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梁漱溟与费孝通乡土重建思想比较研究” （批准号：
１３ＣＳＨ００３）资助。 本文初稿曾先后在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召开的“首届新时代

中国乡村建设论坛”（重庆，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联合举办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工作坊（上海，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中国社会学会 ２０１８ 年学术年会“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分论坛”（南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上宣读。 作者感谢师友们的评论与建议，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与建

议。 文责自负。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

张　 浩

提要：梁漱溟和费孝通两位都是乡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
物，本文主要讨论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 对年轻的费孝通而
言，其学科训练、师友影响以及士绅家庭背景都令他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
张抱持保留和质疑的态度；历经数十年人生风雨，经过晚年的反思与补课，费
孝通重新认识并走近了梁漱溟，对其乡村建设主张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各美
其美”到“美美与共”的转变。 梁漱溟与费孝通两位先生关于中国乡村社会
的真知灼见是中国社会科学推进本土化的标志和重要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和
有效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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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为纪念梁漱溟先生 ９５ 岁诞辰而举行的梁漱

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他说：
“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

家……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

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

情的”（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７ａ：３８４ － ３８５）。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费孝通主持香

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梁漱溟先生参加，９５ 岁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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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难以承受旅途跋涉之劳，在家里录制了视频讲话拿到研讨会上播

放，这是这位老人生前最后一次学术演讲。 就在这次会议上，费孝通就

梁漱溟的文化观进行了专题发言，他认为，梁漱溟的理论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考验，虽然其中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作为提出问题、提出

观点的先锋值得后辈敬仰（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ａ：６５）。
曾有人询问梁漱溟：“晚辈学者中你最佩服的是谁？”他答：“是费

孝通。 费孝通先生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

能如此”。 另有人问他：“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答：
“费孝通。 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都通，近年深入农村工矿调查，使他更

通。 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 （陆铿，１９９０）。 费孝通对此回应道：“他
这样讲，也许是因为我跟他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吧”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３ｂ：４８７ － ４８８；马宝琛，２０１０）。

的确，两位先生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相通之处：都曾有志学医，却
又都弃医从文，转入认识中国社会以救亡图存；都在青年时期完成重要

著作；①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都曾担任民盟的重要职务；②都曾办报，
倡导和平与民主；③都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④都强调学以

致用，反对“为学问而学问”；都关心中华文化及其历史命运；都曾直面

中国乡村的衰败并提出真知灼见；都得享高寿 ９５ 岁。
既然存在这么多相似相通之处，彼此间又惺惺相惜，那么，费孝通

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是什么态度呢？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如火如荼展开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问题意

识而言，回应了“五四”时期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命题：帝制皇权

解体后，建设民治政体的民情基础是什么？ 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

社会和民众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侯俊丹，２０１７）。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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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２８ 岁时（１９２１ 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费孝通 ２８ 岁时（１９３８ 年）完成博士

论文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江村经济》）。
梁漱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费孝通于 １９４５ 年加入民盟时梁漱溟担任民盟秘书长；费孝

通则在改革开放以后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和名誉主席。
梁漱溟于 １９４１ 年在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费孝通于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６ 年主编民盟刊

物《时代评论》。
１９４６ 年李闻惨案发生，梁漱溟发表声明：“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我倒要看看国

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 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４６ｂ：
６３０ － ６３１）。 费孝通悲愤著文：“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６ａ：
４８３ － ４８４）此前，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师生举行的一次反内战集会中，费孝通曾大声疾

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张冠生，２０００：２４１）。



漱溟的乡村建设尝试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梁漱溟在其持改良主

张的父亲安排下从小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时代因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而

崇尚君主立宪，但是清廷半真半假的改革促使他很快转向支持革命，憧
憬在中国实现西洋政治制度。 然而民初的政治乱象及相继的军阀割据

再次令他大失所望，也使他“深悟到制度与习惯间关系之重大，深悟到

制度是依靠于习惯”，“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已想到‘乡村

自治’问题”（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ａ：１９ － ２２）。 他开始提出“乡治”主张，
后因参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和接办《村治月刊》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０）而改称

“村治”，①之后又统称为“乡村建设”。 他说：“我从事乡村运动的动机

是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烦闷而来的。 我由于对政治问题的烦闷而得到

的一个答案，即：要先培养新政治习惯。 而新政治习惯的养成，须从小

范围入手，因此才注意到乡村；不然的话，我便不会注意到乡村”（梁漱

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０ａ：２３１ － ２３２，１９３７ａ：３１８）。②

尽管当时不乏社会学者对乡村建设主张的批评，但是总体上，社会

学者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设立乡建实验区，到培养

乡建人才、推动乡村社会调查以提供实验基础，再到在舆论界造成影

响、参与整合乡建力量，都有社会学者的参与（阎明，２００４：９６ － ９７）。
费孝通于 １９３３ 年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亦曾一度应邀参加了梁

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３ｂ，４８７；Ａｒｋｕｓｈ，
１９８１：３６、２９４）。③ 作为一名社会学的后辈学者，费孝通对梁漱溟的乡

村建设主张又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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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主持的《村治》第 １ 卷曾刊发报道《开弦弓合作社办理之成绩》，对费达生在开弦

弓村的试验和服务工作予以介绍和肯定。 这可谓梁漱溟与费孝通的另外一个渊源，也与

后来费孝通对梁漱溟的乡建工作的态度构成一个有趣的对照。
讨论费孝通对梁漱溟乡建主张的态度至少涉及三个方面：梁漱溟的主张、费孝通的主张

以及费孝通对梁漱溟的主张的态度。 按道理讲，倘若不对梁漱溟的主张稍作延伸，就无

法有针对性地讨论费孝通对其所持的态度，但若是放入对梁漱溟的思想的讨论内容，就
不可避免会增加文章篇幅，而且难免冲淡费孝通对梁漱溟主张的态度这一中心主题。 考

虑到学界关于梁漱溟乡建思想的讨论已有不少，本文选择从略。
根据费孝通本人在《暮年漫谈》中短短一句话的回忆，以及《费孝通传》的作者阿古什于

１９６９ 年对费的本科同学杨庆堃的访谈（参见 Ａｒｋｕｓｈ，１９８１：３６、２９４），费孝通应是在 １９３３
年的七八月间前往山东邹平参与乡建工作，但目前我们对其这一段经历的具体情形知之

甚少。 与此不无相关的是，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１４ － １６ 日，梁漱溟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

作讨论会，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 ３５ 个机关团体的 ６５ 名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费孝通

在燕京大学的老师、主持燕京大学乡村建设清河实验区工作的杨开道作为会议发起人之

一亦前往参会。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理解思想家对彼此之间主张和看法

的态度，与理解不同思想家各自的主张一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两位先生都是乡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爬梳和辨析彼

此对对方的主张的态度，有助于回到双方共同面对的原初问题，加深对

各自主张的深入理解，明晰不同主张和思路的共同和歧异之处，也有助

于加深对当时社会思想总体状况的理解和把握。
此外，提出这一问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家发展站在

新的历史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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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

现在乡村。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

的实现是一项历史性任务，任重而道远。 鉴往知来，要深入理解和顺利

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就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脉络，了解前人的探索尝试

和经验教训。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尝试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主

张无疑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和费孝通各自关于乡村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很多

（刘豪兴，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２０１７；李善峰，１９８９；甘阳，１９９４；郑大华，２０００；贾
可卿，２００３；吴飞，２００５；周拥平，２００７；干春松，２００７；盛邦和，２００７；杨清

媚，２０１０，２０１５；李友梅，２０１７；谢立中，２０１７；张静，２０１７；周飞舟，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周晓虹，２０１７），对两人的思想进行比较讨论的研究相形较少。
丁元竹较早提出对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人对中国现代化

道路的探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所采方法和所获认识有所不同：梁漱

溟认为中国新生活的源泉必须到乡村中去寻找，他主张走振兴农业以

引发工业、复兴农村以带动都市的道路，费孝通则认为城乡二者同样重

要，在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上更强调乡村工业的重要性。 就面对西方文

化的态度而言，梁漱溟总体上是否定西化论的，认为中国文化是处于比

西方文化更高的阶段的文化；费孝通则认为不同文化各有特点，并无优

劣之分，特定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丁
元竹，１９９２）。 徐勇在其研究论文中指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东

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化中的乡土

重建问题。 毛泽东主张推行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但是对政治革

命的偏重使乡土重建承载了过多的政治理想色彩，反而使乡土重建难

以实现。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社会，只有建设

的任务而没有革命的对象，中国的问题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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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失调问题，其出路在于通过乡村组织重建新文化新礼俗。 费孝通则

强调中国乡村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

有效途径在于恢复乡村工业。 三人的探索思路尽管不同，但也存在共

同之处：都认为现代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都强调乡土

重建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发和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都以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农村，身体力行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从中挖掘

和寻求解决乡土重建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徐勇，１９９６）。
费孝通英文传记的作者阿古什注意到，年轻的费孝通对乡建工作

流露出冷淡和轻视之意，而更倾向于通过学术研究认识中国，以作为进

一步改进社会的基础。 阿古什推测说这是因为费孝通当时在派克的影

响下对城市研究更感兴趣（阿古什，２００６：２９）。 在人类学者杨清媚看

来，真正的原因其实并不在此。 费孝通的乡村研究走了一条与梁漱溟

不同的道路，对绅士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是其中关键。 虽

然两人都强调绅士的重要作用，但是梁漱溟眼中的绅士的首要承担在

于培养人心、教育地方，费孝通眼中的绅士则应起到另外的作用，即促

成技术和社会制度的革新。 梁漱溟认为职业分立而人心无差别；费孝

通则认为绅士与农民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不同传统，道德有差等，人心有

分别。 在费孝通那里，虽然有对绅士的道统的坚持，但他那时并未对中

国历史传统发生真正的兴趣，因而对于道德和历史的问题存而不论

（杨清媚，２０１０：７３ － ７４、８４ － ８５，２０１５）。 这可谓点中了两位先生一个

重要的分歧。 不过在本文看来，关于乡村士绅的角色和作用只是二人

分歧中的一个方面，而且重要的是，学者的思考和主张随着时代形势和

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杨清媚留意到，到了老年，费孝通意识到（或
者是时势允许他去谈）这些制度一直忽视了给知识分子自身寻求安身

立命之所，文化精神无从依傍。 他后来走向对精神世界的研究，其实迂

回地重现了梁漱溟的问题。 可惜囿于主题和篇幅，她未能就此展开讨

论（杨清媚，２０１５）。

二、“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
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

概言之，费孝通早年对梁漱溟的乡建主张抱持保留态度。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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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回忆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他（梁漱溟）的书，但是没有全部

读懂，所以对我早年的影响不大”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３ｂ：４８７）。 “没有

全部读懂”与“影响不大”隐约表达了他当时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

不同看法。 如果说激起不同的见解也算是一种影响的话，从费孝通的

早年著文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影响。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费孝通在《北平晨报》发表《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

乡村》一文，在文章的开头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在国内似乎有一个

趋向，以为‘中国问题’是一个乡村问题。 若是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

国社会变迁而言，则在社会研究的观点上论，我们不敢附和这种见解。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至少是有同样的重要。 若是离开

了都市的研究，乡村的变迁是不容易了解的……乡村社会的变迁常策

源于都市。 我们要明了乡村社会的变迁，自然不能不从变迁的源头都

市入手”（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３ｂ：１２３ － １２７）。
基本可以肯定，这一段话多少是针对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观点。

在此文发表的三个月前，费孝通离开了短暂参与的山东邹平的乡村建

设工作，进入清华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 参与乡建工作期间，他自然会

从梁漱溟的文字或演讲中了解其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主张。 在完成于

１９２９ 年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梁漱溟第一次公开地系统阐述了

其乡建思想，他在开篇指出：“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 求所谓中国

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９ｂ：９１１）一年后，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

概要》中，梁漱溟再次表示：“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 在它境

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

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 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
村建设’” （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０ａ：２２２）。 在山东六年的乡村建设工作

中，梁漱溟发表了大量演讲，屡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例如，他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３ － ６ 日所作的题为《自述》的讲话中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

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 建设什么？
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 （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ａ：３１）。 在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所作的发言中，他指出：
“所谓四面八方而来的乡村运动者，正为中国问题原即乡村问题，———
愈到后来愈见出是一个乡村问题。 中国问题的解决还只有于乡村以求

之，———愈到后来愈反逼到此一路。 于是举国上下东西南北各方面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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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集中于此”（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ｂ：５７８）。 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
他再次强调：“做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

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 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

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所
得单独解决。 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

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７ａ：１６１）。
年轻的费孝通显然在两个方面不能同意梁漱溟的主张：第一，不同

意简单将中国问题归结为乡村问题；第二，不同意将关注的重心置于乡

村，而认为在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与后来主要

关注乡村形成对比，时年 ２３ 岁的费孝通明显正深受美国社会学家派克

的影响，后者于前一年秋冬到燕京大学讲学，鼓励学生们把北京当作一

个社会学的实验室，并亲自带领他们走进北京的天桥、监狱、贫民窟乃

至八大胡同去实地观察（阿古什，２００６：２５、３０）。 耐人寻味的是，从费

孝通在文章题目《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之中以及正文中的限

定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在社会研究的观点上”可以发现，费孝通有意

表明他是从学科研究的意义上提出上述批评的。 从所指涉的内容来

讲，费孝通的批评固然有其道理，但多少予人一种就事论事、与梁漱溟

的主张不在同一个层面因而显得“对不上”的感觉。 对于梁漱溟历经

长期探索形成的乡村建设主张及其背后繁复曲折的理路和体系，费孝

通似乎并未了然于胸，或许正如他后来表示的，他当时对梁的作品“没
有全部读懂”。

如果说前引的一段话还只是对梁漱溟的观点隐晦地表示不同意

见，那么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就是直言不讳的点评和质疑了。 费

在文中说：“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

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

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

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 好像邹平、定县已在乡村中引入了种种新的生

活形式，我们很愿意知道这辈在改变生活形式中的农民对于这些新形

式的认识是怎样的，在态度上，我们才能预测这种乡村运动的前途”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３ｂ：１３１）。 判定一项社会运动、制度或政策是否合

理或是否有成效，离不开对基层民众的认知、反应和接受程度的关注。
１９３４ 年，在以姐姐费达生的名义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已经成为一名功能主义者的费孝通更加直接地批评道，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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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反应和接受程度的关注和了解不够，离开了社会研究和社会

知识的支撑，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很多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验不过

是一种“硬手硬脚的尝试”，虽则打着“建设”的旗号，其效果却往往适

得其反，造成对乡村社会的破坏：“我们现在所做的农村工作，一方面

可说是‘建设’，另一方面亦可说是‘破坏’……我们的社会知识太缺

乏。 社会知识的缺乏，非但会引起不良的副作用，甚而会影响到建设

事业的本身……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

尝试？ ……正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若要免除或减少变迁时代中的

失调痛苦，惟有从多方入手的办法。 在目前讲求或试验农村建设的地

方，很多是犯了单刀直入，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有机性，弄到一盘碎局，无
从收拾。 整个的中国，不就是如此么？”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４：２５７ －
２５８）在初版于 １９３６ 年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编后记》中，费孝

通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

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

它的功能。 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清理这个网络，认识

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
老实说，是在拆搭配。 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

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 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

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ｄ：４３１ － ４３２）。

费孝通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先认清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

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 也就是说，费孝通对乡村

建设派改造社会的努力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在没有科学地认识清楚

社会病症之前就匆忙地去做改造的工作。
行文至此，费孝通对自己志业的设定也就呼之欲出了。 他说：

“我们希望现在做社会研究的人，能详细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就其

活动的有机性，作一明白的描述，使从事建设的人能有所参考”（费孝

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４：２５８）。 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江村经济》）一书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

迁过程，“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

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

此……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

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９：６９ － ７１）。 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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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会改造之前，先来做一番切实的认识社会的工作，这是对社会科

学研究者的期望，更是自己准备承担的使命。 费孝通坚定地选择了

一条“学院派”的路子，矢志不渝地从事“认识中国社会”的研究探索

工作。 问题是如何去进行社会研究才能有效获取“以实事为依据的

情况”，弥补“社会知识的缺乏”，从而提供“从事建设的参考”、实现

“社会科学的功能”呢？
在当时，经过一些前辈学者的努力倡导和践行，实地社会调查的重

要性已为学界所认知和接受。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之初，即有一批教会

学校的外籍教师主持进行实地社会调查。 以陶孟和、李景汉等为代表

的中国第一批社会学者继而发起了一场通过社会调查探寻中国社会问

题并寻求解决之道的颇具声势的社会调查运动（阎明，２００４：１７ － ７５）。
这些调查大体属于定量性质，即运用统计方法对某些区域和领域内的

状况进行概括描述，当时几项最为著名的调查，例如陶孟和关于北平生

活费的调查（１９３０）、李景汉关于定县的社会概况调查（１９３３）、卜凯关

于农场经济的调查（１９３０）、潘光旦关于家庭问题的调查（１９２８）、严景

耀关于犯罪问题的调查（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４）等，皆属此类。 乡村建设的倡议

者认同这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 晏阳初在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
作的序言中指出：“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
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晏阳初，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３：８１）。 在 １９３４ 年第二

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他再次表示：“农村建设的工作必须有具体

的方案。 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事实的根据，又必须靠有系

统的精确调查” （晏阳初，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４：１０２）。 梁漱溟在 １９２９ 年初游历

考察了晏阳初与平教会的定县工作后认为，在平教会最主要的三项工

作（文艺教育、社会调查、农业改良）中，最有价值的便是李景汉主持的

社会调查工作。 他说：“平教会所办的社会调查部，我想是最有价值的

工作……平教会所替社会作的事，要以请李景汉先生到外县乡间去办

社会调查为最大功德”（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９ａ：８９１）。
在老师吴文藻的影响下，费孝通对这样的社会调查并不满意。 他

承认这一类问卷式定量调查在某些方面或许有其功用，但认为其缺陷

也是显而易见的，无法据以深入理解社会。 他和他的老师更属意的是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旗帜下经过一番摸索形成的一种新的实地研究

方法———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法。 吴文藻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留学美

国，经历了社会学美国本土化的过程（吴文藻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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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系系主任吉丁斯是美国本土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受此启发，回
国后主张并推行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１９８２）。 他提倡的社区研究正

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项主要工作。 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工作是把中国

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中去。 当时学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用

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另一种即上

面提到的，用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

论著。 吴文藻对两种途径都表示怀疑，认为无法由此充分了解中国社

会实际。 他从到燕京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那里获得启发，提出了有别

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主张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人类学

方法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吴文藻，１９８２；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ｃ：１８４ － １８５）。 费孝通认同吴文藻的主张，认为社区研究是认识中

国社会的最理想和合适的方式。 倡导社区研究法是费孝通及其师友的

主要贡献，他们的工作甚至被视作形成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燕京学派。
这也构成了费孝通认为的他与梁漱溟等乡建派主张的主要区别。

正是通过践行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孝通看到了乡村经济

结构的特别之处，形成了恢复乡村工业的基本主张。 在研究进路上，如
果说梁漱溟主要从政治和文化方面认识乡村的衰败，费孝通则着眼于

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生计困顿。 １９３５ 年在江村看到的“站在饥饿边缘

上”的农民，给费孝通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令他得出“中国农村真正

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９：２６４）的重要判断。 为

什么农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呢？ 通过对江南和西南几个

村庄的观察，费孝通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

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他说：“中国从来不是

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 可是传统的工业都

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

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 也只有这

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

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而濒于崩溃，
“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
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乡土工

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激起了走投无

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和收租人的仇恨和反抗。 “中国的租佃制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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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

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 （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７ａ：６７ － ７１）。 着眼点不同，看到的问题不同，提出的应对也不

同。 梁漱溟躬身践行乡村建设，费孝通则主张通过恢复乡村工业，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计，进而实现乡土重建。 他认为，解决中国问

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但这仅仅是解决中

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

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

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

代工业，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 他说：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

民的收入。 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费
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９：２６６）。 在此后数十年间，秉持“志在富民” （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１）的学术志向，费孝通孜孜不倦地持续关注农民的生计，从
江村到云南三村，从村庄到市镇再到更大区域，一路行行重行行，在乡

村工业、土地问题、士绅角色、科技下乡、乡村组织等方面形成了有异于

乡村建设派主张的基本认识和判断。①

在为 １９４７ 年日本社会学会年报所做的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学的长

成》的文章中，费孝通再次批评乡村建设实验区缺乏扎实的社会研究

工作，并对包括他自己领导的云大—燕大社会学研究室在内的研究机

构和人员所进行的社区研究工作的意义进行了回顾和评论。 他指出，
这种实地的社区研究工作尝试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

学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和分析，并更进一步地提出解

释。 “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范围的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
甚至是错误的。 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

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

继续研究的基础了”。 因此，“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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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注意的是，与对待梁漱溟的态度有所不同，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晏

阳初有着更为直截了当的批评。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每每以“提倡乡村工作的

朋友认为怎样，实则情况怎样”的句式下笔，对晏阳初关于农民愚贫弱私的观点提出批评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８ａ：１１３ － １１７、１２４ － １２５）。 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发表于《观察》杂志上的一

篇题为《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文章中，费孝通对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主张进

行了集中的激烈批评（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８ｃ：２７０ － ２７６）。



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认为

是一步重要的迈进”（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７ｂ：４１８）。①

三、“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家”与“最后的士绅阶层”

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保留态度，大体上受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当时师友的影响。 除了前述派克教授的影

响，据费孝通回忆，吴文藻和杨开道是他在燕京学习期间接触最多、受
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ｃ：５８ － ６０），而两人均对梁漱

溟等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持有不同意见。
吴文藻在著文介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方法时，讨论

到“文化的三分法”是学界的通行分类法，顺带对梁漱溟的文化观提出

了批评。 他认为，梁漱溟虽然正确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包括精神生活、社
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个方面，但只从价值观点进行分类，把次序弄颠倒

了，而如果从事实观点分类，则应把物质生活放在前面，把精神生活放

在后面。 在吴文藻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是从经验到抽象，精神是

三者中最缺乏客观性和具体性的，也是最依赖于物质和社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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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在一篇题为《我看人看我》的文章中（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２）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

“人看我看人”的问题：对于费孝通及其他一些人对乡建的批评，梁漱溟又是什么态度和

反应呢？ 梁漱溟比费孝通早出生 １７ 年，在他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为世

人所知的时候，费孝通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学生，所以在梁漱溟的作品中并没有

对费孝通的评论作出回应的内容。 不过，１９３５ 年 ４ 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

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收录了当时各报章杂志上所发表批评乡村建设的 １４
篇文章，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全国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批判，
梁漱溟于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完成《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对批判意见进行了回应，１９４１ 年由

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梁漱溟对待相关批评的态度。 此外，梁漱

溟亦对自己的乡村建设工作多有反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全国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提交的报告中，梁漱溟对过去工作进行了检讨：“吾人日

言乡村建设，其不落于破坏乡村者几希！ 言念及此，不寒而栗”（梁漱溟，１９３３：３９１）。 在

两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梁漱溟沉痛地指出，乡村建设运动有两大难以解决的问题，“头一

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５：５７３）。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一沉痛反思点明了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倡导

者所面对的困境和尴尬，而之所以“乡村不动”，恐怕多少与乡建的参与者对具体乡村的

认识不足有关。 这倒不是说梁漱溟对乡村认识不足因而乡村建设是一个失败，而是说，
费孝通基于社会人类学的训练在乡村进行过细致扎实的实地研究，而梁漱溟缺乏这一经

历，他与费在认识社会的进路方面有着重要区别，他是从大的方面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乡

村下判断。 由是观之，费孝通上述对乡村建设的批评和质疑可谓有其道理。



（吴文藻，２０１０：２７７；杨清媚，２０１０：８５ － ８６）。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学家之一、燕京大学清河乡建实验

区的关键人物，杨开道的主张对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后来学者产生了重

要影响（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ｃ：６０）。 尽管同为当时乡村建设的重要倡

导者和践行者，但是杨开道与梁漱溟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着观点上

的差异和争论。 例如梁漱溟于 １９２９ 年春先后游历考察了国内几处主

要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域之后，于当年 ６ 月在《村治》月刊发表《北游所

见记略》，表示对所看到的乡村建设方案不满意（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９ａ：
９０１ － ９０８），杨开道当年 １０ 月即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业

周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不同意见（杨开道，１９２９）。
第二个原因在于费孝通所接受的完整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

类学学科训练。 晚年费孝通曾自称“学术领域里的一匹野马”，“不受

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０：３４６，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ａ：２５，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６：２８０），表露出不愿局限于学科束缚之意。 事实

上，费孝通也的确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不过总体而言，完整而系统的

功能主义的人类学训练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学科训练影响了他提出

的问题领域、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正如费孝通本人

所指出的，早在远赴英伦跟随人类学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学习之

前，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早期在燕京大学和清华的学习，他的主要观

点和研究方法就已基本形成，他已经成为一名功能主义者，而伦敦的学

习经历只是使得他的功能主义观点更趋于成熟（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７ｂ：
３９３、４３３）。 费孝通在其第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就对功能学派及其对

实地工作的强调推崇有加，并大段援引马林诺斯基的研究（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３ａ）。 在清华研究院跟随史禄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测量

体质类型）的经历，更加强了他的这一倾向（费孝通，１９８７ｂ：３９３）。 其

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就是采用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的

一种尝试。 ５０ 年后该书重版，费孝通在重版前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耐人

寻味的话：“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

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里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

观点的根子或苗头”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ｄ：４５２）。 费孝通于后来赴英

留学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关门弟子，可谓其来有自，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罢了。
而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慧眼独具，抓住乡村工业这一关键抓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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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

性”，主要就得益于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这一方法重视考察社会制度

的社会功能、社会制度和社会系统各方面的搭配，帮助作者在对“中国

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观察和描述中，窥见农民生

计同时有赖于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共同支持。 他在江村看到了不在地地

主土地制度横向地关联到乡村手工业的衰落。 他说：“当我在分析江

村的材料时，就感觉到土地问题决不能视作一个独立的问题。 一地方

土地制度的形态其实是整个经济处境一方面的表现。 若是要解释江村

佃户充斥的现象，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该地手工业崩溃的事实” （费孝

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５：２）。 这样，在功能主义的观点指引下，作者形成了自己

的解释逻辑：西方现代工商业侵入→农村家庭手工业衰落崩溃→农业

与家庭手工业搭配的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农民以土地抵押向

市镇借贷→无以还贷，出卖土地→不在地主与佃户充斥→无法单独以

农业为生，农民生计陷于困境→土地问题严重性凸现，社会冲突加剧。
第三个原因在于费孝通的士绅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的士绅身份定

位。 费孝通出身于苏南的一个士绅家庭。 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同里镇上

有名望的读书人；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归国后长期投身于家乡

的教育事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学生，创办了当地第一所蒙

养院；姐姐费达生及其先生郑辟疆穷尽毕生精力在家乡帮助农民改进

缫丝技术。 此外，清末状元、视实业和教育为“富强之大本”的改良派

实业家张謇与费家交情深厚，曾邀请费璞安于 １９０９ 年 １ 月到其在家乡

南通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任教，为纪念两家的友情和在南通的执教经

历，费璞安为 １９１０ 年出生的小儿子取名“孝通”（张謇的下一辈属“孝”
字辈）（张冠生，２０００：２１）。 士绅家庭背景对费孝通产生了毕生的影

响，他也始终以一名士绅自居。 在他晚年，一位英国教授去拜访他时，
询问他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费孝通面带微笑地回答：“我还是绅

士，没变！”（王铭铭，２００５）
士绅背景令年轻的费孝通对源于自强运动的乡村改良派颇有好

感，而对乡村建设派的工作有所隔膜。 费达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技术

和组织，而梁漱溟总结乡建也是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那么为

什么费孝通对其姐姐的工作赞誉有加，而对梁的乡建却颇有微词呢？
除了情感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费达生的士绅身份及其所

代表的源远流长的乡村改良传统。 在费孝通看来，他的姐姐费达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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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生郑辟疆本身都是“丝绸之乡的儿女”，在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后

“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

落后面貌”（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ｂ：６７）。 与费达生以本地士绅身份从事

乡村工作不同，梁漱溟相对于乡村是一个外来人，正如梁自述的那样，
“我自己生长于北京而且好几代皆生活于北京，完全为一都市中人，未
尝过乡村生活，而今日乃从事于乡村工作，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以一个

非乡村人而来干乡村工作”（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ａ：３１）。
姐姐费达生对费孝通毕生有着特殊的影响。 她接替去世的母亲帮

助费孝通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她在家乡进行的蚕丝改革试验构成了

费孝通学术事业的起点。 吴江历来以蚕桑丝织闻名，但是近代以来受

国际市场影响，丝业趋于衰落，民众生计陷于困顿。 费达生因此发愿终

生致力于中国蚕丝事业，在家乡推行蚕丝改革试验，帮助农民养蚕制

丝。 她创办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无意中为费孝通提供了

一个在本乡本土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绝佳的社会人类学田野和对象

（张冠生，２０００：４６ － ４７）。 正是在开弦弓村，费孝通首次观察到“站在

饥饿边缘上”的农民困窘状况，留意到“农工混合”的传统经济结构，形
成了恢复乡土工业的基本主张。 在费孝通的理论中，乡土经济是与世

界市场体系接轨的，中国社会被他放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背景中予以审

视（相形之下，这是梁漱溟未曾考虑的，世界市场对于梁漱溟来说似乎

是陌生的），①这不能不归功于姐姐费达生的启发。 费孝通说：“我总是

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如果仅以

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ｂ：７０）。

四、“反思”与“补课”

以上关于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态度的讨论，时间节点在 １９４９ 年以

前。 时移世易，事过境迁，诚如费孝通所述，他早年对梁漱溟的作品

“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自己“影响不大”，那么，经历了 １９４９ 年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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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示笔者留意到这一点。



十年的风风雨雨，晚年的费孝通的认识和态度又如何呢？①

历经了“反右”与“文革”的苦痛遭遇，又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意外开

启“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４：４２２ － ４２８），在“志在富民”
的“行行重行行”之余，年届八旬的费孝通的思考和写作出现了一个显

著的变化，那就是用相当的精力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研究工作进行回顾

和反思。 在国外友人为庆祝他 ８０ 岁生日举办的研讨会上，他说：八十岁

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

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因而可以有平静的心

情去检视过去人生道路上所留下的脚印（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０：３４０）。
一番检视后的第一批成果是于 １９９６ 年结集出版的《学术自述与反

思》。 该书收入了作者数年间完成的十多篇学术回顾和反思文章，其中

包括 １９９３ 年在第四届两岸三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所发表的

题为《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的学术演讲。
在这篇被他称作“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

传方式的自我反省”（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６：１１２）的文章中，费孝通对自己

以往数十年的研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说：“年近谢幕，时时回首

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谬杂

呈；究其轨迹，颇有所悟”（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ａ：２１７）。
他悟到了什么呢？
费孝通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工作有一个主要的

缺点：“只见社会（区）不见人”。 对“社会”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
种是把社会看成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一种是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

高一层次的实体，费孝通受第一种看法的引导进入社会学，但是在经历

了瑶山和开弦弓的实地调查后，尤其在接触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

作品后，逐渐转向第二种看法，而这一学术倾向难免导致“只见社会不

见人”的偏颇（最突出地体现在作为“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的《生育

制度》一书中）。 具体到社区研究经历，过去的研究只关注了农民的“衣
食”问题，而忽视了其“荣辱”问题；只注意了社会的变化，而忽视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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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需要补充指出，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形成了自己的乡村建设主张之后，梁漱溟即

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移，甚少退让，１９３８ 年初在延安窑洞中与毛泽东的争论即是一例（梁

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４１ｂ：１９１ － ２０５）。 尽管如此，在 １９４９ 年后，他亦曾一度丧失自信，认为自己

错了（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５１：８７３ － ８９０，１９５２：９６６ － １０３０）；及至“文革”后，才又恢复对自己

主张的信心（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７７：４２４ － ４２８，１９８１：５２０ － ５２１）。



的人的变化。 前者属于社会的生态层次，后者属于社会的心态层次（费
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ａ，１９９２ｂ，１９９３ａ，１９９３ｂ）。 在《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十周

年纪念座谈会上，费孝通表示：“我过去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最大的

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 我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社会结构，就是人们需

要遵守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

类，而没有讲过一个个人怎样在这套规矩里生活。 人的生活是有悲欢、
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这方面的生活

内容讲，人各有别。 我的缺点就在只讲了社会生活的共性而没有讲在

社会里生活的人的个性，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

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ｂ：３３ －３４）。
促使费孝通将社区研究的视野从生态层次上升到心态层次的，除了

年迈老人对自身的回顾和检视，还有国内国际经济社会情势的历史性变

化提出的挑战，以及个人经历中的荣辱沉浮带来的启示。 就前者而言，
在国内，经过几十年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稳步走向小康，
衣食足而知荣辱，“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应运而生（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９：２７７；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ａ：４２）；在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朗，不同群体

和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利害相连休戚相关，在心理和观念上却还是各行其

是隔膜重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共处共存问题亟待解决（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ａ：４２ －４３）。 就后者而言，他说，在前半生，他按着自己在社会

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不需要犹豫，内心不存在矛盾，不觉得自

己和社会是对立物。 但是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

性变动，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动，最激烈的例子是在“文
革”高潮中，作为一个教授的社会角色可以被学生勒令扫街清厕游街批

斗，这与“文革”前的教授角色的行为规范是完全相悖的。 在这不寻常的

情景中，社会的力量和本来面目充分显示出来，令他觉得仿佛置身于一

个目的在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中。 但与此同时他也亲身感觉

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表面上按着

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去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

不见的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可以完全不接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
并作出复杂的行动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自杀抗拒。 这一特殊的人生经

历令他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

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ａ：２３３ －２３５）。
费孝通记起老师潘光旦根据儒家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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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ｂ：６０，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ａ：２３２），记起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

的人和人集体生活中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两个层次（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ｂ：２５８）。 带着一种未能及早领会老师见解的遗憾，费孝通表示，如
果天假以年，还有一段生存的时间，他极愿意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

上一层次，就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开路的工作（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ｂ：６１）。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老骥伏枥的费孝通在持续进行学术反

思的同时，毅然决然地开始补课。 他一方面“回到老师那里”，补社会

学人类学的课；另一方面，读钱穆、陈寅恪、梁漱溟，以极大的热情和心

力补中国传统文化的课。 他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他的心态研

究提供独特智慧。 他感叹道：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想起了八岁时该读的

书（张冠生，２０００：６２６，２０１２：５７６）。
破题开路的结果是 “文化自觉” 的提出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ａ，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ｂ，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ｃ，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９ｂ，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０ａ，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０ｂ）。 费

孝通最早从 １９９７ 年初提出这一概念，之后持续不断地加以完善。 所谓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

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 文化自觉并非文化回归、
文化复旧，也并非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而是传统与创造的结合。 “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他对“文化自觉”历程的高

度概括（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ａ：５ － ６，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ｂ：２２，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ｃ：５３，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９ｂ：４５４ － ４５５）。

经过持续的反思和补课，费孝通进一步意识到社区研究在研究层

次和研究范围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认识整体文明和历史变迁方面的

局限性。 倡导和践行社区研究，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关于中国社会的真

知灼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使命，是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吴文藻以及其

他师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作出的一个主要贡献。 直到 １９８７ 年为《云
南三村》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费孝通还对社区研究方法深具信心（费
孝通，１９８７ｃ：３７７、３８１ － ３８２）；在进入 ９０ 年代后，针对学界同行的质疑，
他还在为社区研究进行有力的辩护（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０：３４４ － ３４５，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ｄ：２２６ － ２３２，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６：２５７ － ２６０）。 但是，晚年的费孝通也

终于认识到，社区研究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终究还是有其边界和

局限。 他说：“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
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社会文化，不应当不看到它的限度” （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６：２６４）。 在 ２０００ 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上，费孝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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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以
往那种在有限区域内进行的社区研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研究需要。 “站
在今天的地位来反思当时从事社区研究的过程，我能够看到对于研究中

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

的……我现在认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是不能充

分体现中国文明的宏大体系和历史的流变”（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０ａ：１５８）。
费孝通开始冲破学科局限，倡议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

２００３ａ）。 费孝通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自身以往所接受的学科训练

既成就了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 为了挣脱和克服以往学科

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费孝通提出要拓展社会学学科的研究疆域，认为社

会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人文性，不仅需要关注制度和组织，还需要

关注文化和人心，简言之，社会学不仅仅是“科学”，还应该是关于人心

的学问。 他说：“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切实了解中国文

化的基础……必须将国学与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

努力”（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９ｂ：４４３ － ４４８）。 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包含着从

梁漱溟作品中汲取的启发和营养。
费孝通通过重读梁漱溟而走近了梁漱溟。 梁漱溟的早年作品《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讲的就是文化和民族精神，前文提到，吴文藻对

梁漱溟的文化三分法有批评，批评梁漱溟将文化的精神的部分放在了

前面，而现在费孝通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忽视了文化的精神

方面。 梁漱溟最后一部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就是《人心

与人生》，这更是自认早年的研究“只见社区不见人”的费孝通所缺乏

的。 晚年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倡导表明他对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和文

化一些大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肯定，也似乎表明他对梁漱溟

的乡建主张有了重新的认识、体会和评价。
在一篇文章中，费孝通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尝试与他自己的社区

研究工作一并视作他始终念兹在兹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部分（费孝

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ｂ：２４７ － ２４８）。 他认为，他在两个方面与梁漱溟连接上

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所谓对社区的研

究的连接，大体上是将他自己的社区研究工作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

作连接起来了；所谓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多少隐含着他对梁漱溟的以文

化比较为基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乡村建设为抓手（东西文化及其

社会）的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接受。 两人的观点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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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固然有着重要差异，但其实也有着坚实的共同之处，“总的讲都不是

‘革命’的，是主张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 可以

说是‘改良主义’吧，但是这个词不好听”（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３ｂ：４８８）。
费孝通晚年接近梁漱溟，固然源于他自身关注的重心出现变化的

结果，并不意味着他转而接受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也并不意味着

他推翻了自己早年对梁漱溟的批评，但至少表明，他现在能够从更宽广

的视野和意义上来看待梁漱溟的主张和他自己的主张，对梁漱溟的主

张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 费孝通最终意识到，梁漱溟当年从事乡村建

设运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入思考作基础的，他在一些大的

方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而这本身并不是经由社

会学人类学的训练或通过实地研究的工作就能够获得的。 与西方的科

学训练相比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训练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梁漱

溟在认识社会的进路方面与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不同，但是自有其

值得借鉴之处，通过这一途径和方式所获得的认识和所从事的社会改

造运动，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和确实的功效。 而合理地改造社会，如前所

述，也正是费孝通期望实现的。
梁漱溟一再宣称自己不是学问家，而是问题中人，他只是集中精力

去解决困扰他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ａ：３、８ － ９）。 费孝通

意识到这样不受学科限制地进行思考的可取之处，“他（梁漱溟）的思

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 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

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 （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７ａ：３８５）。

１９９２ 年，８２ 岁的费孝通先生到山东考察，特地前往位于邹平县城

南侧卧虎山上的梁漱溟先生墓地，献花凭吊。 他说：“梁先生在邹平七

年，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大力开展乡村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

济，取得了一定成效”。 又说：“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视旷眺远，朴
实如其人。 这说明邹平的老百姓尊敬他。 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

永远纪念他”（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ａ：４１）。

五、简短的小结：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费孝通在早年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

８３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 ５



而到了晚年，他重读和重识梁漱溟，从而走近了梁漱溟，对梁漱溟乡村

建设主张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转变。

梁漱溟和费孝通二人对 ２０ 世纪前半叶社会局势和社会基本性质

的判断、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剖析以及对其独特性的强调、对中国文

化之存续的关注具有共同之处，而对当时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诊断、对
救治之道的探寻、对未来发展走向的判断又存在重要差异。 总体上讲，
两位先生一位践行乡村建设，提倡借鉴旧乡约建立新礼俗；一位呼吁乡

土重建，提倡通过恢复乡村工业改善农民生活。 虽然认识有所差异、主
张有所不同，且各自的认识和主张随着社会的变迁、世事的演化和个人

的遭际而或多或少都有所变化，但都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既有

传统出发，了解实事，分析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正如六百多个不同的

社会团体可以依着各自不同认识、主张和偏重在乡村建设的同一旗帜

下进行尝试和努力一样，两位先生认识和主张上的差异不影响他们共

同对推进乡村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也不影响他们彼此间的尊重和欣赏。
两位先生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知

灼见，不仅对于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目前中国乡村问题、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推进本土化的

标志和重要成果，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然，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参考文献：
阿古什，大卫，２００６，《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艾恺，２０１３，《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冰心，１９９４，《我的老伴———吴文藻》，《民族教育研究》第 ２ 期。
丁元竹，１９９２，《梁漱溟与费孝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群言》第 ８ 期。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３ａ，《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３ｂ，《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４，《复兴丝业的先声》，《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９，《江村经济》，《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５，《禄村农田》，《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６ａ，《生育制度》，《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９３

专题研究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６ｂ，《这是什么世界》，《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７ａ，《乡土重建》，《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７ｂ，《中国社会学的长成》，《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８ａ，《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８ｂ，《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４８ｃ，《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２，《我看人看我》，《费孝通全集》第九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３，《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５，《社会调查自白》，《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７ａ，《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７ｂ，《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７ｃ，《〈云南三村〉序》，《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ａ，《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ｂ，《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读〈蚕丝春秋〉书后》，《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ｃ，《一代良师》，《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８ｄ，《〈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８９，《八十“三问”》，《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０，《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１，《志在富民》，《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ａ，《孔林片思》，《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２ｂ，《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ａ，《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费孝通全集》第十

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３ｂ，《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４，《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ａ，《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费孝通全

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ｂ，《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

０４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 ５



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ｃ，《开风气 育人才》，《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５ｄ，《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６，《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ａ，《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ｂ，《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７ｃ，《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８，《世变方激 赶紧补课》，《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９ａ，《深入社会 深入生活》，《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９ｂ，《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０ａ，《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０ｂ，《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２，《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３ａ，《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３ｂ，《暮年漫谈》，《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宗惠、张荣华编，２００９，《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干春松，２００７，《“是非”与“厉害”之间———从梁漱溟的村治伦理看儒家与现代制度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１ 期。
甘阳，１９９４，《〈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第 １０ 期。
侯俊丹，２０１７，《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实验》，《学海》第 ５ 期。
贾可卿，２００３，《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１ 期。
金一虹、杨笛，２０１７，《现代性的另类追寻———费达生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４０ 年代的社会改革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李善峰，１９８９，《乡村建设运动：一个社会学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 ５ 期。
李友梅，２０１７，《“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江苏社会科学》第 １ 期。
梁培恕，２０１２，《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

１４

专题研究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梁漱溟，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８，《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９ａ，《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２９ｂ，《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０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０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３，《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ａ，《自述》，《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４ｂ，《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５，《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的讲演》，《梁漱溟

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６，《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７ａ，《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７ｂ，《朝话》，《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８，《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４１ａ，《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４１ｂ，《我努力的是什么》，《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４６，《特务不取消民盟不参加政府》，《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５１，《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５２，《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７７，《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８１，《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８４，《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１９８８，《在“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刘豪兴，１９８８，《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 ３ 期。
———，１９８９，《费孝通江村研究五十年》，《社会学研究》第 ３ 期。
———，２０１７，《“江村调查”的历程、传承及“江村学”的创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第 １ 期。
陆铿，１９９０，《心怀百姓的大儒———沉痛哀悼梁漱溟先生》，陆铿、梁钦东主编《梁漱溟先生纪

念文集》，香港：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马宝琛，２０１０，《梁漱溟与费孝通》，《群言》第 ７ 期。

２４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 ５



盛邦和，２００７，《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江苏社会科学》第 ３ 期。
宋恩荣，２０１４，《晏阳初先生学术年表》，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铭铭，２００４，《魁阁的过客》，《读书》第 ２ 期。
———，２００５，《费孝通的学术理想》，《书城》第 ５ 期。
吴飞，２００５，《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社会学研究》第 ５ 期。
吴文藻，１９８２，《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第 ６ 期。
———，２０１０，《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闻翔，２０１８，《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之再考察》，《江海学刊》

第 １ 期。
谢立中，２０１７，《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第 １ 期。
谢泳，１９９８，《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１ 期。
徐勇，１９９６，《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其比较》，《天津社会

科学》第 ５ 期。
阎明，２００４，《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晏阳初，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３，《〈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大概》，《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 １９４８，《开发民力　 建设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开道，１９２９，《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农业周报》第 １ － ３、６、９ － １１ 期。
杨清媚，２０１０，《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５，《制度与人心———重温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群言》第 ３ 期。
赵旭东，２００８，《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３ 期。
———，２００９，《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第 ２ 期。
张冠生，２０００，《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
———，２０１２，《费孝通》上、下，北京：群言出版社。
张静，２０１７，《燕京学派因何独特？ ———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郑大华，２０００，《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飞舟，２０１７，《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第 ４ 期。
———，２０１８，《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周晓虹，２０１７，《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周拥平，２００７，《江村七十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１ 期。
Ａｒｋｕｓｈ，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８１，Ｆｅｉ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　 可

３４

专题研究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