

排课程结构等方面 ,都应当考虑与不同学科 、不同专业 ,以及实际工作部门进行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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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社会学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包括中国本土形成的一些范式)的

科学性及优缺点 ,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主题 ,由此也引发了长期的方法论论战。从学科内

部 、从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角度讨论与争论是必要的 ,这有助于各种研究方式的改进与完善 。可

以从本体论 、认识论 、知识论等方面对本学科 、本领域 、本专业(或分支学科)的研究及研究方法

进行反思;也可以对本学科一些占主流地位的认识提出质疑和批判 ,例如近 30年对实证主义

及其研究范式的批判 。我国社会学界目前还缺乏对各种范式的 、较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方法

论和方法研究同理论研究一样 ,同样是中国社会学的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 ,从学科外部(包括学科之间 、学科与社会 、学科与非学科)的角度 ,反思和探讨社

会学研究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局限性也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学研究及

知识体系只是众多知识中的一种 ,它对于社会认识和社会发展有特定的功能 ,但它不能取代其

他学科的知识体系 ,也不能取代实践知识和本土知识 ,正如其他知识不能取代社会学知识一

样。同样 ,在社会学内部各分支领域中 ,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有特定的功能;有

些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 ,有些方法是独立发挥作用 ,它们不能相互取代 。但是各种研究范

式之间也需要经常进行对话和交流 。

3.从外部结构因素分析社会变迁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一方面 ,应当看到 ,改革的深入 ,对

定性研究 、个案研究 、理解社会学研究 ,以及常人方法学 、关系分析 、“过程事件”分析 、话语分

析 、本土知识分析等等研究方法的需求———这些方法有助于揭示各种地方性的 、独特的 、微妙

的现象或机制 ,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或知识)背景下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另一方面 ,也应当

认识到 ,在全球化 、信息化的社会中 ,会产生一些新的 、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现象。因此 ,实证

的 、定量的因果分析方法仍需要不断发展 ,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美国社会学芝

加哥学派的主流地位被哥伦比亚学派所取代之后 ,虽然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是实证研究和

统计调查 ,但是各种非实证性的研究方式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历史社会学 、常人方法学 、现象学

社会学 、释义学 、语义学的方法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发展具

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 ,结构变迁虽然会导致研究重点和研究范式的改变 ,但是却不能改变

社会现象的多样性。

4.90年代我国社会学研究仍表现出实用性格 、经验取向和政策取向 ,并有意回避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 。因此 ,由 80年代学科定位缺陷所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不完善的状况依

然存在。

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包含哈贝马斯(Jǜrgen Habermas)所说的三种知识类型:即经验分析知

识 、历史—释义学知识 、批判—反思性知识。经验分析知识侧重对普遍规律的探求 ,它是以普

遍命题推演出经验命题来达到对现实事物的解释 、预测和工具性控制。历史 —释义学知识侧

重于理解 、阐释历史和他人所表述的主观意义 ,这种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与历史(或传统)、与他

人的对话和相互沟通而对社会历史现象达到主体间的共识 。批判—反思性知识侧重对社会现

实 、对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它通过对社会弊病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揭露 、批驳 ,使人

从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 ,并提供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哈贝马斯 ,1968/1999)。

理论性的经验研究有助于发展这三类学科知识。如果说 , 90年代经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和规范化促进了第一类理论知识的发展 ,近年来人文取向的 、释义性的实地研究促进了第二类

理论知识的发展;那么 ,目前所缺乏的是批判取向的经验研究 ,而这种理论知识是任何社会所

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当代社会 ,面对知识经济 、网络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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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面临着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将向何处发展的重大问题 ,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对与此相关的

各种理论问题提供本学科的 、扎根于本土社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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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成立社会学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 ,厦门大学于 2000年 3 月正式成立社会学系。自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 ,厦门大学哲学系和政治系分别有多位教师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 。经国家教委批准 , 1993年厦门大学哲学系开设社会工作专业 ,并开始招收本科生 。

目前的社会学系就是在哲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上成立的。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隶属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由张友琴副教授任系主任 ,胡荣教授为该系

学术带头人。该系现有多名从美国 、荷兰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成回来的社会学博士担任教学

和研究任务 ,并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学 、社会政策研究和人口社会学三个较有特色的研究方

向。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竭诚欢迎海内外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同仁到厦门大学工作 。联系电

话:0592-2186379。

E-mail:hurong@jing xian.xmu.edu.cn

(阿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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