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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
地位及其局限∗

赵鼎新

提要：本文分析了社会学家对机制概念常见的误解、社会机制的关键性
质和基本类型，阐明了机制解释的主要弱点。 这些弱点包括机制与宏观结构
之间的紧张、结构 ／ 机制解释与行动者解释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
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以及机制解释不得不面对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
变两个难点。 本文旨在帮助读者准确地掌握机制概念，更好地运用机制解
释，最终建立起基于机制解释同时又超越机制解释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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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默顿提出中层理论概念后（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７），一种轻视甚至是忽视

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作用的机制分析方法在美国社会学中逐渐

占据主流（如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Ｅｌｓｔｅｒ，１９８９，１９９８；Ｈｅｄｓｔｒｏｍ ＆ Ｓｗｅｄ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Ｍｃ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Ｓｔｉｎｃｈｏｍｂｅ，１９９１）。 我和我的同事阿伯特在

不同场合对以机制为中心的方法提出过批评（赵鼎新，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Ａｂ⁃
ｂｏｔｔ，２００７；Ｚｈａｏ，２００９，２０１５），相似的批评在国内也有呼应（渠敬东，
２０１８）。 但是，虽然机制解释有大量的支持和批评者，人们对机制概念

的理解却有各种偏差。 更重要的是，虽然机制分析存在各种弱点，社会

机制却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放弃了机制解释的努

力，社会学发展势必会步入更为严重的误区。 为了让国内的学者能更

准确地掌握机制概念，更好地运用机制解释，更深刻地了解机制解释的

弱点，并能最终建立起基于机制解释同时又超越机制解释的“中国学

派”，笔者准备以两篇文章的篇幅就以下六个问题展开讨论：（１）什么

是机制和机制解释？ （２）机制解释为什么重要？ （３）形塑着人类行为

方式的主要社会机制有哪些基本类型和特色？ （４）从诠释学角度来

说，机制解释有什么弱点？ （５）西方社会学家在面对机制解释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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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了什么补救方式，这些补救方式有什么缺陷？ （６）机制解释的

出路何在？ 本文主要讨论前四个问题，把后两个问题留给下一篇文章。

一、什么是社会机制？

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埃尔斯特对机制的定义如下：机制就是通常

由未知条件所引发的、后果不确定的一个因果关系（Ｅｌｓｔｅｒ，１９９８：４３）。
这短短的定义竟然出现了两个错误。 首先，引发机制的条件一般是已

知的。 比如，搭便车机制的引发条件要么是只有群体而没有组织，要么

是组织缺乏激励和惩罚手段。 价格规律的引发条件就是商品经济下的

人的需求和心理特征。 其次，机制的后果也应该是确定的。 就价格规

律来说，供应量增加了，价格肯定下跌，反之亦然。 如果某物品的供应

量上升没有导致价格下跌，这绝不是价格规律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而
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存在减弱了价格规律的重要性。 本文强调，所谓机

制，就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能被持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
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

（一）结构和机制

社会结构和机制概念有不少重要差别。 一般来说，社会结构可以

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差异的概括（如人的贫富、建筑的空间结构、
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可以指某种国家或机构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构

性的影响（比如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的巨大影响），但是社会机制指

的只是一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
一般来说，机制对于社会结构有一定的从属性。 一个特定的社会

结构一般都会引发多种机制。 不同的社会结构则会引发相同或不同的

机制性因果关系，并使某些机制成为主导，另外一些机制失去重要性。
例如，价格规律揭示了供需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固定因果关系，但它只有

在现代市场经济这一宏观结构下才成为主导性机制。 因为各种有形或

无形的社会差异所形成的结构相对于机制来说更偏于宏观，社会学中

关于宏观结构和机制之间关系的讨论也被称为微宏观链接问题（ｍｉ⁃
ｃｒｏ⁃ｍａｃｒｏ ｌｉｎｋａｇｅ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

“搭便车”理论，也即公共物品悖论，是一个重要的机制。 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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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种大家都需要、一旦存在就很难被垄断的物

品。 比如，和平、秩序、公正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因为它们一旦

存在，无论你作为个人是否对它们的产生有过贡献，你都能享有这些公

共物品。 公共物品悖论可以作如下表述：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每一

个理性的人都想让他人为公共物品的产生付出代价，自己坐享其成。
人数越多，这问题就越大，因为每个个体为某公共物品奋斗的自豪感和

成功的可能性会随着人数的增多而不断减小。 搭便车机制在不同宏观

结构下的重要性很不一样。 比如，它在私人企业中一般不起重要作用，
但在干多干少都一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会成为影响相关人群行为的

关键机制。
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结构和机制的关系。 比如当我们说大规模

工人运动只会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时，我们指的是工业资本主义

这一宏观结构会产生许多作用相似的有利于工人运动发展的机制；或
者当我们说某些类型的国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时，我们指这类国家及

其相应的一些结构性行为会激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 当我们说两

类社会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时，既可以指解析得非常清楚的微观层面

的机制性关系，也可以指包含许多或清楚或不清楚的机制性关系的宏

观结构性因果关系。

（二）机制和法则

在科学领域，另外一个与机制相近的概念是法则（或者说定律）。
西方学者都认为机制和法则完全是两回事。 比如，埃尔斯特对法则和

机制做了如下不同的定义（Ｅｌｓｔｅｒ，１９９８：４８）。
法则：如果条件 Ｃ１，Ｃ２，…，Ｃｎ 成立，Ｅ 总是成立，那么 Ｅ 就是一个

法则。
机制：如果条件 Ｃ１，Ｃ２，…，Ｃｎ 成立，Ｅ 有时候成立，那么 Ｅ 就是一

个机制。
笔者则认为法则和机制描述的其实都是一组固定的结构性因果关

系，因此给它们下了同样的定义。
法则：如果条件 Ｃ１，Ｃ２，…，Ｃｎ 成立，Ｅ 总是成立，那么 Ｅ 就是一个

法则。
机制：如果条件 Ｃ１，Ｃ２，…，Ｃｎ 成立，Ｅ 总是成立，那么 Ｅ 就是一个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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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定义相同，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 笔者认为，法则和机制的区

别仅仅在于条件 Ｃ１，Ｃ２，…，Ｃｎ 在非控制的自然状态下能够成立的程

度。 具体来说，法则在非控制的自然状态下总是能得到体现，而机制则

只能在高度控制下（比如在控制实验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牛顿第二定律就是一个法则，因为它所刻画的因果关系（ ｆ ＝ ｍａ）

在宏观（Ｃ１）和低速（Ｃ２）条件下总是成立。 而宏观低速指的是物体大

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 这就是说，牛顿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

的世界中总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但价格规律只是一个机制，因为只有

在以下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价格才会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人必须完

全理性（Ｃ１），信息必须充分通畅（Ｃ２），交易必须完全没有成本（Ｃ３），
等等（…Ｃｎ）。 但是这里面任何一个条件在现实世界中都很难得到完

全满足，或者说在现实条件下价格规律很难得到完全体现。
总之，法则是广适性的机制，机制是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则

（赵鼎新，２０１５：４）。

二、机制解释的重要性

机制解释之所以会在社会学中占据关键位置，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大量高度影响个体和集体行为方式的

机制。 这些机制既影响着个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反应以及与他

人的交往方式，也影响着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组织方式、组织行为以及

各种主宰与支配形式。 无论一个人对机制解释持什么态度，都很难完

全避免从机制角度来理解各种社会现象。
第二，在机制解释盛行之前，主导社会学的是宏观结构解释。 从宏

观结构视角出发的学者并非不讲机制，而是认为机制是从属于宏观结

构的，因此，要想了解什么机制在社会上起主要作用，首先要看主导社

会的宏观结构是什么。 比如，从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这一宏观结构出

发，摩尔（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６）分析了英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中各个主

要阶级的利益和矛盾，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

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原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也是一

个经典例子。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

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形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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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且其重要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凸显。
宏观社会结构分析高屋建瓴。 但是，如果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受到

某种意识形态的误导，或者说过度重视某些社会结构而忽视另外的社

会结构，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对社会实践产生错误的指导，其
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 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结

构理论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第三次民主

浪潮”发生在许多国家的战乱、族群冲突和原教旨主义宗教复兴等乱

象则是教条的自由主义的宏观结构理论所带来的后果。 相反，机制解

释直接把我们引入微观领域，它近于琐碎的结论也许解决不了什么问

题，但也避免了我们大规模地误入歧途。

三、社会机制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在社会学中，许多被称为机制的现象其实与因果机制关系不大。
此外，社会机制有很多类型，它们的性质也和自然机制有很多不同。 只

有对这三点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的特点以及

机制解释的关键难点。

（一）非明确性因果关系

把一类背后有着多种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统称为机制，是社会

学分析中的一个常见的错误。 比如，有学者把诸如生殖、扩散、协调、
媒接（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分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模仿（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等现象都视

为机制（Ｍｃ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乍听之下，这似乎有道理，因为我们可

以说生殖导致了一个种群的增长，或者说扩散导致了某种形态的推

广，等等。 可是，尽管鸟类和哺乳动物都生殖繁育后代，但它们的生殖

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生殖是需要被解释的生物现象，而不是解释其他

生物现象的机制（Ｚｈａｏ，２００９）。 扩散也是如此。 时尚、谣言、意识形

态、某种产品或者行为方式都需要扩散才能被广而知之，但是上述现

象有许多不同的扩散方式，并且每一种方式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机制。
因为扩散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结果都不明确，扩散并不能被视为

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杂志以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等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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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出现的许多“机制”都是在解释学上没有意义的非明确性因果

关系。 为避免出现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辨明非明确性因果关系和因果

性十分明确的机制之间的区别。

（二）普适机制和特殊机制

有些建立在机制解释基础上的文章一经发表后就得到广泛重视，
但是大多数此类文章却不受重视。 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为主要

的就是那些被广泛重视的文章所刻画的往往是普适性机制，而那些不

被重视的文章中所刻画的往往是只在某一具体案例上才起作用的特殊

机制（ａｄ⁃ｈｏ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价格规律和搭便车就是普适机制，因为它们

在大量场合下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笔者在后文中会专门分析的偏好伪

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也是一个普适机制。 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听

到“现在的青年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这样的言论。 我们也会经常听

到对以上观察给出如下的解释：“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和祖

父母宠坏了”。 这个回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仅在家长子女关系下才有

意义的特殊机制：家长越宠子女，子女就越缺乏自理能力。 其实，社会

学杂志发表的大量建立在机制解释基础上的文章所刻画的都是一些只

在某些具体案例中起作用的特殊机制。
二战以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会采取进口替代策略来生

产原本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产品。 为了保护新兴产业，这些

国家都会对本国产业进行大量补贴，并对国际同类产品加收关税。 其

结果是虽然这些国家能生产一些新产品，但是它们的产品质量相对较

低，造价高昂，难以与国际上同类产品竞争。 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

总结出如下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保护壁垒越

高，被保护产品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上也就越是缺乏竞争力。 这也

是一个特殊机制，因为它只针对进口替代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问题

有效。
这一例子和前面的那个家长子女关系的例子刻画的都是特殊机

制，但它们所揭示的规律却很相似，并且可以抽象成一个与原有案例无

关的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任何形式的保护都会降低个人或者组织的自

立能力和竞争力，并且形成被保护方对保护方的依赖。 以上例子是想

告诉读者，在发现了一个特殊机制后应当怎么通过抽象思维来获取更

具有普适性的机制，从而增强研究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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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机制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普适性机制适用范围更大，也会受到更多关注。 但这并

不绝对。 威尔逊是闻名全球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 他的名著《真正的

穷人》（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７）想解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黑人解放运动后，美国黑人的总体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成了日益

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的解释是：随着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减少以及城市

的去工业化，原来住在紧邻市区的黑人社区里的黑人精英大量移居到

以白人为主的郊区，使得传统黑人社区的穷人失去了社区领袖，不但没

有了学习对象，还失去了和主流社会人士接触的机会。 黑人社区的境

遇因此变得日益糟糕。 威尔逊的分析背后是一个悖论性的关系：美国

白人族群平等观越强，黑人精英就越可能搬离受到贫困和犯罪困扰的

黑人社区，黑人社区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的境遇就会变得越差。 显

然，威尔逊提出的只是一个和美国黑人社区穷人境遇有关的特殊机制，
但是此书一出版就暴得大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这个例子说明，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即使答案仅仅是一个特殊机制，也
可以获得很大的关注度。

与做美国研究不同，仅做中国研究的中国籍社会学家在美国较难

立足。 假设有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博士生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农民工

进城的论文，想讲一个与《真正的穷人》类似的故事：随着大量的农村

青年，特别是农村有知识的青年进城，中国农村成了“６１９９ 部队”（儿童

和老人）的留守地。 这一改变大大减少了中国农村的文化资本，导致

农村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是，如果这就是论文想传递

的信息的话，在美国也许连论文开题报告都通不过。 即使开题报告通

过了，凭这样的论文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个中原因很简单。
对于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中国故事只有在能论证或者引出一个

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机制时才有意义，否则谁会在乎一个只是与中国情

境相关的特殊机制？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籍博士生来说，能通过经验研

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找出一些特殊机制，其实也就很不错了。 但是，
这样的博士论文对于做美国研究来说是可以的，对于在美国做中国研

究却远远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得靠统计方法在美国高

校立足，毕竟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在极少数场合，一个特殊机制的影响甚至会大大超过它背后蕴藏

的普遍机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么一个例子（Ｓａｉｄ，１９７８）。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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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给我们讲了如下的故事：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伊斯兰文明时都

带着一种欧洲优越感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偏见。 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会

把“东方”描写成一个原始、非理性、暴力、专制和落后的地方。 他们的

研究不但过度强调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不同，并且长期为欧美帝

国主义服务。 萨义德的理论表达的是一个特殊机制：西方学者对“东
方”的偏见越强，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就越不靠谱。 但是，它的背后却蕴

藏着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人们在阅读一个文本或异域文化时都会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框架与该文本或文化进行比

对，并把自己头脑中的框架作为理解该文本或文化的基础。 一个人大

脑中原有的知识框架越强大，对某文本或者异域文化的理解可能就越

偏颇。 这其实就是一个著名心理学机制———阅读即猜测（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ａ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 ｇａｍｅ，即阅读是读者把心中已有的框架与阅读文本进行比对

的过程）———的特殊表达。 本文读者中肯定有许多人听说过萨义德这

个名字和东方主义概念。 但是，虽然阅读即猜测是心理学领域一个广

为人知的常识，我敢断定本文读者中知道这一机制的人不会太多。 原

因很简单：阅读即猜测的普适性使它与具体社会情景的链接相对松散，
而东方主义的特殊性使它能和当时趋于上升的新左派学术和政治产生

紧密关联，从而成为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理论、后殖

民文化研究和中东研究的起点。

（四）涌现机制

社会学中有方法论个人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和方法

论整体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ｏｌｉｓｍ）之间的争论。 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坚

持个体的意识和行动应该是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而方法论整

体主义者则认为解释社会现象时只需要在该现象出现之前的种种迹象

中寻找原因，而没有必要诉诸个体的意识和行动。 笔者想在这儿提出

涌现机制（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的概念。 大家可能对涌现性质（ｅｍｅｒ⁃
ｇ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概念更为熟悉。 如果一些更低层级的社会现象在叠加

后发展出了叠加前所没有的性质，该性质就是涌现性质。 一般来说，涌
现性质产生是因为出现了叠加前所没有的涌现机制。 涌现机制概念也

许能帮助我们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看似重要其

实意义并不大的论争。
某商品供不应求大家就会抢着买，该商品就会涨价；反之，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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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过于求就会滞销和跌价。 价格规律机制的确是个体意识和行动的直

接结果。 与价格规律相同，前文提及的搭便车机制或偏好伪装机制以

及大量其他社会机制刻画的也都是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与其直接后果之

间的规律性关系。 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有道理的。
也有许多机制虽然与个体行为有紧密关联，但是却与个体行动时

的意识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机制描述的是一些很难从一个和数个个体

的行为中直接得出的因果关系。 因为它们只有在更高的社会层面才会

涌现，因此笔者称之为涌现机制。 组织社会学中有这么一个机制：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组织之间的性质越接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

烈，而长期竞争会使得同类组织在性质上逐渐趋于不同。 这是一个涌

现机制，因为无论组织中个体怎么想和怎么做，这一机制都会存在，并
且这一机制只有在组织竞争时才会得到呈现。 笔者曾指出，部落联盟

（而不是帝国）才是古代草原上稳定的国家形式（Ｚｈａｏ，２０１５）。 这个观

点的背后蕴藏着如下的因果关系：古代的技术条件决定了帝国的税收

和控制只对定居者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游牧者不断随着水草生长而长

距离迁移给帝国的有效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

能让各部落在迁徙、草场范围、抵御共同外敌等问题上协调的部落联盟

就成了较能持续的政体形式。 我所阐述的也是一个涌现机制，因为该

机制的存在与各个部落成员的意识无关，并且该机制只有在部落和国

家层面上才会呈现。
有了涌现机制的概念，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争论意义就

不大了。 简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两类社会学机制：第一类刻画的是个体

的意识和行动与它们导致的直接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类机制的

产生不但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无关，并且只有在更高层面上才会涌现。
方法论个人主义仅适用于前一类机制，对后一类机制来说，从个体的意

识和行动出发来分析世界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把我们引入各种误区。

（五）社会机制的正反馈特性

机制可以分为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两个大类。 如果一个系统

有信息输入端（Ａ）和接收端（Ｂ），所谓的负反馈机制就是当 Ａ 值提高

后造成 Ｂ 值提高，但是 Ｂ 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馈将导致 Ａ 值降低的一类

机制。 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就是当 Ａ 值提高造成 Ｂ 值提高，而 Ｂ 值提高

后的信息反馈又将导致 Ａ 值进一步提高的一类机制。 负反馈机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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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稳定效果，由负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也被称为智力系统。 正

反馈机制则具有不稳定性，由正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被称为无智

力系统。 在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一个对于理解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

社会学原理：主宰生物世界运行的主要是让生命系统趋于稳定的负反

馈机制。 但是由于人有通过策略取胜和论证自我行为正确性的能力，
主导社会发展的就成了正反馈机制。

体温升高我们会流汗，体温降低我们会发抖。 这都是恒温动物为

了维持体温而产生的机制。 吃饭会导致血糖浓度提高，血糖浓度提高

会让体内胰岛素释放，胰岛素的释放会使得血糖浓度降低，这样人就不

至于在饭后产生糖尿病症状。 生命体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

到自稳定，各种负反馈机制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 但是人在社会中所

追求的不仅是稳定，还有权力和成功。 个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
改变周边环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对权力和成功有强

烈欲望的人士的追求就成了社会变迁的最大原动力。 人的这一特性使

得社会发展不再遵从生物世界的原则。 具体来说，人类社会中的许多

重要机制要么是正反馈机制（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和相应的

理论），要么是那些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正反馈效应的负反馈机制（例
如，价格规律是个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之而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市

场发展的关系则是正反馈的）。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负反馈机制

都来自宗教和各种非自由主义世俗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应的制度

和组织力量。 这些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压抑人的权力

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达。 然而，维系这些意识形态的制度虽然可以压

抑大多数人的人性，却不能阻止人性（特别是有权力人士的人性）以各

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理性的政府决

策就变得艰难，政治就会变得专制、复杂和丑陋无比。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哈耶克是有洞见的（Ｈａｙｅｋ，１９４４）。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对社会机制的正反馈特性缺乏清晰认识，因而

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显得天真和简单。 社会机制的这一特征

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建立如下的观点：（１）文化延续必须要由各

种制度来维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２）人类社

会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稳定性，历史不会有终结；（３）任何社会意

义上的“成功”都是相对的，任何当今的问题解决方法都会给今后带来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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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是没有智力的，但其生命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

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 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四、机制解释的问题

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在西方受到了阿伯特的批评（Ａｂｂｏｔｔ，
２００７），但他的批评却不得要领。 比如，阿伯特认为理性选择假设是机

制解释的最大弱点。 但是前文中已经指出，涌现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

式与个人的意识并无直接关系。 此外，大量的对个体行为乃至人类社

会形态有影响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也与个人的意

识没有关系。
可是，机制解释的确存在着许多在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意义上的

紧张，也即对案例的局部性观察与案例本身作为一个客观整体之间的

紧张，以及从局部资料中抽象出来的解释框架与事物内部真实的因果

关系之间的紧张。 具体来说，这些紧张主要是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

紧张、结构 ／机制与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绎性机制

分析之间的紧张，以及社会学机制解释不得不面对的过度决定和重要

性多变两个诠释学难点。

（一）机制和宏观结构脱节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干多干少都一样，因此搭

便车就成了限制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 这里不但运用了微观社会机

制，即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并且强调了宏观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让该机

制变得重要的结构性条件。 古尔德（Ｇｏｕｌｄ，１９９１）指出巴黎的社区网

络是巴黎公社武装的一个重要的动员基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使巴

黎的社区网络变得重要的宏观结构条件———塞纳省省长奥斯曼（Ｇｅｏｒ⁃
ｇｅｓ⁃Ｅｕｇèｎｅ 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 在这两个例子中，微观

机制分析和宏观结构分析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的方法，并且宏观结

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分析中可以互为情景，相互印证，从而加强了解释

的可信度。 然而，在当前占主流的中层理论的理念指引下，西方社会学

却存在着微观机制解释与宏观结构理论严重脱节的倾向。
例如，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大量的美国学者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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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分析中小学教育手段与教育质量之间的机制性关

系。 但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

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集中的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教师，
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能也不愿出钱解决问题。 在实验社会学和实验

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到非洲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做了各种实验，以证

明在这些国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高交易成本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极其简

单的方法，比如鼓励经商者加强相互信任，或者让经商者接触各种先进

理念得到解决。 殊不知，对于大量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影响其经济

发展最大的问题在外是国际政治的制约，在内则是国家建构和民族建

构的滞后（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Ｚｈａｏ ＆ Ｈａｌｌ，１９９４），而不是什么商人的观念或

者商人之间的信任。 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

在诸如网络、组织、资源、机会和策略性话语这些似乎能给社会运动带

来直接正面效应的、在逻辑上属于中间变量的因素（Ｍｃ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从而忽略了“为什么同样的策略性话语在不同的情景下会产生

完全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在有些情景下某类社会运动能获取社会的

广泛支持，而在另外一些情景下同类社会运动就得不到广泛支持”这
类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学家往往会从宗

教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Ｓｎｏｗ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０）、宗教的组织和制度性特征

来分析宗教势力的消长（Ｓｔａｒｋ ＆ Ｆｉｎｋｅ，２０００；Ｆｉｎｋｅ ＆ Ｓｔａｒｋ，２００５）。 殊

不知解释任何一个宗教的消长不能仅看其本身的组织和制度，而要看

宏观的政治环境如何让该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特征发挥出来 （ Ｓｕ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在中层理论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社会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到

更可靠的具有实证性的机制和变量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去分析那

些机制和变量在具体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

系。 结果就是似是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学

问在社会学中大行其道。 但是，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关系又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问题，其难点在于：人类有意无意的行动会改变某一微观

机制甚至宏观社会结构在给定时空中的重要性，会创造出新的机制和

宏观社会结构，并且会近乎无穷无尽地改变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组合

方式。 这就使得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结合问题成了一个需要一事

一议的经验问题，而不是靠提出微宏观链接概念就能统一解决的理

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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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的着力点自然应该在机制或者结构 ／机制分析上，但人

并不是社会机制或结构的奴隶，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 马克

思有过两个充满张力的阐述。 在 １８４５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２０１２ａ：１３８）提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他又说，
“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 在 １８５２ 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中马克思（２０１２ｂ：６６９）又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

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我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

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两段意思

相近的话背后想传递的信息是很不同的：前文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而后文则更强调社会结构 ／机制对人的行动的限制。 马克思可以根据

文章的目的对人和社会结构 ／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的阐述，而我们

对在社会结构 ／机制限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那

么，问题就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 ／机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

系？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下我扼要介绍六种都不尽完美的观点或方

法，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所在。
一是传统结构 ／机制分析。 采取这种方法的社会学家有的也许真

的会认为“革命是到来的，不是创造的” （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７９），换句话说，他
们会认为社会行动者，即便是革命领袖，也只是社会情形或者说结构 ／
机制的产物。 但是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采取结构 ／机制分析视角

应该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妥协，或者说他们在哲学层面上并不否认社

会行动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只是想从结构 ／机制视角来分析某一

具体社会现象，使我们能看到结构 ／机制视角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到底能

走多远。 当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一旦采取这一视角，社会学的

叙事应该怎么进行？ 在叙事中社会行动者是以被某种结构 ／机制编了

码的机器人出现，还是以结构 ／机制的囚徒出现（即结构力量太强，行
动者的行动后果性不大）？ 其次，一个学者的逻辑能力越强，他叙事的

自洽性也就越强。 因此，某个学者之所以被认定为是结构 ／机制决定论

者，也许只是因为他的叙事逻辑太清晰。
二是围绕人物 ／事件的时间序列叙事。 大多数历史学家会采用这

种叙事，革命者和主要关注大人物的政治学家也喜欢采用这种叙事。
这类叙事的故事性强，因此往往能引人入胜。 但是，这类叙事由于结构

松散，更容易引入研究者的个人因素。 因此，如果采用这类叙事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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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师的话，即使他的叙事很片面，我们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但

是，这类叙事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弱点：其一是作者的个人特色（ ｉｄｉｏｓｙｎ⁃
ｃｒａｔｉｃ）太强，因为材料掌握程度不同、领悟力不同以及个人价值观不

同，不同作者对同一事件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叙事。 其二是门槛太低，
围绕着人物 ／事件的时间序列叙事是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可以完成的叙

事方式。 对于在文本功夫上“家法”较严的历史学来说，这一问题还比

较小。 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些相对较新、专业准则尚未建

立得很好的学科来说问题就大了。 我想点明的是，虽然以事件、关系和

过程为核心的时间序列叙事在西方社会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关注（Ａｂ⁃
ｂｏｔｔ，２００１，２０１６；Ｅｍｉｒｂａｙｅｒ，１９９７；Ｓｅｗｅｌｌ，Ｊｒ． ， ２００５； Ｔｉｌｌｙ，２００２），我们

切切不可忘记这是美国的前沿学者对于自己国内高度专业化的、有过

度定量和静态机制分析倾向的社会学的反制。 其实，优秀的社会学家

在分析中都会考虑到事件、关系和过程，只不过他们最终想揭示的是事

件、关系和过程背后的结构 ／机制逻辑，而不仅仅是故事的事件、关系和

过程本身。 但是自从西方社会学的一些领军学者提出了各种新叙事概

念后，不少青年社会学家为了发表方便，直接把这些新名目作为“理
论”，结果是出现了一批问题意识发散、不讲机制、没有因果、不懂行动

者的权力和约束而只有个性化叙事的文章和著作。 当前中国社会学专

业水平还不能与美国相比，国内不少学者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机制解释。
因此，如果我们在没有学好走路前就开始跑步，也跟着美国前沿学者对

“中层理论”展开批判，中国社会学就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逻辑混乱、
学术基本功极差的学者狂欢的舞台。 其三是学科合法性的问题。 社

会学的核心是结构 ／ 机制叙事，而不是事件 ／ 过程叙事。 如果大多数

社会学家都热衷于围绕着历史转折点、历史性时刻，或者分水岭事件

这些概念去建立各种事件 ／ 过程序列叙事，那么社会学不就成了历史

学了吗？
第三，把历史分成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或称稳定期和动荡期）是

处理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关系的一种妥协方式（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 在普

通时期，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某些机制有主宰性力量，但是在一些特殊时

期，比如革命前夕，或者某公司或国家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

裂痕之时，原来占据主导的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就有可能被打破，社会行

动者的行动因而也就变得重要起来。 这个想法很符合我们对历史的理

解。 问题是，我们应该采用什么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普通时期，什么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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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时期？ 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喜欢的某些人物或者某类事件成功了，我
们就把那个时期定义成特殊时期？ 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的概念对经验

研究来说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 ／机制和行动

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于并没有一套公认的区别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

的准则，个人价值观难免会以各种方式从后门潜入。
第四，处理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关系的另一方式是把历史分成长时

段（ｌｏｎｇｕｅ ｄｕｒéｅ）和短时段（Ｂｒａｕｄｅｌ，２００９）。 其背后的逻辑是：社会行

动者的行动在短时段内会有很大作用，但是在长时段，行动者的作用就

会变得有限，而结构 ／机制的力量就变重要了。 这听上去非常有道理，
但是，首先，它不能提供经验层面的解决方案。 比如，国民党在中国大

陆统治了二十多年，时间不算长，但是过来人是绝不会把它看作短时段

的。 更何况国民党这一时期的统治对今天的政治，特别是对两岸关系

和中美关系还有重要影响。 其次，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具有不可逆转

性的分水岭事件。 秦始皇统一中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法国革命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就是这样的例子。 虽然这些

事件的背后都有结构性原因，但是特殊人物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被

忽视。
第五，非企及结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该思想与马克思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说法

有相似之处。 但是，马克思更强调社会结构 ／机制对行动者的思想、行
为和历史作用的限制，而非企及结果强调的是由于受社会结构 ／机制条

件的限制，社会行动的后果一般不会是行动者预想的结果。 从这个意

义来说，非企及结果思想平衡了那些强调社会行动者力量的观点，对那

些整天想搞各种系统工程和顶层设计但结果往往是不断折腾社会的领

导和天真的知识分子是一帖清醒剂。 但是，非企及结果这一思想也解

决不了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 以国家的政策意图和政策的

实际效果的关系为例，虽然政策的实际效果对于政策意图而言总是某

种非企及结果，但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却可大可小。
第六，对于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另一个理解可被称为

广义结构说。 在这一理解下，社会结构 ／机制是多元的，不同的行动者

虽然都以为自己有能动性，但他们其实只能挣脱社会结构 ／机制的部分

制约，同时不得不被另外的社会结构 ／机制所束缚。 某个社会后果的产

生与其说是某些行动者能动性的结果，不如说是某些社会结构 ／机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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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动者的推动下占据了上风。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哲学层面来

解决其实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的关系问题，而只要解

释为什么代表某些社会结构 ／机制力量的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的冲

突和竞争中占了上风，从而确定了某一时期的历史走向。 比如，在中国

共产党早期党史中，毛泽东显然代表了注重中国特殊情况和中国传统

社会抗争经验的本土派，而王明则代表了注重马列主义教条和苏俄经

验的留俄派。 从这个理解出发，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不仅是个人之间、
两条路线之间的较量，还是两个不同结构性 ／机制性观念之间的冲突。
因此我们在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需要分析毛泽东在党内

逐渐占据主导的结构 ／机制性原因。
以上六个视角都有不同程度的弱点，笔者并不能提出一个最优方

案。 但是每一个视角都有自己特色，并且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优秀著

作。 我的观察是：在社会学中，大量的优秀著作集中在第一和第五类观

点上。 第六类观点是我写本文时的发明，并没有人专门谈过，但是隐含

此类观点的研究并不少。 第三、第四类观点虽然被广为接受，但是它们

往往是一些重要著作中的辅助性观点。 持第二类观点的优秀著作除了

社会科学家的一些理论探索之外（Ａｂｂｏｔｔ，２００１；Ｓｅｗｅｌｌ，Ｊｒ ２００５），基本

上都是由历史学家完成的。 毕竟社会学的特色是结构 ／机制叙事，而不

是历史学的事件 ／时间序列叙事。 此外，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在多年训练

后仍然对结构 ／机制叙事不得要领，他的事件 ／时间序列叙事能力也不

会强到哪儿去。

（三）是归纳还是演绎

人类认知一直受到如下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得来的规律完全可

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推理演绎获得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风马牛不相

及。 自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严格的实验条件控制来保证

演绎和归纳在实验室条件下的统一，但是社会学做不到这一点。
在常用的社会学方法中，访谈调查时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性质

（包括知识面、性格和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交流方式都得不到有效

控制；参与式观察所能观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能够和愿意接受的信息；
历史文献方法面对的都是前人带着各种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网络方法

很难对取样进行有效控制，而且研究结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问卷

调查最多只控制了问卷设计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变量，并且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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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会显著地受到提问方式和被访者理解能力的影响；博弈论方法得出

的是给定机制和前提条件下的演绎，完全不能保证任何相关社会现象

确实会按照作者的演绎逻辑去发展。 行动者计算机模拟法（ 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对环境、对机制、对人的行为模式都加以设定，模拟结

果基本上只有启发意义。 这些社会学方法有的倚重经验归纳，有的倚

重逻辑演绎，但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控制实验。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给社会科学带来了两个十分常见的逻辑错误。

第一个是把通过演绎得出的机制当作经验来总结。 这一点在经济学中

尤其明显，其次是政治学。 例如奥尔森（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的搭便车理论明

明是一个在多个假设条件下通过演绎得出的社会机制（就像马尔萨斯

方程是一个在多个假设条件下可以通过演绎得出的单种群动态机制一

样），但他却煞有介事地把它描述成一个似乎是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

来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而他的反对者也煞有介事地试图通过经验事

实来否定他的理论。 奥斯特罗姆还因此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Ｏ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０）。 在生物学领域，如果有个学生想写本科毕业论文，声称想通过

证据来证明马尔萨斯方程不能预测任何一个种群的动态，指导教师肯

定会否定这想法（因为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来证明或否定某一

通过演绎而得出的机制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生物学中连本科论文

都不能做的课题在社会科学中却能拿诺贝尔奖。 这类现象比比皆是。
当然，我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类似奥斯特罗姆的工作的意义，而只是想在

方法论层面上指出这类工作的一些严重缺陷。 第二个错误是对局部经

验现象进行演绎。 例如，黑格尔根据他非常有限的历史认识就提出了

著名的线性史观，其实是走入了一个人人都很难避免的误区：把局部知

识当作历史经验，把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变量和相应机制当作广义理

论，把自己的眼睛所及当成了世界。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还使得社会学理论的经验意义严重缺失。 在自

然科学中，理论指的是数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能用来解释一类经验现

象的因果关系命题。 这些命题的核心既可以是法则也可以是机制。 牛

顿定律是理论，因为它能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物

理现象；ＤＮＡ 的双螺旋结构是理论，因为由这一化学结构产生的化学

机制能用来解释许多生物化学现象；甚至马尔萨斯方程也可以被视为

理论，因为它至少能解释在实验室条件下单个种群的增长模式。 但是

由于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社会学理论很难对经验现象给出确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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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库冉（Ｋｕｒａｎ，１９９７）的伪造偏好理论来说明社会学理论所面

临的这一困境。 库冉对机制做了如下表述：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组织中

的许多成员早已知道其内部的问题，但是无人敢说真话，愿意迎合权威

的却不在少数。 这种现象越严重，该组织背后隐藏的危机就会越大。
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那小孩一样突然站出

来指出当前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机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

是一片太平的组织就会突然走向崩溃。 库冉在演绎逻辑上没有任何错

误，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经验现象也有一定启迪意义。 但是，库冉却

想用伪造偏好机制来解释苏联的突然垮台，这势必就会在经验层面上

带来很大的问题。 伪造偏好机制对于苏联的垮台来说并非一点作用也

没有，但是苏联的垮台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严重的民族问题、
僵化的经济体制、衰退的军事实力、入侵阿富汗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戈

尔巴乔夫的失误都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历史既不可能重复，也不

能通过实验来论证。 因此，通过演绎建立的伪造偏好理论几乎不能解

释任何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经验现象。
社会学中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难以愈合的分裂导致

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论”这一概念被滥用。 既然传统的以机

制为基础的理论几乎不能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特别是一些极其重要的

经验现象，自然科学中对理论的理解在社会学中也就失去了权威。 因

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新概念，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可能会被标记为

“理论”。 其中有些概念，比如他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治理术（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
ｔｙ）、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阈态（ｌ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有一定理论意义，但是绝大多数则

并无意义可谈。 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和定性社会学等专业方向的不少

学者以提新概念为己任，空洞的概念层出不穷，而作者只能通过似是而

非的复杂语言来掩盖经验感与演绎能力的缺乏和想象力的苍白。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还导致社会学叙事中出现了解释派和过程派

（此处应理解成笔者为行文方便而构建的理想型，不少学者在这两派

之间），并由此导致社会学中结构 ／机制叙事和时间 ／情景叙事的严重

分离。 解释派（以社会学家为主）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解释不

同案例之间的异同来寻找具有普适意义的机制和规律（Ｍａｈｏ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较为强硬的解释派学者甚至认为人的策略和自我价值论证特

性是始终存在的“常量”，因而与所解释的“差异” 无关。 斯考契波

（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７９）的著名论断“革命是到来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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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 过去以解释为目的的优秀作品虽然不少，但从总体上来说，
由于比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我们马上就

要涉及的机制解释在逻辑上有一些问题很难克服，许多名著在经验上

甚至逻辑上都是漏洞百出。 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启发，而不在于提供

准确的解释。 支撑这些名著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不是社会科学方

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四）机制解释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难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机制解释三个很难解决的紧张：微观和宏观的紧

张、结构 ／机制和行动者的紧张以及归纳和演绎的紧张。 但是对于经验

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来说，机制解释还有两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下面笔

者将从社会学与生物学的区别出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生物学也是一门以机制解释为中心的学科，而且机制解释在生物

学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却遇到了困难。 这个困

难来源于人与生物的根本区别：生物依靠本能生存，而人却是一种讲策

略并且会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 生物的本能决定了生物学是一

门科层科学（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这里采用科层科学的概念，指的是

绝大多数生物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 比如，出汗降低体温

这一机制只有在发烧时或剧烈体育运动后才会启动，而且人的体温在

此时降低也肯定是由出汗导致的。 生命现象虽然复杂，其机制的运作

规律却十分机械。 某个机制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以及起多

大的作用都按部就班，好像一个运行严密的科层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能设计一个很好的控制实验，在理论上我们就能找到未被控制的

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确切的机制性规律。
社会现象就复杂了。 人类讲策略的倾向和自我论证的能力使得社

会机制获得了许多生物机制所没有的特性，其中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

变两个特征给社会学的机制解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１． 过度决定难题

社会机制本身就多如牛毛。 此外，来自国家、公司或者组织的一些

法律、政策和规定都会无意中附带产生大量机制，人类为了达到某种目

的还可以设计机制，甚至通过改变策略和组织形态把许多作用相近的

机制动员起来为自己服务。 其结果就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方向相近

的机制，致使社会机制和经验现象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多对一关系，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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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都能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

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ｅｑｕｉｆｉｎａｌｉｔｙ）。 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讲，
社会现象都是过度决定的（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过度决定这一事实给社

会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秉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天地。 面对第三世界国

家经济发展迟缓这一现象，文化论者看到的是落后的文化（Ｒｏｓｔｏｗ，
１９６０），左派学者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Ｃａｒｄｏｓｏ，１９７９），国
家中心理论者看到的是微弱的国家能力（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制度主义者认

为该国市场的交易成本太大（ｄｅ Ｓｏｔｏ，２００３； 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重视教育的

人士眼里则是该国落后的教育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 只要一个人有

逻辑能力，他的故事就会有自洽性。 因此，在社会学中，从机制出发的

解释所反映的经常是作者的眼睛和机制本身的逻辑，而不是经验现象

背后真正的规律。
从根本上讲，一个学者对哪些机制比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个性和价值观。 自由主义的真诚信徒往往会对价格规律以及各种相

应机制的优点比较敏感，而对其他机制的存在以及价格规律可能带来

的各种负面效应则比较麻木。 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对价格

规律的负面性、各种生产方式所对应的社会矛盾和机制比较敏感，而对

其他机制则有所忽视。
过度决定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事实：对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学文

章或者书籍，只要该文章是从机制角度来回答问题的，我们总是能找到

另外一个机制以及相应的证据对该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 试以古德文

的著作《别无他途》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Ｏｕｔ） （Ｇｏｏｄｗｉｎ，２００１）为例，该书想

解释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在结果上的差异，就东南亚来

说，古德文指出，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呈现如下差异：越南革命成功

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革命却没成功；印
尼的共产主义运动则从来都比其他三个国家来得弱。 对此，古德文的

解释如下：造成东南亚不同国家革命势头强弱和成败的第一个因素是

“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方式。 印尼在日本入侵前已经有了较强

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日本人能以解放者自居，支持当地的民

族主义运动，使得反日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尼的发展较弱。 但

是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在日本入侵前没有强大的反西方的民

族主义运动，日本人不但很难以解放者自居，他们的入侵还引发了声势

浩大的反日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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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法国在越南实行直接统治，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并
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因而促进了反法统一战线的形成。 而英国和

美国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间接统治（在殖民地办学校、建立法制、培
育当地中下级官僚、推行自治）笼络了当地的精英，阻止了反西方殖民

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古德文的论点背

后的机制和逻辑都很清晰，无可挑剔。 但是要批判他却非常容易。 比

如，我们可以说古德文在解释中小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忘记了地缘

政治。 看地图就能一目了然：越南背靠中国，有中苏两国的直接支持，
因而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远离中国，且在“二
战”后始终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下，革命自然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２． 重要性多变难题

机制在生物学中的重要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例如，不管我们

是否懂得跑步出汗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跑步时我们都会出汗。 社会

学就复杂了，人不但能设计机制，还能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某些机

制的重要性。 市场机制在现代社会变得如此重要，是早期现代欧洲的

国家精英与中产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７）。 计划经济下干

多干少一个样，因此搭便车就成了制约生产效率的重要机制。 此外，一
旦当人们认识到某机制的作用后，该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

式就会产生变化。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及其后

果，并且强调经济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愈演愈烈，但事实上

经济危机的规模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这并不是马

克思的理论在机制层面上错了，而是因为 ２０ 世纪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使得西方的统治精英和经济学家都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可怕，于是就出

现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不再具有 ２０ 世纪初

的巨大破坏力。
走笔至此，笔者愿意援引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这句名言。 这

句话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就本文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我们

能够总结出来的结构 ／机制性规律都是可道的道，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是

不随时空而变的常道。 总的来说，笔者对以机制解释为中心的社会学

方法深表同情。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规律性机制，这一点不容否

认。 此外，社会学的叙事一旦不以机制为依托，它与一般性的故事就没

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社会学这门学科也就不复存在。 但是，由于人类

的某些特点，社会学的机制解释的确不得不面对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１２

专题研究 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五、总　 结

本文试图达成三个目的：一是强调机制解释是社会学最为关键的

分析方法；二是指出社会学家对机制概念和机制解释的一些常见的误

解，讨论社会机制的一些主要性质和基本类型；三是讨论机制解释在诠

释学意义上的一些主要缺陷。 当然，面对机制解释的这些缺陷，社会科

学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 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不但会对机制解释的某

些缺陷有所认识，并且一直在努力弥补这些缺陷。 在下一篇文章中，笔
者将专门介绍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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