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谭　明　方

　　当前 ,在我国社会学理论界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研究特点” 、“研究对象”

以及“研究范式”等研究范畴的研究 ,存在着较大的偏误 。其主要原因 ,是研究者们忽

视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是关于“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作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的问题 。从社会学理论

研究的逻辑上讲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应该是决定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研究特

点” 、“研究对象” 、“逻辑出发点” 、“研究范式” 、“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总根源” 。

作者:谭明方 ,男 ,1956年生 ,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讲师。

一 、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必要性

在我国 ,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学研究者都认同这样的观点 ,即把社会学看成是从“整体的角

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学科;认为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特点 ,就是将一种社会事物或社会

现象与其他相互关联的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系统地 、整体地”考察 。并且 ,在

此基础上 ,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整体” ,或者“社会系统” 、“社会整体良性运行的

机制和条件” 、“社会生活”等 。我们认为 ,这种对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研究特点” 、“研究对

象”的认识 ,其实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的误解 。而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研

究者们在提出上述各种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时 ,缺乏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1.从对社会学“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的研究状况看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必要性

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的问题 ,是关于社会学在对社会进行研究时 ,与其它的

社会科学有什么不同的特殊性的问题。社会学显然不是像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教育学等学

科那样只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一个特殊领域的学科 ,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 ,使研究者们产生了社

会学是“对社会作整体研究”的推断 。并且 ,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区分 ,才可能将社会学与其它的

社会科学相互区别开来。可见 ,形成这种关于社会学“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的观点的基础 ,

并不是基于对社会学深层次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而仅仅是以否定“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

的某个具体领域”的观点为基础 ,从直觉上进行推断的结果。而从逻辑学的角度上讲 ,否定社

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个具体领域 ,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整体” 。而我

们的许多研究者 ,恰恰是根据这种否定 ,来推断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角度”和“特点”的。

其实 ,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时的“角度”和“特点” ,是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为基础的 ,

或者说 ,是受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所支配的 。因为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表明了社会学所关

注的有关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特定的认识问题。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就是对这种问题的回答 。

因此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限定了它所考察的特定的社会事物 ,以及这些社会事物之间的相

互关系。正是因为社会学只对特定的社会事物 、以及这些社会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 ,

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学研究社会时的特殊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 。

31

社会学研究 1996年第 5期



2.从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看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必要性

当前 ,我国社会学理论界对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主要观点 ,可以大致归纳为:“社会整

体”或者“社会系统”的观点;社会系统中各种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观点;“社会整

体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的观点;以及“社会生活”的观点等。其实 ,只要稍加分析 ,我们就不

难看出 ,以上各种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实质都是同一种观点 ,只不过在强调的侧面

上有所不同罢了 。因为 ,无论是强调社会的“整体性”的观点 ,还是强调社会中各种构成要素的

“相互关系”的观点 ,或者是强调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的观点 ,都是以把社会学

认定为是研究“整个社会”的思想为基础的。也许提出这些观点的研究者们的初衷 ,的确是希

望把社会学当作一门具体社会科学的学科来建设。但是 ,在对社会科学体系进行考察的过程

中 ,似乎所有的“局部”都已经被有关的社会科学在研究 ,因而 ,社会学除了从社会的“整体”上

进行研究这条唯一的出路以外 ,好像再也找不到能切切实实地把社会学定义成一门具体社会

科学的办法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们考察一下社会哲学在研究什么 ,他们也许就不会再为自

己的观点而悠然自得了。换句话说 ,以上的各种观点所要考察的问题 ,其实都是社会哲学正在

研究的问题 ,或者说 ,是必然由社会哲学来进行研究的问题 。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者仅仅只是根据社会学对社会现象进

行研究时的某些方法上的“特征” ,来推断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差别 ,进而依此来定义社会

学“研究对象”的结果 。比如 ,一些研究者把杜尔克姆(E.Durkheim)强调社会学要研究“社会

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 ,和 M.韦伯(Max Weber)对“宗教教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

的相互关系的经典研究 ,都极其简单地理解为是在把“各种社会事物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地研

究” ,而根本没有去考察隐含于这些经典“论述”和经典“研究”背后的 、深层次的社会学“基本问

题” ;也就是说 ,没有去思考杜尔克姆对社会进行研究时 ,为什么要强调对“社会事实”进行分

析 ,也没有去思考 M .韦伯对社会的研究为什么却要强调对“人们行为的主观意图”进行理解 ,

更没有把这二位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哲学流派的经典社会学家的“社会观” ,与他们进

行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联系起来加以思考 ,结果必然是舍本逐末。

3.从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认识状况看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必要性

我国恢复社会学研究以来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中 ,对社会学范畴“体系”的展开 ,都

是从“个人的社会化”范畴的叙述开始的 ,而不论研究者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持何种看法;然

后 ,千篇一律地都经由“地位” 、“角色” 、“群体” 、“组织” 、“社区” ,再到“阶层” 、“阶级” ,最后是

“社会结构” 、“社会制度” 、“社会问题” 、“社会变迁”等。对社会学范畴的展开作上述排序 ,并不

是基于研究者的某种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必然性。因为 ,从逻辑上讲 ,研究者对社会学“研究

对象”的观点 ,制约着他进行社会学理论考察的“研究范式” ,或者说 ,理论观点的不同 ,必然会

表现出“研究的出发点” 、“基本范畴”以及“范畴体系展开的逻辑顺序”等“研究范式”方面的明

显差异。因此可以说 ,这些教科书中的范畴排序 ,几乎是照搬西方国家某些社会学教科书中的

体系形式的结果 ,而对于这些教科书中的社会学的范畴体系 ,为什么要如此展开 ,则缺乏必要

的思考。如 ,为什么有些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教科书要从“个人的社会化”这个范畴入手 ? 而有

些教科书则从对“社会” 、“文化”范畴的分析入手?

另一方面 ,我国的研究者们对于他们定义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其在展开社会学范畴体

系时所表现的“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思考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社会学的理论

研究如果从“个人的社会化”范畴入手 ,与把“社会整体”范畴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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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必然联系? 从“个人的社会化”范畴入手进行社会学研究 ,如何体现社会学是对社会

进行“整体性 、综合性”研究的特殊角度和研究特点 ?将社会学的范畴体系作上述排列 ,体现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学的认识逻辑 ?而恰恰是这些关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问题 ,反映着一

个研究者对社会学“基本问题”思考的深度。因为 ,无论研究者对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作什么

样的回答 ,他的社会学学术思想都必然会通过他的社会学“研究范式”逻辑地呈现出来 。反过

来讲 ,如果研究者缺乏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则他的思想也必然会表现为“研究范式”方

面的逻辑混乱。

二 、什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从社会哲学的层次上看 ,社会是由“行动者” 、“社会活动” 、“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等几

方面的基本构成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系统 。在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体

系中 ,大多数社会学科(如经济学 、政治学等)都是分别针对人们所从事的某种特定活动(如经

济活动 、政治活动等),以及在这种活动中结成的特定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等)方面

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 ,这些具体社会科学是在分别考察“特定的行动者” 、“特定的社会活动”和

“特定的社会关系”;不过 ,它们主要是考察“特定的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的“特定的

社会关系”存在和运动变化的规律。那么 ,社会学作为一门具体社会科学 ,它又是从什么角度

对社会进行研究呢? 这就是我们所要考察的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 。

从对西方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 、“角色理论” 、“交换理论” 、“冲突理论” 、“社会行动的“结

构-功能理论” 、以及“符号互动理论” 、“本土方法论”等各种流派的社会学理论的思想实质的考

察 ,社会学这门学科可以归纳为是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使“一定

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 、并稳定为这些行动者下一步发生行为的行动方式的角度 ,对社会进行

研究的科学。或者说 ,社会学主要是考察社会活动过程中“行动者个体”的行为 ,如何转化为相

应的“社会共同体”中制度化的社会行为的过程。可见 ,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 ,并不局限在社会

活动的某一个具体领域 ,而是对各种具体的社会活动中的“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其

中特定形式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作抽象的 、一般意义上的研究 。也就是说 ,社会学是从

这种特定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考察。这是社会学区别于其它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 。

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也不同于社会哲学 。社会哲学着重于考察构成社会系统的四种基本

要素中 ,谁是“社会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谁是被这种基础所决定的因素;什么是导致人类社

会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因;社会运动变化的基本逻辑是怎样的 。总之 ,社会哲学是从四种基本构

成要素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哲学层面进行研究。社会学的研究 ,则是在一定的社会哲学思

想的指导下 ,或者说 ,是以一定的社会哲学理论作为基础 ,对构成社会系统的四种基本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 ,从社会科学的层面 ,从特定的角度作深入 、细致的研究。所谓“社会科学层面”

的研究 ,是指社会学的研究 ,是以考察“行动者个体”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结成了

“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文化”为内容;是以揭示构成社会的这四种基本要素在一

定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基础之上 ,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中的科学规律 。所谓“特定的角

度” ,则是说明社会学并不对社会哲学所涵盖的全部内容都作具体的研究 ,而只是从考察“行动

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作用”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定角度 ,考察上

述构成社会系统的四种基本要素。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概括为是关于“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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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 ,是关于“究竟是行动者个体之间的交

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 ,还是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决定了行动者个体的社会行

为方式”的问题 。在上述定义中 , “行动者” ,是指参与相互交往的各种行动主体 。它不仅仅只

是指“个人”这种行动主体 ,它还包括有“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 ,如各种“职业群体” 、“民族” 、

“阶层” 、“阶级”等行动主体;从一定意义上进行研究时 ,还包括“家庭” 、“组织” 、“社区” 、“国家”

这类行动主体。所谓“行动者个体” ,则是指“一个人” 、“某一种职业群体” 、“某一个民族” 、“某

一个阶层”或者“某个特定的阶级” ;以及“一个家庭” 、“一个组织” 、“一个社区” 、“一个国家”等 。

在这里 ,我们把“相互交往” ,看成就是这些“行动者个体”在满足各自的需要所进行的某种社会

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交往。这个定义当中的“社会共同体” ,指的是有一定的社会结构作为其中

各种行动者个体的交往方式 ,并有相应的“文化”形态对这种交往方式加以巩固的社会关系的

“共同体”。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所要回答的 ,是“行动者个体”究竟如何活动于“社会共同体”

之中 ? “行动者个体”之间的某种“稳定的交往方式”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是“社会共同体的存

在与作用”决定着“行动者个体在相互交往中的行为” ? 还是“行动者个体相互交往的行动”决

定着“社会共同体的存在”的特征?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也可以说就

是“行动者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的问题 。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学

的“基本问题” ,可以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中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①社会学以考察“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这二个基本

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其研究社会的特定角度。

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这个特征 ,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 。社会学与其

他社会科学的区别 ,就在于它是从考察“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

作用”的相互关系这种特定的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 。它既不是对社会作所谓“整体研究” ,

也不是对哪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作专门研究。社会学所考察的“基本问题” ,虽然存在于

各种社会活动的领域中 ,但社会学只考察其中的“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共同体

的存在与作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 ,是从“整体上”研

究各种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

②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派生社会学的所有概念 、范畴和所有理论问题的基础性的特

征。

这是因为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由“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共同体的存在

与作用”二个基本范畴构成的。社会学的概念 、范畴体系和相应的理论体系 ,可以说都是在对

这二个范畴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展开的基础上形成的 。如关于各种“行动者个体之

间的相互作用” ,就包括了各种“行动者个体”的具体形式的相关概念的范畴 ,以及它们之间“相

互作用过程”的有关理论;关于“社会共同体”的各种具体形式 ,也包括了许多相应的概念和范

畴;另外 ,关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又包括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以及有关这种相互

制约关系的理论 。

③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性质具有“稳定性 、不变性”的特征。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是社会学与其它学科相互区别开来的“分水岭” 。它标明社会学是

对特定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 ,或者是对特定的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否则 ,就不

成其为社会学 ,而是其它什么“学”了。因此 ,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它是“确定的” 。当然 ,

这里并不排斥由于研究者的个人见解而对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所作特定的归纳。因为 ,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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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范畴 。另外 ,这里所说的“稳定性 、不变性” ,也不

排斥人们随着对特定社会现象或特定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深入 ,在对社会学“基

本问题”的归纳概括的层次上 ,向着具体或抽象的方面所作的修订。

三 、研究社会学“基本问题”的作用

1.对考察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的作用

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的问题 ,是在考察社会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对“社会”进

行研究的区别时 ,对社会学的特殊“研究角度”和方法上的“研究特点”所做的概括。而对于“社

会学从什么角度对社会进行研究”和“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有什么特点”这种问题的答案 ,只能

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特殊性中去寻找 、去归纳 。因为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规定了社会学

的理论研究 ,只能是在对社会的哪些方面的内容 ,或哪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的基

础上展开的;从而也就从根本上限定了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特定角度” ,并且也决定了对

这种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的方法上的“研究特点” 。

从上述关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是关于“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共同体的

存在与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认识前提出发 ,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角度” ,应该从考

察“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构成“社会共同体” ,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如

何制约着“行动者个体的社会行为过程”的角度去展开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

究的明显区别 ,就是社会学考察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时 ,主要是考察 这种活动过程中 ,人们是

怎样组成为具有稳定关系的社会共同体的。这种特定角度的考察可以针对经济活动过程 ,也

可以针对政治活动过程 ,即可以针对人们的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展开 。对各种社会活动过程中

人们组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共性方面规律的研究 ,构成社会学的一般理论;而专门对某种特定社

会活动领域中人们组成相应的社会共同体的个性方面规律的研究 ,则构成相应的分支社会学

理论 。

2.对考察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作用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是考察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基础 。这是因为 ,考察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问题 , 实质上就是考察社会学将要对之进行规律性研究的社会事物是什么的问

题。而社会学要对什么社会事物进行规律性的规定 ,又是由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所决定的 。

因为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规定了社会学所考察的社会事物 ,以及所要考察的这些社会事物之

间的特定关系。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不过是以学科化的语言方式将“基本问题”中的

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 ,按照其展开的一定逻辑予以表述。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它要明

确这种“对象”是什么样的社会事物;并且要明确社会学的研究 ,是要对这种社会事物的“存在

方式”和“运动过程”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可见 ,如果没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基础 ,就根

本不可能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所谓定义。

而我国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 ,都没有自觉地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 。或

者说 ,都没有自觉地考虑社会学究竟要解决关于“社会”的什么认识方面的问题 。可以说 ,一旦

这些研究者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 ,那么 ,他们关于社会学是以“社会整体”或

“社会系统” ,或者“社会整体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观点 ,就会沿着这种思考

深化为下述问题:“社会的整体性 、系统性是怎样形成的” , “社会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 ,“社会

的功能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 “社会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 ,以及

35



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什么状态表明其相互关系是协调的 、发展是“良性”的 ,而一旦研

究者进行这样的思考 ,就必然会导致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定义的重新审视;并且 ,只有在对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和做出某种回答的基础上 ,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 ,才可能出现

真正意义上的不同的理论流派 ,或者不同的学术思想。

根据上述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我们如果以科学化的语言方式 ,或者说从科学研

究的意义上对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展开 ,那么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也就必然会或者沿

着“行动者个体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构成为社会共同体”的思路来定义;或者沿着“社会共同体的

存在与作用如何制约着行动者个体相互作用的行为过程”的思路来定义。当然 ,研究者究竟具

体会从哪种思路来定义“研究对象” ,则取决于其有关社会哲学方面的认知 ,如他的“社会观” 、

“社会认识论”和研究社会的“方法论” 。

3.对考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的作用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应该从对什么问题考察入手? 即社会学展开其理论的逻辑上的出发

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 ,其实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研究者都不可能 避的问题。他尽管可以不做

出明确的回答 ,但他的理论研究必须从包含着一定逻辑的“起始点”出发。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究竟应该从哪里出发 ,是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紧密相连的 ,或者说 ,

社会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与研究者对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回答紧密相连的 。研

究者可以从对“行动者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入手 ,也可以从对“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

用”的分析入手 ,还可以从对“二者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某个基本点”的分析入手。总之 ,无论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从哪里出发 ,都必然会受到研究者对社会学“基本问题”做何种回答的限制 。

我国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在展开各自的社会学研究时 ,一般都是从对“个人的社会化”

这个范畴的分析入手 。那么 ,选择以“个人的社会化”作为研究的起点 ,所根据的是什么样的理

论逻辑呢 ?恐怕大多数研究者们选择以此为起点 ,都是基于“社会化”是“个人”从“有生命的个

体”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的考虑;或者说 ,都是从个人进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上“由小到大”的

“现象逻辑”来安排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因此 ,这些研究者把对“个人的社会化”这一范

畴的分析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并没有从内在逻辑上体现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

“社会整体系统”时的必然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就在于这些研究者只是从表面上承袭了

西方社会学的教科书中范畴安排的顺序 ,但并不明白西方的社会学家们为什么要作如此安排

的“深层思想”。

其实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 ,即便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都是从“个人社会化”这一范

畴出发 ,但是 ,主张“社会唯名论”的研究者和主张“社会唯实论”的研究者 ,对“个人的社会化过

程”的分析和“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动特性” ,以及“社会共同体对个人的作用”的结论则完

全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换句话说 ,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者 ,对个人社会化过程都必然有依据某

种关于“社会”的理论逻辑做出的解释。而我国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 ,由于缺乏这种将学科

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学科的“基本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起来进行的思考 ,因而 ,在“为什么

要从`个人的社会化' 范畴出发来展开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以及“对`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进行

分析的落脚点是什么”等问题上 ,存在着研究目的上的模糊性。

4.对考察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作用

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指的是社会学对其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逻辑方式 。

我们知道 ,在西方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流派中 ,与研究者们是主张“社会唯名论” ,还是主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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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论”的社会哲学观点相联系 ,存在着两类对立的基本“研究范式” :一类是主张以人们相互

作用过程中的社会行为来解释“社会”的存在与作用;另一类是用“社会”这种“实在客体”的存

在和作用来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应该说 ,以这两类研究范式的任何一种来对社会学所考察

的内容进行解释 ,都不可能完整 、科学地把握人们社会行为的全貌。

那么 ,社会学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范式” ,才能把握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社会行

为的全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首先考察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或者说 ,要考察社会学究

竟研究的是什么内容 。只有弄清楚被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才可能进一步考察对它进行解释的

逻辑方式 。

从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含义可知 ,社会学既不是只研究“行动者个体”的社会行为如

何组成“社会共同体” ,也不是只研究“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作用如何造就了人们行为的特征;

而是研究行动者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行为对社会共同体会产生何种的制约 ,以及社会共

同体的作用对其中行动者们的社会行为的制约 ,即从两个方面考察它们之间互相制约的过程 。

因此 ,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既要从行动者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行为来解释社会共同体的

存在 、运动和变化;也要从社会共同体的整合机制来解释其中行动者们社会行为的一般特征。

5.对考察社会学“范畴体系”的作用

社会学的范畴体系是怎样的? 尤其是它的基本范畴包括哪些内容 ?如果不从社会学“基

本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 ,就无法回答上述的问题。这是因为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限定了社

会学所考察的特定社会事物。对这些特定的社会事物 “存在形式” 、“存在方式” 、“相互作用”

以及“运动过程”的把握 ,是形成社会学范畴的基本环节 。而对这些环节分别进一步地展开 ,又

分别会产生一系列的相关的范畴。比如 ,我们可以沿着将社会学“基本问题”中两大范畴展开

的思路 ,来考察一下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派生社会学的范畴体系的 。在社会学“基本问

题”中 ,“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范畴 ,可以分解为“行动者”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两个范畴。而“行动者”这个范畴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形式 ,它可以派生出“个

人” 、“群体” 、“组织” 、“社区” 、“阶层” 、“阶级”以及“社会化” 、“社会身分” 、“社会地位”等等范

畴;“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范畴 ,则可以派生出“社会情景” 、“社会互动” 、“行动选择” 、“社

会交换” 、“社会冲突” 、“社会协调”等范畴;同样 , “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这个范畴 ,也应该

分解为“社会共同体”和“存在与作用”两个范畴。“社会共同体”范畴也有许多具体的形式 ,如 ,

“家庭” 、“邻里” 、“组织” 、“社区” 、“城市” 、“国家” 、“世界”等等;而“关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

用”范畴 ,则可以派生出“角色” 、“社会结构” 、“社会制度” 、“社会文化” 、“社会控制” 、“社会整

合” 、“社会问题” 、“社会变迁”等等范畴 。

总之 ,什么样的概念可能成为社会学的范畴 ,是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的。而决定着这种

内在逻辑的“总根源” ,就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6.对考察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和“一般规律”的作用

社会学在其研究的内容的哪些问题上可能形成有关的“理论”呢? 换句话说 ,社会学的有

关“理论”分别是由哪些“范畴”所构成的“命题”的系统呢?

从社会学理论产生的基础来看 ,它主要受到社会学“基本问题”中两大问题系统的制约:一

个是“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会共同体”的问题 ,另一个是“社会共同体的作用

如何对处在相互关系中的行动者个体产生制约”的问题 。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可以说就是对这

两大问题系统做出回答的“理性认识”的完整体系。而对上述每个问题的系统回答 ,又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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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子问题”作为基础的 。比如 ,在前一个问题系统中 ,又包括有“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

识别对方的行动符号”的问题 ,“行动者个体依据什么因素的制约来发生其社会行为”的问题 ,

“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样一个过程”的问题 ,等等。而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社会学理

论 ,则有关于确定行动者“身分与地位”的理论 ,关于行动者个体之间“社会互动”的理论 、“社会

交换”的理论 ,以及这种过程中“社会冲突”和“社会协调”的理论等。在后一个问题系统中 ,包

括有“社会共同体一般是通过哪些具体形式对行动者个体的社会行为发生制约作用”的问题 ,

“社会共同体的各种具体形式对行动者的社会行为发生制约时 ,有什么具体的特征和特定的制

约过程”的问题 ,“社会共同体的各种形式对行动者发生制约的有效性和变异性”的问题;而与

这个问题系统有关的社会学理论有“角色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组织理论” 、“社会制度

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问题理论” 、“社会变迁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等 。

与社会学的“理论构架”问题紧密联系的 ,是社会学所要揭示的“一般规律”的问题 。社会

学所要揭示的究竟是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什么样的“一般规律”呢 ?如果研究者不联系社会学的

“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那么 ,常常很难把社会学所要揭示的“一般规律” ,与社会历史哲学所要

揭示的社会规律进行明确的区分。在我国 ,确实有不少社会学研究者在谈及有关这方面的问

题时 ,明显表现出观点的“茫然” 。其实 ,社会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 ,它所要揭示的“一般

规律” ,只可能是社会生活中某一个侧面的规律。那么 ,根据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内容 ,我们可

以知道 ,社会学所要揭示的规律 ,仅仅只是关于各种行动者个体 ,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作用 ,

构成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一般规律 。或者说 ,是“行动者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相互制约过程

中的一般规律。这里所谓的“一般规律” ,如果相对于社会哲学对社会作整体把握所揭示的“一

般规律”来讲 ,又只不过是整个社会生活中一定侧面的“特殊规律”。其所以特殊 ,就是因为社

会学“基本问题”的特殊性 ,已决定了社会学考察社会生活时所采取的特殊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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