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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rticl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ociology in China in the last

tw o decades.Several nationw ide research projects on family of urban and rural China has

been conducted by Chinese family sociologists during this period.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ojects are not only in having some f inding s in family studies but also in get ting a

research team in family studies in China into shape.In the passed tw enty years , the stud-

ies on the change in all aspects of family have made g reat prog ress too.It might be ex-

pected that family studies in China would f rui t more in the coming tw o decades.

　　

一

自 1979年中国大陆恢复重建社会学算起 ,中国大陆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 20年

的奋斗道路。这 20年 ,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 20年 ,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转型的 20年 ,是中国大陆社会因此发生巨大而深刻变迁的 20年。中国社会的这种变

迁 ,对中国的社会学者而言是难得的机遇———他们因此获得了参与 、近距离观察和研究正在急

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的机会 。中国大陆的家庭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并取得发展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自 50年代初起 ,中断了将近 30 年。因此 ,家庭

社会学和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 ,在其刚起步的时候 ,几乎是一片空白 ,人才 、研究和资料

积累差不多都无从谈起。但是 ,应该说自家庭社会学的恢复和学科重建起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

关心支持和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具体指导下 ,它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恪守这样的宗旨 ,即以认识中

国城乡家庭的现状 ,认识和揭示家庭与社会所发生的相互作用及其在社会影响下自身演变的

规律为目标 ,体现了中国家庭社会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他们对普通城乡家庭和居民的

关怀和他们的学术良心。从社会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就必须将学科的

发展牢固放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 。因此 ,经验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家庭社会学这 20年发

展的主要线索 ,也是学科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 。

二

实践出真知 ,也出人才。我们现有的一支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队伍 ,就是在经验研究的实践

中得到锻炼并不断提高的 。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在从事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六五”

规划的重点项目“五城市家庭研究”时参加到“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中来的 。但是 ,难能可贵的

是 ,20年里 ,他们始终不改初衷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在实践中把握中国城乡家庭在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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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导致的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变迁的脉搏 ,探索这种变迁的规律。自“五城市家庭研究”起 ,他们

先后完成了“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 、“七城市家庭研究”(即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

和“现代城乡家庭研究”等面向全国的课题 ,在实践中学习和探索 ,不断地总结经验 ,从理论和

方法两个方面逐步提高了研究的水平 ,使研究越来越规范 ,越来越科学 ,越来越与国际上家庭

社会学的研究接轨。“七城市家庭研究”与“五城市家庭研究”相比 ,在很多方面有了改进 ,比

如 ,它在总结以往家庭研究取得的发现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假设 ,并且在抽样方

法上有重大改变 ,变“五城市家庭研究”的立意整群抽样为分层多段概率抽样的方法 ,使调查获

得的资料至少在次级样本的层次(即七个城市自身)能够做统计推论 ,同时由于考虑到城市分

布的地区代表性 ,对需调查的城市也作了调整 ,这样就使各个城市的资料能作一个地理区域之

间的比较 。而这种地理区域的比较背后则隐含着一个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变迁在我国东部和

西部 、沿海和内地之间存在着一种速度差别 ,并且这种差别会导致各地家庭变迁的程度差别的

预设。由于所选择城市的地区代表性 ,这种比较的结果也可大致得到对中国大城市家庭现状

和变迁的一个概貌式的把握。由这些课题的实施 ,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就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资

料积累的范围(尽管这样的资料积累也很重要)。还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在做每个课题时都力

求对前面的课题有所超越 ,不断提高研究的层次 。像现代城乡家庭研究就采取了城乡比较的

新方法 ,试图通过这样的视角来透视城乡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速度对城乡家庭变迁带来的不同

影响 ,回答农村家庭变迁是否会因袭城市家庭变迁所走过的道路的问题。

家庭社会学的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合作。家庭与婚姻不但是

家庭社会学工作者关注的领域 ,同样也为社会各界(尤其是妇女界)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

士所关注。20年来 ,他们也在这个领域中做了大量的探索 ,取得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提

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 ,其中不乏对家庭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有启迪的内容。通过专

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些成果也为专业人员所吸收 ,有些还运用到实际的经

验研究中 ,对学科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还应该指出的是 ,从“五城市家庭研究”开始 ,家庭社

会学的专业人员所从事的都是全国范围的大型社会调查 ,像这样的调查 ,没有各级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和配合要想顺利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

件。中国的家庭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工作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

三

借鉴国外社会学 ,尤其是家庭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也是中国家庭社会学取得发展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方面 ,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80年代

初 ,家庭社会学刚刚起步 ,虽然从经验研究入手这个方向已经确定 ,但是如何实行还茫无头绪 。

这时 ,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们得以和国外社会学界的学者进行交流 ,了解到他们作经验研

究的一系列的规范和方法 ,同时也请来国外的专家对国内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人员进行培

训 ,可以说自“五城市家庭研究”起 ,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这些专业人员大都接受过这样的培

训。这就为经验研究的开展打下了一个较为可靠的科学性基础 。而“五城市家庭研究”的问卷

设计也借鉴了国外同类研究的问卷内容 ,其中也包括了信息转换的方法(以便电子计算机处理

数据)。“五城市家庭研究”也是国内经验研究中较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资料的大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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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之一 ,可以说在这一方面 ,家庭社会学自起步开始 ,就大致与国际上这一方面的发展保持

同步 ,现在在软件应用 、误差控制和统计分析等方面都可以达到和国际对话的水平 。而且 ,随

着一次一次调查资料的积累 ,我们在家庭社会学研究方面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规模和规范化

的数据库 ,这不仅可以作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基础 ,也可以给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创造一个良好

的条件。20年来 ,中国的家庭社会学在这一方面确实有长足的进步 。

由于学科的特点 ,中国的家庭社会学自重建以来 ,一直关注宏观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

现代化的进程)对家庭制度变迁的影响 。这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持 。因此 ,借鉴国外有关家庭和

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就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 ,国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都对家

庭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国外在 60年代之后虽然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有很多批评 ,但是

结构功能主义对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却有不小的帮助 。在宏观上 ,它可以解释社会变迁与家

庭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在微观上 ,它可以解释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之间的关系 ,使我们能够

透视家庭功能 、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从而将家庭功能 、家庭结构和家庭

关系的变迁与家庭制度的变迁联系起来 。80年代我们所做的“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

化”这一课题就试图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作为社会变迁影

响家庭的一个突破口 ,进而全面考察农村家庭于此之后在婚姻 、家庭功能 、家庭结构和家庭关

系诸方面发生的变化 ,以达到对农村家庭演变规律的认识。这一假设非常清楚 ,就是以结构功

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

除此之外 ,现代化理论也对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有不小的帮助。现代化理论从两个方

面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其一是在社会变迁和家庭变迁的方向方面 ,它认为在社会现代化

进程中家庭变迁的方向基本上是和社会变迁的方向一致的 ,并且还认为只有生产方式的改变

才会最终导致家庭制度的变化 。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方

向是逐渐接近城市家庭的模式 ,而落后的农村地区只要开始现代化进程 ,那么它们也将基本沿

袭发达地区的家庭变迁进程 ,并且这种变迁将明显带有家庭制度变迁的性质 。其二是在家庭

变迁的最终目标方面 ,它认为变迁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家庭制度 ,并

且将家庭和社会作一明确的区分 ,即把家庭仅仅看作是个人私生活的场所 。显然 ,这对我们考

察当前城市家庭的变迁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农村地区的家庭变迁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

当然 ,国外家庭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发展 ,新的理论也不断被介绍进来 ,中国家庭社会学研

究要想不断取得发展 ,就要善于借鉴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 。在《现代城乡家庭研究》中就借鉴

了生命过程理论和家庭策略的理论来考察家庭面对社会变迁不同的应对措施和导致这种不同

的原因 ,这将为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 。

在借鉴国外有关家庭社会学理论的同时 ,中国的家庭社会学工作者也注意吸收国内社会

学研究的成果来提升研究层次 。比如对作为家庭变迁前提的城乡社会变迁的特征把握 ,就很

明显借鉴了国内城乡社会结构研究的成果。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和其他分支社会学的研究就是

这样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 。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才得以不断深入 。比起 80年代初期 ,我们

对中国城乡家庭的认识显然要深入多了。我们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论见解 ,比如像“核心功

能”的概念及家庭结构 、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我们对农村和城市在改革

开放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分化有了深刻和具体形象的认识 ,并把这些作为考察城市家庭的社会

背景;我们对区域亚文化在城乡家庭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有清楚的认识 ,并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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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未来家庭社会学研究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对城乡家庭变迁的过程和家庭的各个侧面

(家庭功能 、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如何发生变迁及其变迁的特点也都有了较以前更全面和更

系统的把握。总之 ,与 20年前相比 ,可以说我们已经能看到一幅活生生的城乡家庭制度变迁

的图画。

四

在历史的长河中 ,20年的时间犹如一瞬 ,转眼即逝 。但对个人来说 ,它却是极珍贵的年

华。它可以使一个小孩变成朝气蓬勃的青年 ,也可以使一个青年步入他生命的黄金时代 ———

成熟的中年 。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没有辜负这 20年 。我们付出了很多 ,但也有令人欣喜的收

获 ,这些收获中最主要的我想无过于我们有了一支有一定学术素养 、能独立完成大型科研项目

的规范化的教学和研究队伍(虽然规模不大);其次则在于我们的学科建设 ,我们在理论和方法

上逐渐的成熟和完善 ,这也为中国家庭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然 ,我们仍然有许多

不足 ,我们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借鉴 、对正在变迁中的中国城乡家庭制度特征的认识与把握都

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我们的研究队伍也需要有更多的新生力量的加入以促进学科的繁荣和

不断发展 。但是 ,不管如何 ,在这 20年中 ,我们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

即将迈入一个新的世纪 ,我们面前仍然任重道远。如果说在过去 20年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

耕耘的话 ,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中首先要做的事情恐怕就是收获———开发利用我们手中已有

的资料 ,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深入开掘 ,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城乡家庭的认识 。因此 ,我们决

不能停滞不前。我相信 ,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我们就一定能迎来

家庭社会学更为灿烂的明天。

责任编辑:张志敏　　

更　　正

　　本刊 2000年第 4期“编辑部报告”中的“社会界”应为“社会学界”;“重实求和”应改写

为“从实求知” ;“白花齐放”应为“百花齐放” 。我们特此更正 ,并向热心的读者致以真挚的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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