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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关注度∗

———基于书籍大数据的实证分析（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柳建坤　 陈云松

提要：本文利用谷歌图书的汉语书籍语料库和其他宏观经济社会数据，
考察并分析了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中国公共话语中有关社会结构的话语定义的变
迁模式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由官方意识形态建构的
“阶级”话语在社会分层的话语体系中逐渐消退，而以公众为面向的“阶层”
话语在公共话语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阶层关
注度指数，并与宏观经济和政治指标等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表明：改革以来，公众对阶层问题的关注度受到来自国民经济的总体走
势、收入差距及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比宏观经济指标更能
够影响民众对阶层议题的关注；官方舆论导向并不对民众的阶层关注度构成
影响，但反过来受到民众阶层关注度的影响。 本文为基于个体样本的传统主
观阶层研究提供了大历史跨度和宏观层次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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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带来的种种新变化和新问题推动

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 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集中对客观阶层的

构成方式、结构特征以及流动机制进行了描述分析（李强，１９９３；李培

林，１９９５；孙立平，１９９６）。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阶层意识开始

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许多学者通过个体或群体对自身社会

经济地位的主观性评价来考察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影响

（卢汉龙， １９９６；刘欣， ２００１；李培林、张翼， ２００８；范晓光、陈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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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上述研究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利益关

系演化及其背后的结构性逻辑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且开辟了从

个体认知视角剖析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维度。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在主观维度的社会分层研究尚有待完善。 首

先，囿于数据资料的时空局限，现有文献关于阶层意识的讨论缺乏对大

历史跨度中社会阶层意识的全景描述，仅仅集中分析了近年来市场转

型中个体的自我阶层定位。 其次，对阶层意识形成和变动机制的解释

主要集中于客观地位、相对地位及地位变动等个体层面因素，尽管近年

来有研究开始探讨主观阶层地位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陈云松、范晓

光，２０１６），但对宏观因素的检视仍然不够全面。 再次，以往的阶层意

识研究试图探究社会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或他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
但对塑造这种认识的根源以及形成过程，即关于社会结构的话语定义

问题尚未进行审视和讨论。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属

性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场从“阶级”到“阶层”的剧烈转型。 这

一变化不仅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存在着密切联系，更凸显出在

制度转型背景下国家意志与公众态度在社会结构形态的话语定义权上

的力量变化。 虽然已有不少政治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其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意义尚未完全彰显，而且也没有获得实证意义上

的验证。
本文将从上述不足之处出发，进一步拓展以往的阶层意识研究，并

由此提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以大历史跨度的思路来看，１９４９ 年以来

公共话语中关于社会分层的定义是否经历了从阶级型到阶层型的转

变？ 国家与公众在这一话语变迁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第二，体
制改革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政治效应与社会结构的话语转变有何内在关

联？ 要对此加以学术回应，应当首先保证分析数据的规模性、代表性和

时空广覆性，并且需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背景来完善解释框架。
在最新的国际研究中，陈云松和严飞（Ｃｈｅｎ ＆ Ｙａｎ， ２０１６）利用书籍文

化大数据对美国社会在整个 ２０ 世纪一百年间的阶层话语与通货膨胀、
就业率、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宏观经济指标与社

会公众的阶层关注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统计关联。 借鉴这种大数据方

法和分析逻辑，我们认为可以针对中国情境进行经验层面的回应和解

释，从而为社会分层文献提供宏观层次的中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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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在阶层意识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主要试图通过了解个体成员

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认识来描述阶层结构的整体特征。 无论是针对欧美

发达国家还是东欧以及东亚国家，大量的实证研究均显示，绝大多数人

对“阶层”这一概念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Ｊａｃｋｍａｎ １９８３；
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Ｓｈｉｒａｈａｓｅ，２０１０）。 并且在考虑了社会经济背景可能

产生的影响后，大部分人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中间阶层的一员（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但在针对中国民众的阶层意识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发现

中国人的阶层自我定位明显低于同期的欧美国家居民（刘欣，２００１；李
培林等，２００５；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 此外，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
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对于自身的主观阶层地位认知之间均存在着

不小的偏差（仇立平、韩钰，２０１５；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
关于主观阶层意识的形成机制，研究者主要从三个维度提供了实

证解释。 首先，个体实际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寡会对其阶层地位的

认知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在现实世界中具体表现为人们在教育、收
入和职业等客观地位指标上的差异（Ｈｏｄｇｅ ＆ Ｔｒｅｉｍａｎ， １９６８）。 其次，
个体对自身阶层的定位也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例如，针对中国城

市地区的研究表明，除了党员身份、教育年限、收入、住房产权等客观的

社会经济因素外，公平感、生存焦虑和社会流动感知等同样也会影响个

体的阶层认同（翁定军，２０１０；陈光金，２０１３；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
最后，某些宏观因素，如收入不平等也被证实会对个体的阶层认同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
以上研究发现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国内外民众阶层地位认同的基本

结构特征，对于个体的阶层自我定位的理论解释也提供了诸多洞见，极
具启发意义。 不过，此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以往阶层意

识研究的分析对象集中在个体层面，即使其经验结果来自于全国性调

查，但抽样调查本身的缺陷也使其缺乏针对公众整体的解释意义。 在

时间维度上，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改革后的情况，并且

数据的历史跨度多为 １ － １０ 年，时间较短，因而无法展现改革前民众个

体或整体的阶层意识的历史图景。 其次，在解释阶层意识变迁这一问

题上，国内研究者大多采取的是社会学的微观理论范式，强调个体自身

３９１

论 文 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关注度



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心理态度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社会比较的作用，但
对宏观结构因素之于阶层自我定位的重要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 但近年来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阶层

意识形成过程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如国民

生产总值和失业率）、社会不平等程度以及舆论导向因素都会对个体

的阶层自我定位产生显著影响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Ｃｕｒｔｉｓ， ２０１２； Ｃｕｒｔｉｓ，
２０１５）。

除了在研究对象层次、分析跨度以及解释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外，另一个关键的问题长期以来未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也即以往关

于阶层意识的讨论往往是在“事实”层面展开的，所探究的仅是社会成

员如何评判自身以及他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状态，并未考虑到人们

如何形成关于特定社会结构的认知。 而这涉及社会结构的看似客观、
实则由外部力量所塑造的话语实践属性。 社会结构的话语属性凸显在

中国因体制转型而形成的各个差异巨大的历史阶段中。 随着 １９７８ 年

后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逐渐脱离高度紧张的政治化特征，与社会结构

有关的公共话语体系也发生着“去阶级化”的变革（张乐天，２００１）。 在

这一背景下，词性更加中立的“阶层”话语构成了官方以及学术界用于

定义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话语系统（陆学艺，２００２）。 有关中国社

会结构的话语表述在改革前后所呈现的巨大差异，显示了制度转型在

改变公共话语体系的主导力量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了

拓展分析对象层次和延伸分析时段的必要性。
基于对阶层意识研究脉络的审视和评论，本研究试图从话语建构

的角度重新开展主观维度的社会分层研究。 具体而言，我们将以大历

史观来概览新中国建立以来公共话语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在不同历

史阶段的变迁历程，并着重从制度转型的时代背景中探寻国家意志和

公众态度在建构社会分层话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展示改革开

放对中国国家发展的独特意义。

三、理论背景

在改革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指令性经济体制、强制性政治动员

以及革命性舆论导向体系的影响，阶级话语以及由此激发的各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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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交织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郭正林，２００３）。 而自

１９７８ 年肇始的制度改革进程则将中国推向了政治经济体系剧烈变动

的新时代，社会结构也由此开始快速分化。 与此同时，公众也对迅速变

化的客观社会形势积极回应，不断革新对阶级与阶层这两种社会结构

概念的理解。 具体而言，中国制度转型对公众的社会结构认知变迁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参与

式民主发展以及舆论导向的动态性调整。
首先，市场化转型带来的最显著的成效是使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

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 正是在宏观经济利好和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

的激励下，强调个人自致属性的职业机制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分化机

制，社会经济资源的获取途径日益多样化，从而使阶层结构在改革之

后进入到快速分化的阶段（陆学艺，２００３）。 这一变化不仅带来了不同

阶层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的分野，更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情感

心理开始出现“阶层化”特征（马广海，２０１１）。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在

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中产阶层。 这一群体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表现

出与传统阶层截然不同的消费倾向，而且对各项政治议题也持有独特

的心理态度（周晓虹，２００２）。 虽然改革以来中国民众阶层意识的变化

与宏观经济发展在实证意义上的关系尚未被证实，但对其他国家的跨

国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形势的不断走强有助于缓解社会中的紧张情

绪，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与自身阶层利益相关的社会议题 （ Ｅｖａｎｓ ＆
Ｋｅｌｌｅｙ， ２００４）。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利益分配

的公平性却未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应对，造成贫富差距问题不断累积，
使得当前的阶层结构日益呈现高、中、低比例失调的现象，中下层群体

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多数（李强，２０１６）。 而且，收入差距的效应进一

步蔓延至社会心理层面，集体性的嫉妒和怨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情

绪氛围的基本特征，并在现实层面表现为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阶层的

“仇富”或草根阶层对政府部门的“仇官”等情绪的滋生和扩大（成伯

清，２００９）。
其次，作为市场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转轨的根

本目标是恢复和健全在改革开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这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并调适舆论导向与制

度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国家政治生活主要围绕基于

阶级话语构建的政治动员体系来运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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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政治实践模式表现为被动“卷入”型，经济、文化、思想等其他领域

也都受到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导向的波及（郭正林，２００３；梁
丽萍、邱尚琪，２００４）。 但随着中国农村和城市社区开始分别引入村民

选举制度和社区自治制度，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自主性明显增强（胡
荣，２００８；李晨璐、赵旭东，２０１２）。 这一新的政治参与实践具有两个重

要特点：一是参与者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上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李骏，２００９）；二是他们日益培养出趋于一致的政治效能感、政
治关心和公共责任感（孙永芬，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对民

众思想意识的影响更直接地反映在主流舆论导向的变化上。 改革开

放前，阶级类的社会议题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牢牢占据着中心地

位（张济顺，２００４）。 虽然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后迎来了变革传统体制的新

时期，但对意识形态体系的改造仍保留了原有的权威性的制度文化资

源。 此时的舆论导向呈现因时性特征，也即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具体

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具体表现为在“改革”和“稳定”这两种发展导向

之间不断转换（陈思，２０１２）。 与此同时，国家舆论导向与社会大众之

间的互动关系也开始顺势调整。 尽管公众意见表达的自主性在改革

活跃期会被官方默许甚至鼓励，但在“维稳”阶段则又会被拉回到官方

话语的轨道内（村田忠禧，２００２）。 这意味着中国民众的阶层意识变迁

的动力也可能蕴含于国家舆论导向的变化之中，而且在其变化的同

时，阶级意识可能会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
基于以上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呈现的一系列事实的回溯和梳理，

可以假定制度转型很可能使公共话语中有关社会结构的定义方式发生

根本性转变，并且这与宏观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政治参与以及舆论

导向的变动等机制密切相关。 本研究将对此进行实证意义上的验证。
我们将利用历史书籍大数据来展示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间中国社会中“阶
级”和“阶层”这两种社会分层的话语定义模式的变迁轨迹，着重分析

二者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阶段性变迁，以便在整体上把握国家意志和公

众态度在影响社会结构的话语定义权上的力量变化。 在此基础上，我
们将依据与中国制度转型有关的多重影响机制，结合长时段的宏观数

据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分析，探讨影响社会分层关注度变化

的宏观结构性因素。 本研究不仅能够弥补传统阶层意识研究的薄弱环

节，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首次利用大数据对这一研究问题进

行计量模型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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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一）阶级、阶层关注度的数据来源

公众的阶层意识是一种与个体态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宏观社会现

象，这也使得此前的阶层意识研究在此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上存在一

些缺陷。 例如，扬马特（Ｊａｎｍａａｔ， ２０１３）认为，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
对于某些试图分析受特定文化或结构性因素影响的民众如何看待收入

平等问题的研究而言，从中提炼宏观影响机制是一项非常艰难、富有挑

战性的工作。 近年来，基于超大规模的信息体量以及广泛覆盖时空维

度的优势，“大数据”概念正为传统定量研究带来新一轮的方法论革命

（陈云松等，２０１６）。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数字化图书工程项

目，谷歌图书（Ｇｏｏ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大数据语料库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

供了有力支持。 考虑到其数据规模性和代表性上的优势，本文将以谷

歌图书语料库作为分析公共话语中社会结构定义的数据来源。
在电子化传播媒介出现以前，书籍语言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承和积

累的主要方式，涵盖了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经验、思维和观念，因而

是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最正式和最权威的知识载体。 而且，书籍语言

除了表达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意图之外，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反映当时

公众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整体的思潮风尚。 如果一个词汇在多种书籍中

反复出现，那么不仅可以折射作者群体的核心意图，而且可以展示大众

态度的趋势导向，或者说该词具有较高的“文化影响力”，已取得社会

的主流共识。 总体而言，只要书籍语料库在规模性、时间跨度和代表性

方面都获得可靠保证，我们便可以合理地假定某一词汇出现在其中的

相对频次能够近似地刻画这个词汇本身及其蕴含的公众关注度（陈云

松，２０１５）。
谷歌图书最新版包含了全世界 ７ 种主要语言的 ８００ 多万种数字化

书籍，占到了 １５００ 年以来人类全部印刷书籍总量的 ６％ ，词汇总量达

到 ８６１３ 亿个。 这其中包括用汉语（简体）印行的 ３０ 万种书籍以及 ２６９
亿个词汇。 目前，这一数据已被国内学者探索性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

究，开展了针对学科发展史、城市影响力传播、文化史以及社会观念变

迁等问题的一系列研究，试图探索大跨度历史现象的发展轨迹和变动

规律（陈云松，２０１５；陈云松等，２０１５；龚为纲、罗教讲，２０１５；柳建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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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张鸿雁、柳建坤，２０１７；张亮亮等，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 Ｙａｎ， ２０１６）。 因

此，本研究将以谷歌图书的汉语简体库数据作为刻画社会分层关注度

变迁的分析数据，时间范围限定在 １９４９ 年到 ２００８ 年。

（二）阶级、阶层词汇的确定

我们在表 １ 中展示了本文所涉及的阶级类和阶层类各 ２０ 个检索

关键词。 确定具体词汇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基于谷歌图书语料库

所提取的阶级类与阶层类词汇究竟反映的是大众对阶级和阶层议题的

关注，或仅仅是一小部分政治社会科学等学术性书籍中的提及率？ 二

是词汇的代表性问题，也即仅依据少量的职业类型能否全面展现中国

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对此，本文在词源和词汇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首先，在词汇选取的

来源上，我们不仅考虑了专业的辞书（斯科特和马歇尔主编的《牛津社

会学词典》）和教科书（吉登斯的《社会学》、贾春增的《外国社会学史

（第三版）》以及谢立中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更兼顾了面向全

社会的一些重要调查报告（如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和以大众为传播对象、作为官方舆论阵地的权威新闻媒体（如《人
民日报》）。 在表 １ 中，我们还计算了各阶级、阶层类词汇的描述统计

量。 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词汇（如“农民工”）在语料库

中的占比远高于专业性词汇（如“阶层意识”），充分表明本文所选取的

词汇具有很高的公众代表性，而并非仅仅反映专业书籍的学术性内容。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分析时侧重关注改革前后开放阶级话

语与阶层话语的变化趋势差异，因而格外关注能够展现改革开放前后

阶层结构显著变化的词汇。 例如，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城镇化的背景下，
农民工才开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大规模出

现。 另外，这些阶层类词汇也具备很好的代表性。 这些词汇在本研究

所采用的四个词源（专业辞书、教科书、专业调查报告和新闻媒体）中
具有使用频率高、重复次数多的特点，而且能够整体性地概括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职业结构在各个领域所呈现的基本特征。 另外，在表 ２ 中针

对阶层类词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较高的 ＫＭＯ 数值也在实证意义上

表明：尽管不能穷举，但可以预期的是，即便加入更多词汇，本文的基

本结论也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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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量和变量构建

１． 词频测量

考虑到每年书籍中的词汇量存在差别，我们参照了在以往类似研

究中所采用的“词频比例”方法来实现数据的时间可比效果，也即在时

间检索范围限定的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的任一年度中，所选定的阶级类或阶

层类的关键词在样本书籍中出现的次数与样本书籍中全体词汇总量的

比值。 也就是说，任一关键词的词频比例越高，表明公共话语中与此相

关的社会分层关注度就越高。 对词频测量的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谷歌图书（汉语简体）中阶级与阶层词汇的描述统计量结果（１９４９ －２００８年）

“阶级”类
关键词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阶层”类
关键词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阶级斗争 ９ ４６５ １２ ２２ １ ２９１２２１４ 社会地位  ９６５０００  ４３３０００  ４４８７２８１９
阶级压迫  ３２０  ３３４ １ ０４０８１５ 阶层意识  ０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５６０  １ ３０７６８２
阶级地位  １９９  ２０８ １ ０４５４２０８ 社会分层  ０００７２１  ００１４１ １ ９５６４２６４
阶级路线  １６０  １５６ ９７６６８１２４ 阶层认同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４１６ ２ ５２０７７２８
阶级专政 ６ ９４７ １１ １２ １ ６００５２７９ 阶层身份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４０ １ ３３０９３９４
反革命 ８６ ３８ ４６ ２６  ５３５４７０５２ 阶层隔离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７２ １ ８９４２７９４
革命 ６ ２２０ ６ ３７３ １ ０２４５１４９ 阶层冲突  ０００８８５  ００１９８ ２ ２３８６３
整风 ７ ０２７ ６ ３０８  ８９７７４４０４ 精英阶层  ０１１８  ０２１７ １ ８３５３７１５
“左倾” １４１ ７ １０３ ３  ７２８４３３９４ 中产阶层  ０３５０  ０６６７ １ ９０７１９２８
“右倾” １ １５４  ５５８  ４８３７３４６３ 贫困阶层  ０１４７  ０１９５ １ ３２０６６９
无产阶级  ５３３  ２３７  ４４４９２５３５ 管理者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２ １ ２１１９３６８
工人阶级  １５３  １５２  ９９４０３９２７ 蓝领  ００９３１  ０１０６ １ １３５７７７３
群众  ４９７  ４２８  ８６１８５８７２ 白领  ０６５２  ０８２７ １ ２６８９６４２
领袖  ５８５  ４１１  ７０２７５０６４ 经理 ４ ３２５ ３ ６４８  ８４３３４４９８
右派 ６０ ３３ ３４ ２８  ５６８１９３５ 公务员 １ ４１９ １ ６２０ １ １４２００４
资本家 ３ ５５２ ２ ４１８  ６８０７８２７５ 学者 ８ ３３８ ５ ８７５  ７０４６４２１
地主 ４ ３２８ ３ ７３０  ８６１７９７０８ 农民工  ６７８ １ ５９０ ２ ３４６３１７３
富农  １１３  ０５６７  ５０２３５４０７ 企业家  ０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４５８ １ ６５４３５４６
贫农  ５３３  ４０８  ７６４５４３４１ 民营企业主  ５８４ １ １５２ １ ９７４０８
中农  ２７６  １６８  ６０７７９７３ 职员 １ ２０７  ５８５  ４８４７４７３９

　 　 注：为便于阅读，所有词频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都扩大了 １００００ 倍。

２． 因变量：阶层关注度指数

为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构造了“阶层关注度指数”（ＬＣ）作为因变量，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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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展示了分析结果。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 ＫＭＯ） 和多元相关平方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ｏｎｓ，ＳＭＣ）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参与检验的词

汇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① 根据主成分的负荷量、特征值以及被

解释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可以从 ２０ 个阶层词汇中提取出两个主要成

分，并进一步合成。

　 表 ２ 　 　 阶层类词汇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１ 成分 ２

特征根 １６ ８２０８９ ２ ０３１０５

方差累积贡献率  ８４１０  ９４２６

阶层词汇 ＫＭＯ ＳＭＣ

社会地位  ６７６３  ５１２９  ８００９  ９９６８

阶层意识  ９８６７  ０２８９  ８３５３  ９９９２

社会分层  ９２８８ －  ３５９５  ７８８５  ９９９４

阶层认同  ９１３６ －  ３８００  ８３１５  ９９９７

阶层身份  ９８２５  ０１９７  ８９５３  ９９８８

阶层隔离  ９１２１ －  ３６１５  ８４７４  ９９８５

阶层冲突  ９１１０ －  ３７２８  ７９９１  ９９９８

精英阶层  ９８００ －  １８８８  ８４６７  ９９９９

中产阶层  ９３６１ －  ３４１７  ８６１４  ９９９３

贫困阶层  ９３８５  １３６３  ９０４８  ９９９７

管理者  ９２３２  ３３９１  ８２１１  ９９９７

蓝领  ９４２７  ２６４５  ８７９６  ９９８９

白领  ９７９４  ０４２１  ８８０８  ９９９９

经理  ８２６４  ５１９１  ８６９９  ９９９１

公务员  ８５９４  ４３２９  ８９７５  ９９６７

学者  ９８９８  １１６３  ８９８１  ９９９８

农民工  ８８５８ －  ４２０２  ８６５５  ９９９８

企业家  ９７８３  ０４３６  ９３４２  ９９９７

民营企业主  ９５２８ －  １９３９  ８９００  ９９９７

职员  ７７２８  ４２３４  ８６４８  ９９８２

００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① ＫＭＯ 越高，表明变量的共性越强。 一般认为，ＫＭＯ 值在 ０ ６ 以上就可以接受进行主成分

分析。 而 ＳＭＣ 表示一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复相关系数的平方，也就是复回归方程

的可决系数。 ＳＭＣ 越高，表明变量的线性关系越强，共性越强，主成分分析就越合适。



３． 自变量

通过前文对中国制度转型历程的追溯以及理论层面上对其与公共

话语中社会结构话语定义之关系的讨论，本文从市场转型、政治参与和

舆论导向创新等三个维度设定解释框架，并在经验层面上进行了变量

测量和指标构建工作。
第一，针对市场转型的正向结果，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此阶段的经济总体走势。 考虑到

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可比价格（经过 ＣＰＩ 校

正获得 １９７８ 年可比价），以便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总量指标进行比较，这
一指标用“ＧＤＰｃｐ”表示。 按照一般的做法，我们在后续的图形展示和

数据分析中取其对数形式。
第二，对于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测量，我们遵

循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的主流做法。 但目前中国方面的数据仍不完

整，除了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的官方数据外，其他年

份的数据仅零星地见于统计年鉴中。 因而本研究采用世界收入不平等

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３ ３ 版本对缺失数据进行补

充，其指标名称为“ＧＩＮＩ”。
第三，对于中国公众在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年间的政治参与程度，我们使

用哥德堡大学和美国圣母大学共同完成的数据库项目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最新的 ６ ２ 版本中的参与民主指数（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ｄｅｘ）进行测量，其指标名称为“ＰＤＩ”。 该指数的取值区间为［０，１］，
其中“１”代表政治参与程度最高，“０”代表政治参与程度最低。

第四，根据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舆论导向变化基本上是围

绕“改革”与“稳定”两条路径进行转换。 因此，本文利用“人民日报图

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统计了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年每一年标题中包含“改
革”或“稳定”的文章报道数量，并以二者的差值作为衡量每年主流舆

论导向变动的指标，即“ ＩＯ”。 如果该变量取值为正，表明官方的舆论

导向在当年倾向于“改革”；反之，则是“稳定”在舆论导向中占据上风。
图 １ 初步展示了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年间阶层关注度指数与上述宏观指

标之间的时间变动趋势。① 大体来看，阶层关注度和经济增长、基尼系

数都在稳步增长，而代表国家舆论导向变化的曲线波动相对剧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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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关于改革问题的报道在官方的新闻媒体中占据

核心地位。 但在 ９０ 年代，改革导向与稳定导向的差距并不悬殊，二者

之间开始出现频繁变动的趋势，进入 ２１ 世纪后，前者在话语体系中的

地位逐渐提高。

图 １　 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经济走势、收入不平等、
　 　 政治参与和舆论导向之间的时间变动趋势

（四）分析步骤

本文的数据分析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任务是对从

谷歌图书语料库中选取的各阶级、阶层类词汇在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每年度

的词频比例及其加总进行可视化呈现，重点分析两类词汇在 １９７８ 年改

革开放这一关键历史节点前后的变化，以展示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两种不同意

涵的社会分层结构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 第二部分的主要工作

是利用时间序列回归的方法探索改革开放后公共话语中阶层关注度变

化的影响机制。 具体而言，本研究使用了条件格兰杰回归的方法进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计量经济学中，两个时间序列 Ｘ 和 Ｙ 之间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被定义为：如果变量 Ｘ 有助于解释变量 Ｙ 未来的变

化，则认为变量 Ｘ 是引致变量 Ｙ 的格兰杰原因（Ｇｒａｎｇｅｒ， １９６９）。 因

此，我们可以使用该方法来识别“阶层关注度” （ＬＣ）与“国民经济走

势”（ＧＤＰｃｐ）、“收入不平等程度” （ＧＩＮＩ）、“政治参与度” （ＰＤＩ）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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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走向”（ ＩＯ）等机制在时间序列意义上的内在关联。 此外，如果对不

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进行基于 Ｆ 和 Ｗａｌｄ 检验的标准格兰杰因果分析

会产生偏误，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查各序列的平稳

性。 如果上述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我们直接拟合向量自回归模型

（ＶＡＲ 模型），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测试；如果存在单位根，则可以先对时

间序列的水平值进行差分，直到获得平稳时间序列后再进行格兰杰因

果检验。

五、分析结果

（一）“阶级”和“阶层”在公共话语中的历史变迁（１９４９ －２００８ 年）
在图 ２ 中，我们对所有词汇的原始词频比例（图 ２ － １）以及经过标

准化处理后的 Ｚ 值比例（图 ２ － ２）绘制了时间序列曲线。 两图的趋势

变化均表明阶级类和阶层类议题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在 １９７８ 年前后

发生了明显更替。 而原始词频数据则显示两类词汇之间存在明显的层

次差异，即阶级类词汇在 ６０ 年间书籍语言中所占比重始终高于阶层词

汇。 从曲线的阶段性变化来看，这一差距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存在。
虽然阶级类词汇的总词频比例在 １９７６ 年后便大幅下降，但由于阶层类

词汇提升有限，造成二者之间的差距直到 ２００８ 年依旧存在。 对此，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长期以

“政治挂帅”，包括书籍出版在内的文化宣传工作由官方部门全权负

责，社会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完全在国家掌控之下。 因此，此阶段的公共

话语基本上反映的是国家意志，社会舆论与官方意识形态处于高度重

叠的状态。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转型的启动，在信息传播行业开始出

现了按照商业规律运作的非官方出版集团，并迅速成为消费市场的主

力。 在出版业日益商业化、大众化和娱乐化的背景下，不仅书籍的主题

和内容得到大幅扩充，而且在以迎合大众需要这一商业运作机制的作

用下，一些远离民众日常生活并且带有明显政治性的内容，如阶级议题

被海量信息不断稀释。 这种“稀释效应”不仅使阶级类词汇不断淡化，
而且也造成阶层类词汇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断增多，但在比例上却显

得相对较低（陈云松，２０１５）。
此外，我们计算了阶级类和阶层类词汇在每一年度的词频比例的

３０２

论 文 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关注度



加总值。 无论是原始词频加总（图 ３ － １）还是加总词频的标准化值（图
３ － ２），都显示阶级类词汇在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年持续高速增长，在此之后却

开始“断崖式”下降，而阶层类词汇在 １９７８ 年之后的总体运行轨迹处

于稳步上升趋势。 从图 ３ － ２ 不难看出，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
阶级类词汇的总比例开始在全社会的书籍语言中迅速提高，在 ７０ 年代

中期达到顶峰，而同期的阶层类词汇已降至谷底。 但从 ８０ 年代以后，
二者在书籍语言中所占的地位发生反转。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 ２１ 世

纪，特别是在 ２００２ 年以后，有关阶层议题的关注度与前一时期出现了

明显跃升。① 其中，一些涉及特定群体的阶层定义，如学者、农民工、管
理者、白领和公务员等词汇出现了更为显著的增长。

阶层话语在改革期间不但形成了对阶级话语的总体优势，还出现

了阶段性的爆发式增长。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由著

名社会学家陆学艺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所撰写

　 　 　 　 注：阶级类为实线，阶层类为虚线。
图 ２　 阶级话语与阶层话语的趋势变化（全部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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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发表的 ２００２ 年为界限，首先以图形可视化的形式

比较了在此前后 ６ 年内（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２０ 个阶层类词汇的加总词频比例的总体变化趋

势，又进一步通过测量曲线斜率以显示实际的增长幅度。 这主要是利用对这一时间序列

的一阶差分来实现的。 结果表明，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每一年的加总词频比例增幅为

０ ００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２２；而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增势

仍继续保持，分别为 ０ ００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０６。 这表

明阶层话语在 ２００２ 年后的公共舆论中明显增强。 限于文章篇幅，此处未展示详细的数

据结果。



　 　 注：阶级类为实线，阶层类为虚线。

图 ３　 阶级话语与阶层话语的趋势变化（加总词频）

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有着密切联系。 这一报告对中国学

术界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了

“十大阶层”的重要观点，并且一经公布，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反

响，得到了来自官方机构、理论界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反馈。 因此，我
们认为，“十大社会分层”的论断在推动 ２１ 世纪后中国社会分层的话

语定义向阶层化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图形结果可以初步回答在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在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中国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的话语定义模式的确经历

了从“阶级”向“阶层”的重大转变，其背后反映的则是国家意志在塑造

话语体系上的控制力减弱，公众的态度和需求日益成为建构新型话语

的重要力量。 简而言之，在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中国公共话语有关社会结构

的话语定义中，改革开放前的阶级化类型反映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强

势地位，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阶层化转向则意味着公众态度开始成为

话语建构的主体。 而且，这一变迁过程与改革开放这一关键的历史节

点存在着紧密联系。 但这种直观性描述并不具备实证意义。 接下来，
我们将对其中所蕴含的宏观变动规律进行详细验证。

（二）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因果关联

本文采用“扩展型迪克—富勒”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和“菲
利普—帕芬”（ＰＰ 检验）这两种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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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ＬＣ，ＧＤＰｃｐ、ＧＩＮＩ 和 ＩＯ 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ＰＤＩ 为稳定时

间序列。① 为便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的解读，我们对 ＰＤＩ 也进行一

阶差分。 换句话说，此时我们探讨的是 ＧＤＰｃｐ、ＧＩＮ、ＰＤＩ 以及 ＩＯ 的变

化与变化之间的关联。 此外，为保证所获得的结论在这种多变量条件

下的稳定性，本文采用的是条件格兰杰因果检验，即在分析阶层关注度

与某一变量的因果关联时，将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之中。
表 ３ 展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结果，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１）ＧＤＰｃｐ、ＧＩＮＩ、ＰＤＩ 的变化均为可在时间序列意义上解释的变化（ｐ
值均小于 ０ ０５）。 由于以上变量均是以一阶差分的形式纳入到模型之

中的，准确地说，前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

及公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都可以解释后一年民众的阶层关注度提升这

一现象。 （２）就统计显著性而言，收入不平等（ＧＩＮＩ）对民众的阶层关

注度的影响（ｐ ＜ ０ ０１）要明显强于宏观经济发展（ＧＤＰｃｐ）（ｐ ＜ ０ ０５）。
（３） ｆｄ＿ＩＯ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ｐ ＞ ０ １），也即这一原假设在统计

上无法被拒绝，这意味着政府舆论导向并不能解释公众阶层关注度的

变动。 （４）我们发现 ｆｄ＿ＬＣ 反而是 ｆｄ＿ＩＯ 的格兰杰原因（ｐ ＜ ０ ０１），即
民众对阶层议题的关注会随主流舆论导向发生变化。 换句话说，政府

在引导舆论走向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民众关于阶层问题的意见。 （５）
除了 ｆｄ＿ＩＯ 以外，ｆｄ＿ＧＤＰｃｐ、ｆｄ＿ＧＩＮＩ 和 ｆｄ＿ＰＤＩ 都可以在时间序列意义上

　 表 ３ 　 　 条件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 年）
零假设 观察值 Ｃｈｉ２ ｐ 值

ｆｄ＿ＧＤＰｃｐ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１１ ３８２∗∗  ０２３

ｆｄ＿ＧＩＮ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３４ ５９６∗∗∗  ０００

ｆｄ＿ＰＤ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２６ ３４７∗∗∗  ０００

ｆｄ＿ＩＯ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１ ７８９９  ７７４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ＤＰｃｐ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３６ ７３１∗∗∗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ＩＮ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２０ ２６∗∗∗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ＰＤ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４１ ０４２∗∗∗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ＩＯ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 １３ １８２∗∗∗  ０００

　 　 注：（１）“ ｆｄ＿”表示一阶差分。 （２）根据信息准则 ＡＩＣ、ＳＢＩＣ 和 ＨＱＩＣ 的结果，选择 ４ 阶滞

后。 （３）∗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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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ｆｄ＿ＬＣ 所解释（ｐ 均小于 ０ ０１）。 这意味着公众阶层意识的变动不仅

会影响官方舆论的走向，而且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

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会产生特定影响。

（三）进一步解释

上述统计检验的结果初步验证了在改革的总体进程中阶层话语的

地位上升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逻辑关联。 但需要注意到，中
国的制度转型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策略，这使改

革的总体趋势因具体形势的变化而在各个时期呈现明显差异。 具体而

言，自从改革开放在 １９７８ 年正式作为国家决策被提出后，一直到 ８０ 年

代末，改革意向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施政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随

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日趋紧张，各领域的改革

进程开始受到“维稳”政策的调控。 直到 ２０００ 年后，改革才在全球化

进程以及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渠敬东等，
２００９）。 由此，我们将中国改革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段：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并在表 ４ 中展示了在各阶段对阶层

关注度与宏观结构性机制进行条件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① 从中可

以获得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并对整体模型进行完善。
首先，表 ４ 的结果表明，虽然发现（１）在总体上验证了制度转型对

民众的阶层意识变迁具有显著影响，但二者的关联在改革的不同时期

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０ 年，仅有舆论导向的变化（ ｆｄ＿ＩＯ）
能够在时间意义上成为阶层关注度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ｐ ＜ ０ ００１）。
而在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宏观经济增长（ ｆｄ＿ＧＤＰｃｐ）则成为影响民众阶层意

识的最显著的因素（ｐ ＜ ０ ００１）。 在进入 ２０００ 年后，上述机制的效应

开始消失，但公民的政治参与（ ｆｄ＿ＰＤＩ）和收入不平等（ ｆｄ＿ＧＩＮＩ）开始成

为新的影响因素（ｐ 均小于 ０ ０５）。 对于这一新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

根据改革进程的具体走势来理解。 一般认为，虽然制度创新往往能够

在改革初期大刀阔斧地展开，但新思想观念（如产权、市场、竞争、法
治）的普及会遇到“文化堕距”的现象，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仍需相

当长的时间。 而且，由于体制转轨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中央政府

在这一阶段推进改革主要是以舆论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引导。 最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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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社会发挥了思想解放的作

用，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与阶层有关的敏感

话题在社会舆论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表 ４　 　 改革不同阶段中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年代 零假设 观察值 Ｃｈｉ２ ｐ 值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０

ｆｄ＿ＧＤＰｃｐ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１１  ７４２

ｆｄ＿ＧＩＮ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８５  ３５６

ｆｄ＿ＰＤ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３ ３９∗  ０６６

ｆｄ＿ＩＯ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１２ １３∗∗∗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ＤＰｃｐ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７８  ３７７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ＩＮ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１８  ６７６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ＰＤ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４ ９０∗∗  ０２７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ＩＯ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 ４ ６０∗∗  ０３２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ｆｄ＿ＧＤＰｃｐ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５ ４９∗∗∗  ０００

ｆｄ＿ＧＩＮ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８ ８８∗∗∗  ００３

ｆｄ＿ＰＤ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４ ９３∗∗  ０２６

ｆｄ＿ＩＯ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７ １１∗∗∗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ＤＰｃｐ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 ２８  ２５８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ＩＮ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５ ８９∗∗  ０１５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ＰＤ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２ ４８  １１５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ＩＯ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 １０  ２９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ｆｄ＿ＧＤＰｃｐ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０１  ９２７

ｆｄ＿ＧＩＮ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９ ５５∗∗∗  ００２

ｆｄ＿ＰＤＩ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４ ０６∗∗∗  ０００

ｆｄ＿ＩＯ 不是 ｆｄ＿ＬＣ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２１  ６５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ＤＰｃｐ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２１０ ２４∗∗∗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ＧＩＮ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４７ ６６∗∗∗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ＰＤＩ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１１５ ８３∗∗∗  ０００

ｆｄ＿ＬＣ 不是 ｆｄ＿ＩＯ 的格兰杰原因 ９ ５５ ５５∗∗∗  ０００

　 　 注：（１）“ ｆｄ＿”表示一阶差分。 （２）根据信息准则 ＡＩＣ、ＳＢＩＣ 和 ＨＱＩＣ 的结果，在三个时段

内分别进行格兰杰检验需要分别选择 ２ 阶、２ 阶和 １ 阶滞后。 （３）∗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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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也被正式确立为改革的核心主题，经济性议题也因国民

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而在民众的阶层关注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２０００
年后，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

关注的焦点，构成了影响民众主观阶层意识的重要原因（陈云松、范晓

光，２０１６）。 另外，由于群体性的利益矛盾在 ２１ 世纪初不断激化，各种

社会运动开始大量出现。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居民不仅在基层社

会政治参与中的组织性和凝聚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意识层面开始

对群体性的利益取向以及目标实现手段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强化了本

阶层的认同感，但也加剧了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冲突（刘精明、李路路，
２００５；陆益龙，２０１０）。

其二，发现（２）初步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于民众阶层意识的影响

作用比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更显著。 这一结论已在安德森和柯蒂斯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Ｃｕｒｔｉｓ， ２０１２）针对 ４４ 个国家数据样本的研究中得到了证

实。 然而，我们在表 ４ 中进一步发现，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之

后的改革阶段。 在这之前，宏观经济发展是提升公众的阶层关注度的

主要经济机制。 事实上，伊斯特林等人（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一项

著名的相关研究发现，虽然中国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不断增长，
但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获得相应提高。 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

原因是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 在这之后，吴晓刚

和李骏（Ｗｕ ＆ Ｌｉ， ２０１７）针对近年来中国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伊斯特林等人的观点。
其三，发现（３）与发现（４）共同反映了改革后国家舆论导向与社会

大众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针对主流舆论在引导民

众观念上的“失灵”，学者们的解释主要包括两点：第一，随着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获得经济自主性的个人开始抽离于高度整合

的社会结构，个体化取向逐渐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

和文化观念上蔓延开来，因而无法与仍保留权威性和支配性特征的某

些舆论导向成分建立认同联系（李培林，２００５）；第二，在市场化改革、
科技发展和全球化因素的推动下，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见表达途

径日益多元化，社会舆论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谭伟，２００３）。
另一方面，尽管改革以来民间关于阶层议题的讨论已开始影响主

流舆论导向的变化，但不同时期其作用方式存在明显区别。 改革初期，
重大改革政策的出炉总是伴随着公众对某项议题的社会性讨论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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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例如在 １９７８ 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和政

策设计上的改革导向才日益明晰。 但随着改革战略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开始收紧，改革的总体进程开始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线运

行，政策的变动性逐渐降低。 同时，随着民意代表机制、政治协调机制、
社会监督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的逐步确立，民众意见的表达方式开始

朝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也主要是

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很难对国家舆论导向形成强烈冲击。
其四，对于发现（５），即民众的阶层意识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经济

走势以及舆论导向，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是普

通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议题，并且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通过扩大政治

参与将其意见纳入主流舆论导向之中，最终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和政治

决策。 在这种公众与国家之间重新建构的互动关系中，有两项决策形

成机制的作用值得重视。 其一，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当代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当前，决策听证制度已在全社会普遍实施，
其内容涵盖了价格调整、规章制定和行政处罚等多个领域（彭宗超、薛
澜，２０００）。 其二，网络空间的出现加速了媒介权力结构草根化的趋

势。 有时在舆情传播和引导过程中，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设置特定议题

进行网络动员和鼓动造势，形成针对政府的巨大舆论压力并迫使其及

时回应和处置（杨嵘均，２０１５）。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我们在条件格兰杰分析中控制了多方面的宏观影响因素，但
仍可能存在某些干扰变量。 特别是词频的变动可能会受到社会科学类

出版物变化的影响。 依此逻辑，我们之前所获得的研究发现反映的可

能并非是公众对社会分层领域问题的关注度，而仅仅是在经济高速增

长的背景下，学术出版物特别是社会科学出版物不断扩张并最终显示

为语料库膨胀的结果。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参照陈云松和严飞（Ｃｈｅｎ
＆ Ｙａｎ， ２０１６）采取的以下方法进行验证：引入学科词频，并证明该类词

频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 具体而言，我们选取了四门学科的词汇，包括

可以代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以及可以代表自然科学的

“物理学”和“生物学”，并将每一门科学在谷歌图书汉语（简体）语料

库中的词频比例进行了标准化（分别为 ＬＣ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ＬＣ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Ｃ ／
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Ｃ ／ Ｂｉｏｌｏｇｙ），然后比较它们与经济发展走势（ＧＤＰｃｐ）的演化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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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此外，我们也对四门学科的词频比例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而后合成

一个综合性指标“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与经济发展指标“ＧＤＰｃｐ”进行双变量的

格兰杰检验。 分析表明，不仅图形结果显示学科词频的变动与经济走

势并不一致，而且统计结果也并不支持经济增长是学科词频扩张的格

兰杰原因（ｐ ＞ ０ １）。①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经济增长通过促进

社会科学繁荣进而使阶层类词频所代表的阶层关注度增长的情况。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分时段分析的样本较少，可能对模型的

稳定性造成影响。 不过，我们执行这一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对前一步的

条件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加以进一步解读。 而且，对比分时段分析和总

体分析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较高的吻合度，这也从侧面说明

不稳定的问题并不严重。 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基于 Ｔ 检验的双变量格

兰杰检验重新进行了分时段回归。 这是因为这一检验的基本前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Ｄａｒ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检验正态分布所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 ６，小于分

阶段分析的所需的最小样本量 ９。 从最终呈现的回归结果来看，与采

用条件格兰杰回归的分阶段分析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

模型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②

六、总结与讨论

基于谷歌图书语料库汉语（简体）中的 ４０ 个阶级类词汇和阶层类

词汇，本文对在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中国公共话语中有关社会结构的话语定

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 我们发现，阶级话语在改革开放前的 ３０ 年中占

据着主导地位，但在 １９７８ 年后日益被与阶层有关的议题所取代，从而

表现为社会分层的话语建构模式发生了从官方意志到公众态度的重大

转型。 基于时间序列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为这一变化提供了实证性解

释。 总体而言，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以及政治参与

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解释改革以来公众阶层意识提升的现象。 但同样

作为市场转型的后果，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远不及收入差距这一负

向因素。 反过来，民众阶层意识的变化也会对上述制度性变迁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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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大。 另外，我们

也发现，在改革期间，主流舆论导向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开始下降，同时

也会受到后者的影响。 由此，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以得到确切的

答案，也即改革开放以后，制度转型对中国民众阶层意识的提升发挥了

重要影响，这主要源于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 同时，主流

意识形态对建构民众思想意识的强制性影响日益减弱，而基层社会的

力量正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官方话语体系的走向。
事实上，阶层意识不仅涉及个体对自身客观地位的判断，同时也是

衡量“获得感”的重要标准。 ２０１５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通

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获得

感”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① 党的十九大更明确地指出：“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因此，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在改革开放进

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相较于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缩小收入

差距、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能力，将是缓解阶层矛盾、促进社

会流动、防止坠入“转型陷阱”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

中，必须不断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扩大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维护公

民的各项合法政治权利，健全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 与此同时，国家与

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改进公共舆论的引导机制，
将公众意见更多地纳入主流舆论导向和重大决策之中，提升国家治理

水平与社会现代化程度。
本文在数据和方法层面仍存在一些局限，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互联网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在对中国公众态度的代表

性上可能会逐渐与书籍“分庭抗礼”。 第二，以词汇来归纳公众的阶层

关注度的方法仍存在一些缺陷。 例如，职业类词汇总是无法全面反映

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结构急剧分化以及职业类型迅速增多的事实。 第

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确定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

间的关联，并不能完全确认为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关系。 第四，尽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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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１８ 日和 ７ 月２２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８８７１８１．
ｈｔｍ）。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１０２８ ／ ｃ６４０９４＿２９６１３６６０ ｈｔｍｌ）。



歌图书数字化工程项目的书籍来自全球顶尖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社，且
双方协议均表明供书方将书籍全部而非选择性地送往项目实施方，但
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中文图书收藏和出版时的意识形态筛选风险。 当

然，从国际高校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籍的宗旨和实践来看，这一风险倒不

必被高估，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基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书籍都是学术机构

收藏和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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