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视野下的世纪社会变迁
———读费希尔和豪特《差异的世纪》

周雪光

　　轰轰烈烈的 20世纪刚刚转过历史的拐角 ,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逝

去。战争的硝烟仍在弥漫 ,民族独立的呼声耳边犹存 ,科技的网络正延

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而人们已经开始回顾 、反省这个世纪的百年巨

变。对于社会演变大历史的关注和追溯通常是历史学家的领域 。尤

金·韦伯(Eugen Weber)的《从农民到法国公民》一书追溯了 19世纪后期

到20世纪初期法国农民社会从封建割据走向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过

程。作者运用各种史学手段 ,发掘从民谣到传说等各种被人遗忘的历

史资料 ,描述了一幅幅农民村落纳入现代化进程的图画 。而历史学家

兼新闻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像是一部不断摇动的摄影

机 ,由远及近 ,从政坛到街头巷尾 ,用特写 、定格 、追踪等各种叙事手法

淋漓尽致地描述了 20世纪 30 年代到 70年代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

不难想象 ,不同学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着眼点 、分析手段 ,他们视

野中所捕捉的社会过程或领域也每每不同。

那么 ,社会学家是如何分析记录这个世纪呢 ?美国 Russell Sage 基

金会在20世纪 90年代有计划地邀请社会科学家追溯反省美国社会的

世纪演变。两位社会学家克劳德·S.费希尔(Claude S.Fischer)和迈克

尔·豪特(Michael Hout)的近作《差异的世纪》(Century of Difference)正是

这一项目中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这本书对美国社会在 20世纪的百年

演变从不同侧面加以审视分析 ,其主题内容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学的

研究关注点 、独特的学科角度和分析手段 ,为我们了解把握美国社会学

动态和成果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切入点。虽然这本书基于大量的数

据和细致的定量分析 ,但是许多结果都是用图形和语言直观地表达出

来的;作者还精心选择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和背景资料来衬托 、

阐发书中统计报告的意义 ,因此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有很强的

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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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 ?从涂尔干的经典定义出发 ,社会学分析的

基本起点是“社会事实” ,即着眼于群体层次上的社会现象特点 。进一

步说 ,社会学关心的主要课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社会距离 ,这正

是本书的主题线索。这两位社会学家着眼于社会群体 ———特别是以种

族 、性别 、年龄 、居住区域等等维度所构成的各类社会群体 ———在一个

世纪的漫长过程中交融 、分化 、演变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学的

分析目光与其他学科对历史人物 、政治事件或经济指标的关注有着明

显的区别 。

社会学的视角也反映在题材的选择上。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

该书各章的主题上可见一斑: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 ,各章主题依次为:

教育 、种族与移民 、家庭与生活历程 、职业与工作 、生活水平的差异 、居住

区域 、宗教信仰 、文化冲突。这些题目涉及到社会学一系列主要的研究

领域 ,如社会分层 、人口学 、宗教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 、家庭社会学 、职业

社会学等。可以说 ,该书的分析力度和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而且

得益于美国社会学在这些领域中长期以来的研究活动和资料积累。

在我看来 ,最为体现社会学特色的还是该书中使用的量化分析方

法 ,即收集整理系统的统计资料 ,使用量化方法加以处理和分析 ,从而

得出整体性结论 。这是社会学可以引以自豪的特色之一。该书令人印

象深刻的一个方面即是对大量系统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作者自称他们

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数十种 、甚至上百种统计资料 ,从贯穿整个世纪的

人口统计资料 ,不同年份的政府各个部门的统计资料 ,到逐年持续的全

国系统抽样调查资料(例如每年度的 CPS ,GSS , 以及盖洛普民意调查

等等)。在一项研究工作中占有如此大量数据 ,对一个社会诸多方面进

行如此系统分析的作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说凤毛麟角 。而社会学

在各个领域中长期积累的研究课题和量化分析方法在这里脱颖而出 、

大显身手 ,可以说适得其所 ,恰逢用武之地。

二

　　这是一部用数字描述出的社会史。它不像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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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趣闻轶事那样传递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和地方文化 ,也不像文学作品

的人物情节那样声情并茂 、栩栩如生 ,但是 ,在这些朴素无华 、默默无言

的数字图表下面 ,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沧桑艰辛的社会图画 ,一条条逶迤

曲折的历史长河 ,一个个摇曳变迁的镜头:在 20世纪初 , 1 3的美国人

从事农业耕作 ,而到了 20世纪末农业人口不到 1 100。在世纪初出生

的女孩 ,平均寿命只有47岁;而在世纪末出生的女孩 ,只有 1 5会在 75

岁前去世。在世纪初 ,超过3 4的成年男性从事工作 ,只有 20%左右的

成年女性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到了世纪末 ,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

例为 70%左右 ,女性比例为 60%,性别比例差距大大缩小了。在百年

演变的过程中 ,不同社会群体分化了又重新组合 ,许多种族和文化背景

的群体都有着由排斥到接纳的经历 。各个社会群体间的经济和社会地

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推动这些波澜起伏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教育机制 ,这是该

书的一个核心命题。第二章中有关图表将一个世纪以来大学教育机会

的历史趋势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百年过程中 ,我们看到大学教

育的人口比例从世纪初的近乎“零”的起点到世纪末的接近 1 3;我们看

到 ,受大学教育者的性别差异从世纪中期的明显男性优势演变到世纪

末的明显缩小 ,近年来女性受大学教育者的比例甚至超出男性。与此

同时 ,我们还看到 ,不同移民群体从世纪初的类似起点演变到世纪末令

人瞠目的群体差异:到世纪末 , 亚裔群体的大学教育程度比例超过

45%,欧裔白人的比例为 30%,而非裔黑人的比例仅为 15%。在这些

质朴的图表中 ,社会不平等的群体基础已经清晰可辨。

这两位作者认为 ,20世纪美国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是教育

水平替代家庭地位继承 ,成为各类机会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 。

教育程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分类机制———它对即将进入社会

生产过程的男女青年加以分门别类的区分 ,将他们引向有着不同资源

和机会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 。作者们进一步指出 ,教育程度对婚

姻家庭以及随后的生活历程产生着持续影响;教育的差异成为种族间

社会经济地位持续不平等以及居住区域环境差异的重要基础。不仅如

此 ,教育程度同时影响着人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例如 ,高教育程度

的人对于文化多元化更为理解和接纳。如果说教育是社会变迁的重要

推动力 ,那么 ,政府在这个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和推动作用尤其引人注

目。美国大学教育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扩展和普及 ,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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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和州立政府的大力推动。

美国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 ,不难理解 ,美国社会学中最为引人注目

的一个领域是社会群体特别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与融合 。作者在分

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是一个旧的差异得以不

断消融而新的差异不断产生的演变过程 。百年以来 ,美国人在移民问

题上态度和政策的变化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过程。20世纪初 ,美国公民

的主流来自西欧(英国 、德国 、爱尔兰),对来自东欧的移民和犹太移民

抱有排斥态度 ,层层设卡百般阻挠 。但是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 ,这些新

的种族背景和移民文化逐渐得到认可 、接受和尊重 。到了世纪末 ,来自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成为新的移民主流 ,而他们也同样地经历了(或

正在经历着)从被排斥到被接纳的过程 。在一些方面 ,社会群体的差异

在扩大 ,例如美国社会中移民背景和工作类别的差异性呈现出放大趋

势;在其他方面 ,群体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例如在基本生活水准 、家

庭结构 、生育意愿 、生命周期轨迹等方面 ,各个社会群体有着越来越多

的相似之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 ,如收入和社会价值观方面 ,群体间差

异又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动不居 ,没有一个持续的趋势。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侧面中 ,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美国人观念的历

史变化。自己虽然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 ,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象牙塔般

的大学校园中工作 ,这是美国社会中文化价值观念最为开放宽容的场

所 ,并不能反映美国社会的一般状况 。近年来 ,美国社会有关堕胎 、枪

枝控制 、种族歧视 、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以及新闻媒介上不

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争端冲突给人一种印象 ,似乎不同的社会文化价

值观念正走向极端化并且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些状况在社会学研究中

也引起关注和争论 ,但学者间并没有形成一致见解 。《世纪的差异》一

书在许多有关章节中(例如第三章有关种族问题 ,第七章有关宗教派

别 ,特别是第九章有关文化分歧和冲突)使用了大量有关社会态度的调

查资料 ,系统地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态度的历史变化。作者们发现 ,在

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种族关系上 ,美国社会呈现出逐渐宽容的趋势 。例

如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种族间婚姻(第 51页)和黑人运动(第 53页)

持有越来越肯定的看法;此外 ,我们看到 ,在有关总统候选人种族背景

的态度上 ,不同教育程度 、不同地区群体间的差异也在逐年减少(第

222页)。但是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例如堕胎和死刑),美国人的价值

观念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变动不居 ,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第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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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一系列的社会态度分析表明 ,文化冲突加剧的长期趋势并不存

在。作者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发现:“总的说来 ,至少在 70年代以来 ,

美国人在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方面 ,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和极

端化 。”

三

　　在这本411页的书中 ,超过 1 3的篇幅是有关统计方法的说明 、各

种有关资料来源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脚注及引用文献。这些通常为人忽

略的角落在默默地向我们提示着这样一个事实 ,该书体现的理论视野

和分析方法得益于社会学这一学科长期持续的研究积累。首先 ,该书

各章的研究主题涉及了社会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 。例如 ,第九章中

讨论的文化冲突所涉及的课题在社会学研究中有着深入的争论 ,为该

书作者的有关讨论和提炼主题提供了分析路径。第二 ,在学科发展过

程中 ,许多理论概念 、分析手段已臻成熟 ,为该书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以第三章中讨论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例 。正如作者在第

30-36页所阐述的那样 ,今天研究者之所以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些有关

族群的概念范畴 ,正是因为社会学领域中有着数十年有关族群定义 、社

会界定和意义的争论和研究过程 ,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共享的意

义解析。第三 ,许多领域中有着长时间的资料积累 ,为该书的进一步分

析综合提供了基础。而且 ,不同资料的缺陷偏差都在社会学家的长期

分析使用中有了清楚的了解和处理办法 。如果没有社会学各个领域的

长期研究积累 ,很难想象这些研究主题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会如此集

中地体现在这样一本书中 。

社会学量化研究的特色是使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可以重复验证的

分析手段 ,它带来的是整体角度的 、建筑在长时期实际资料之上的趋势

把握 。在这一点上 ,社会学统计研究与新闻报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后者着眼于此时此地的新闻价值 ,以新颖 、色彩 、趣味诉诸人们的感官 ,

虽然时常引起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 ,甚至可以推动重大社会政

策的出台或修订 ,但是新闻报道的性质决定了它追求时间性和多变性 。

而社会科学研究从学术角度审视选择研究课题 ,使用冷竣的分析工具 ,

对统计资料进行量化分析 ,在群体层次上寻找趋势 ,甚至对某一现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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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跟踪观察 、积累丰富资料 ,以求整体性把握 。学术研究的方法使得我

们有可能将有用信息与噪音分别开来 ,将整体状况与个体特征区别开

来 ,将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别开来 。这正是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重

要贡献之一。

这本书偏描述疏分析 ,作者着重于对美国社会诸多领域进行系统

的描述呈现 ,而在理论分析上大多沿袭社会学有关领域中已有思路加

以解释或总结 ,舍弃理论上的深入开掘;这一特点是该书作者明确意识

到且刻意选择的 。任何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有限的篇幅中都必须有所侧

重 ,作者作出这一取舍决定 ,我以为是明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

也可以把这本书展现的各种趋势看作是新的研究起点 。例如 ,作者指

出 ,20世纪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教育机会的扩展和教育机制在社会流动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学者们对这一命题没有异议 ,但是却提出了

十分不同的理论解释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人们

的知识 、技能等工作能力 ,使得他们能够高效率地参与生产过程 。因

此 ,教育导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对教育投入的回报 。而 “信

号理论”则认为 ,学校特别是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将不同能力(或

其他特征)的人们分门别类 ,引入不同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的作用 。

在这个意义上 ,教育设施扮演了发出“信号”的角色 ,并不一定提高人们

的技能或效率。而布迪厄则提出 ,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在

不同群体 、工作环境中交流的“密码”(codes),因此 ,教育过程和教育机

会的分配成为阶级继承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三个机制都可以预测“教

育导致向上社会流动”这样一个命题 ,但是它们所提出的因果机制却是

截然不同的。换言之 ,书中观察到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只

是描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 ,而其背后的机制作用还有待后来者进

一步发掘 。

正如其他的社会记忆过程一样 ,统计数据与量化研究也明显受着

社会记忆的选择和遗忘过程的影响。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许多重要

社会现象和研究课题没有进入该书的视野 。例如 ,作者刻意强调了教

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对社会机遇的影响 ,但是 ,随着教育机会的普及 ,是

不是大学教育机会本身又在通过大学的等级制度以及各个学科与市场

制度的不同关联来制造新的社会差异呢 ?再如 ,在当代社会中 ,人们赖

以获得资源的各类正式组织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而且一个世纪

以来 ,人们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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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作组织 、职业角色这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演变和作用在这本书

中没有得到反映 ?”该书作者之一豪特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作有关这

本书的演讲时 ,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作者是这样回答的:“职业和

工作组织的变迁的确是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贯穿一个世纪的有关资料

十分匮乏 ,很难进行系统的描述。因此 ,选择教育机会的演变作为解释

美国社会世纪变迁的主线 ,在一定程度上 ,是资料限制下的最佳选择 。”

的确 ,美国人口普查中职业分类和定义在历史上几经变动 ,使得不同时

期的普查资料难以统一口径 ,加以系统分析;而组织社会学在二战后才

发展起来 ,没有积累有关早期组织演变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在社会科

学量化研究的主流中 ,没有翔实系统资料的领域和不能进行严谨统计

分析的课题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是量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局

限 ,值得社会科学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深思。

掩卷遐想 ,有人这样说过 ,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的确 ,在两次世

界大战中 ,美国扶摇直上 ,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 。在与此相应的

世纪演变中 ,美国社会在群体构成 、阶层分化 、工作特点 、生活方式 、社

会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对其他社会也产

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社会学的长期研究工作使得《差异的世纪》的作者

可以得心应手地将这些历史演变的脉络过程清晰 、系统地呈现在读者

面前。今天也有不少人说 ,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那么 ,在这个世

纪结束的时候 ,中国社会学家会怎样描述呈现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呢 ?

作为本世纪初的社会学学人 ,身处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巨变过程中 ,我

们能为中国社会在这个世纪走过的脚印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 这样一

想 ,真有点惶惶然坐立不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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