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图书成果 

从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一年时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科研成果中，已经出

版的图书共计 32 部，充分展示了

我所科研能力，提升了学术成果的

社会影响力。其中： 

 蓝皮书系列：  5 部 

 专著与论文集： 14 部 

 学术集刊：   6 部 

 学术译著：   5 部 

 外文著作：   2 部 

IOS.CASS 
BOOKS SUMMARY 

2016 
 

所科研处 编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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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系列 

 
 
社会蓝皮书： 
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主  编：李培林  陈光金  张  翼 
副主编：李  炜  范  雷 田  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本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

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7 年度分析报告（社

会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组织研究机构专家、高校学者以及国家政

府研究人员撰写。 
本报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

建现代橄榄形社会”为主题，分析了 2017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指出在总体形

势稳中向好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报告认为，当前全社会最终消费增长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跳跃性上升至 71%，是以

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急剧下降为代价的，需要继续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民间投资增长创造

条件和空间。 
报告认为，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过程中，要全面考虑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人

力资源大国的现实国情，坚持就业优先思维，

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同时，通

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全面创新发展好传

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城乡居民收入和

消费增速双双下滑的形势，做好稳定居民收

入增长、扩大居民消费工作，要继续致力于

缩小全体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 
报告特别关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社会秩序、食品药品

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形势，以及社会舆情和公

众社会心态状况，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加

强社会治理、做好舆情和社会心态引导工作。 
本书各篇分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和

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讨论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了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研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新形势，分析了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以老年人、青年人、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以

及一般社会公众为对象，调查研究了他们的

工作、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状况，特别探

讨了公众对转基因产品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其

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研究了社会保障制度和

体系发展的新进展和新方向，探讨了教育和

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

新挑战；分析了社会治安、网络舆情以及食

品药品安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态势和需要予

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各篇分报告都提出了具

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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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蓝皮书：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 No.6 
主  编：张英伟 
副主编：孙壮志 蒋来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本书聚焦“建设”主题，从学术视角研

究和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 2016 年我

国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部署、新

进展和新成效。全书由总报告、地区报告、

分项报告和专题报告四个部分组成。 
总报告从“惩治腐败、完善监督格局、

约束公共权力、监管公共资金资源资产、党

员干部作风建设与道德诚信管理、廉洁文化

建设”等六个方面，分析了 2016 年度党风

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与成效。基于

对东、中、西部 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实地调研以及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和舆

情分析，分析当前社会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

的认同与期待，并从“强化反腐败立法、构

建‘不需腐’的制度体系、统一‘四种形态’

执行标准、重塑社会和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

任感”等方面提出课题组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地区报告概述了“河北完善巡视责任体

系”“山西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甘

肃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贵州探索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浙江改革公款存放制度”

5 个省（自治区）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有益探

索。分项报告研究了“黄海勇引渡案中的国

际人权法问题”，分析了社会组织领域中的

腐败特点及其治理，梳理了高校党风廉洁建

设的实践进展及未来发展。专题报告研究了

“扩权背景下四川乡镇干部预防腐败”“佳

木斯市基层腐败治理”“广元市‘三同’监

督机制建设”“永州市基层党的建设”“巴

东县精准扶贫中的廉政建设”等地方基层实

践。 

 
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 
主  编：陈满琪 王俊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

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

年度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

第五本。本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战略合作单

位是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传播与设

计学院。参与本书撰写的专家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林业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凯迪数据研究中心等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专业调查机构。 
本书的主题是社会流动和社会预期。全

书分为社会感受与生活目标、社会公平与社

会信任、流动性与城市认同以及网民社会心

态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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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 
主  编：杨  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6 月 
2015 年是法治慈善进入大众视野的元

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慈善法》

先后公开征求意见；公益学术界和社会组织

联手助推国家开门立法；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实现去行政化；民政部门探索

建立新型监管体制，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综合

监管。 
2015 年也是大众慈善进入公益主流的

一年。“公益+互联网”在 2015 年狂飙突进。

指尖公益不仅解构了传统慈善的捐赠方式，

给予公共募捐和大众捐赠以去中心化的新诠

释，还通过移动互联在同一时间连接多地、

多点、多项目和网上、网下的捐赠，让公益

俨然成了 2015 年最具文化创意的行业，各

式各样的项目通过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以

情动人，以理示人，使公益的社会影响力被

成百倍地放大，一大批网络时代的平民英雄

涌现出来。 
2015 年还是慈善公益行业进行结构性

重组的一年。社科界发起成立了多个重量级

公益学术机构，推动慈善公益成为一门学术

专业；企业公益更加注重将自有产品或技术

向公益组织开放，成为公益组织的技术支持

和公众的参与平台；慈善行业生态环境向好，

行业支持联盟不断涌现；社会企业探索路径

转型，建立多个平台，推出认证办法；在“一

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导向下，公益组织走出

国门，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 

 
温州蓝皮书： 
2016 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主  编：潘忠强  王春光  金  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4 月 
本书是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推出的第九本温州蓝

皮书，由总报告、经济篇、社会篇、文化篇、

生态篇、专题篇和附录 7 个部分组成，共 30
篇研究报告。 

总报告研究指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温州积极应对各种困难，着力化解“两链”

危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尽管经济乍暖还

寒，但终于艰难地迎来了复苏的曙光。与此

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总报告还指出，2015 年温州金融风险处

置成效明显，是全省唯一一个不良贷款双降

的城市，金融危机呈现了种种探底的迹象，

有望率先走出危机。温州要成为迈入全面小

康社会的标杆城市，必须着眼长远发展目标，

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把

握转型发展机遇，做好长远和全局谋划，着

力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突出问题。 
 

 

 

             （宋  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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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与论文集 

 
 
社会福利建设研究的民意视角 
李  炜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年 3 月 
本书以国内四个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资

料为基础，从民意研究的视角，系统地考察

了专业人士及普通公众对我国当前社会服务

里体系中养老保障、就业保障、教育保障、

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六大领域的认知、态度、

需求和意见，梳理和分析了公众对于当前社

会保障制度整合统筹的标准和方向。 

 
找回家庭： 
农村代际合作与老年精神健康 
王  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4 月 
精神健康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范畴，个

体的精神健康状态必然嵌入在一个社会形态

之下，由社会形态建构而成，社会结构、社

会规范、社会价值观等形塑着个人的社会角

色和社会行为。在市场化环境下，农村老人

不再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是与青年人一

样，需要通过“经济的”（比如个人收入）

或“工具性”价值（比如看护孙辈）来证明

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如果说传统家

庭秩序的维系有赖于家庭伦理，那么现代家

庭秩序的维系基础则在于家庭内部的社会分

工。 

 
 
提升社会质量的社会政策建设 
李  炜  高和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本书在理论层面阐述了社会质量、社会

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将社会质量研究范

式看作社会发展理论的新拓展。在资料层面

以大规模的全国公众调查和上海、广东、吉

林、河南、甘肃、云南等六省市的典型调查

的数据资料为基础，描述和分析我国城乡社

会质量的现状，揭示社会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所在；在政策层面提出以深化社会质量为导

向的社会政策建设，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提

升社会凝聚，促进社会融入，注重社会赋权，

希望为社会政策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导向和

衡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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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 
郑少雄 
三联书店 2016 年 5 月 
本书以康定明正土司作为研究对象，从

末代明正土司的人生史，揭示中国西南地区

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和谐共生的内在机

制。康区政治人物，不管是土司还是喇嘛的

权力、**都来源于社会外部，比如土司去往

北京定期朝贡，喇嘛去往中心寺庙定期朝圣

等。这一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的

意义，它既是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我们理解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历程，

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家庭负担系数研究 
田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6 月 

本书研究和设计了能够简洁明了体现家

庭负担状况且方便使用的家庭负担系数，并

分为以人口数量为纲量的家庭负担系数和以

负担类型为纲量的家庭负担系数。书中还结

合调查数据对全国总体的家庭负担状况进行

了测量和估计，并依据家庭负担系数的大小，

把中国家庭划分为完全负担家庭、高负担家

庭、中高负担家庭、中等负担家庭、中低负

担家庭、低负担家庭和没有负担家庭，进而

提出可供政策参考的家庭固定负担、家庭浮

动负担等类型划分。 
 

 
 
超越城乡：资源、机会一体化配置 
王春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9 月 
本书从以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视角，结合

中国的城乡关系，提出了研究问题和分析框

架，并由此展开对城乡关系一体化的田野调

查和研究，之后提出城乡综合改革的建议。

从理论上来说，本书梳理了国内外城乡一体

化的研究成果，并针对中国的城乡关、城乡

一体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针对中国特定的

城乡关系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对相关研究具

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从现实来说，我国

要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全面小康，必须实现

城乡一体会，这不仅关系农村的发展，更关

系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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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 
王春光 房莉杰 梁  晨 王  晶 
李振刚 张文博 单丽卿 马  原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每个社会都需要管理和治理，形成一套

管理和治理的制度和体系。进入新世纪之后，

我们面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远比过去复

杂，对社会管理和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为此，

最近几年，国家提出了社会管理和治理创新

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挑战的回应，但

这并不等于说古代的一些思想精华在现代失

去了价值，任何创新都不是一种与过去的完

全断裂，尤其是社会管理和治理创新更需要

借鉴过去和国内外的精华，为现在所用，为

我所用。 

 
 

中国梦与俄罗斯梦：现实与期待 
李培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6 月 

中俄社会比较研究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的长期合作项目，自 2009 年启动以来已

经持续了 7 年。本书以中国梦与俄罗斯梦的

比较为主题，分别从繁荣富裕、安居乐业、

家庭和谐、公平正义、多样整合、绿色美丽、

清正廉洁、幸福快乐八个层面展开研究分析。

书中关于中俄两国的描述大部分基于大型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充分，结论可靠，资

料翔实，并结合相应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

对于我们理解国别之间梦想的共同点和差异

点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中俄青年比较：现在与未来 
李春玲 【俄】科兹诺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本书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和文献研究资

料，对中国和俄罗斯青年的人口构成、教育、

就业、恋爱与婚姻、消费与生活方式、网络

行为、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等方

面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重点考查了近几十

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剧烈社会变迁对青年人的

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青年行

为选择和态度倾向对两国社会变迁的影响，

并预测了未来两国青年人的变化趋势和社会

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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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 
李培林 【俄】戈尔什科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开展的中俄社

会比较研究项目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

重点对中俄社会分层及其变迁过程进行了对

比分析，分别收录了中俄著名学者关于社会

分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企业和企业家、

中产阶级、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消费、

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九个方面的论文。相关

论文用翔实的数据、丰富的资料、深入的文

献探究了中俄两国在社会分层方面表现出的

特点及共性，反映出的问题及其共同及差异

的原因，以及给予对方的经验与启示。 

 

当代中国生活质量 
李培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本书基于对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的

分析，从深度和广度上展现研究者对“生活

质量”的理解，在理论上建构“生活质量”

的分析框架，通过研究，本书认为生活质量

的影响因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客观条件，

如收入和消费、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

第二是主观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环境

评价、“好社会”判断等；第三是社会关系，

如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等，第四

是社会机制，如社会流动、社会参与、社会

融合等。    

 

贵州党建扶贫 30 年 
——基于 X 县的调查研究 
孙兆霞 张建 曾芸 王春光 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 
本书以贵州省一省级机关帮扶 X 县 20

年为切入点，首次以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X 县扶贫开发历程的深入调研，考察作为扶

贫重点区域的贵州省在国家不同扶贫战略阶

段的扶贫实践，在中国反贫困研究领域首次

系统性地提出并阐发了“党建扶贫”这一概

念。面对脱贫攻坚这一“难啃的硬骨头”，

中国应该全面总结党建扶贫的历史经验，在

注入新的理念和方法的前提下，以社会建设

为突破口，打牢扶贫开发的社会基础，让中

国的反贫困事业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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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转型：中国与中东欧的社会变迁 
主  编：赵克斌 
副主编：吕  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9 月 
自 2012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与中东欧国家的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比较的学术活动。本书汇集了来自中国、

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学者的

文章，内容既涉及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又

涉及健康、教育、农村等领域，还包括新的

网络研究方法。本书为我们从比较视野全面

理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难

得的学习和参考资料。 
 
 
 
 
 
 

普及读物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主  编：郑少雄 李荣荣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9 月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

学研究中心发起并主编的人类学家田野故事

集。人类学家在从事各自专业方向的田野调

查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个体造成的冲击

和影响，带来了一种非常亲切的个体感受。

本书囊括了作者历时三年收集的国内外 75
位人类学家的 98 篇田野故事。这些故事短

小精悍，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在进行学术

研究的同时阐发人生哲理。 
 
 
 
 

                       （宋  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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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集刊 

 

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 
主  编：孙壮志 
副主编：黄丽娜 于  琴 李  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

员会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中

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云南大学联合承办的

第十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的主题为“新

常态下的社会发展”，20 多名博士后围绕主

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交流与讨论，本书是从本

次论坛中遴选出的优秀研究成果的汇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十辑） 
道德判断与文化 
主  编：杨宜音 

本辑主编：李  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3 月 
道德是一个社会中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

遵循的一套行为准则，一旦形成，便会牵涉

依据其进行的各种道德判断。善与恶、好与

坏、美与丑、忠与奸、正与邪、是与非、对

与错都是我们对人、对事所形成的道德判断；

反过来，这些道德判断又将进一步指导我们

的日常行动。本辑收录的八篇论文从不同角

度阐述了道德判断领域的最新发展内容，介

绍了该领域中新的研究范式，并探讨了本土

文化背景下一些道德观念的发展与演进。 

 
家庭与性别评论（第七辑） 
主  编：马春华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本辑主要收录老一辈社会学家从社会问

题、家庭生计、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史、法

学等视角开展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其中既有

社会政治家如康有为等，对家庭社会问题的

思考，又有老一辈社会学家孙本文、费孝通、

梁耀华、李景汉等早期的社会学著作，此外

还收录了当代社会学家对相关问题探究的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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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第二辑） 
主  编：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本书是中国农村社会学论坛的成果，主

要收集论坛参加者，以及论坛参加者推荐的、

已经公开发表的、且经过一段时间检验，证

明在学术界有影响的研究论文。本书收录范

围是 2010 年到 2015 年。本辑从农村社区与

组织、市场、资源剥夺和社会问题等几个方

面，收集相关研究。关于农村社会与农村社

会学的讨论，也有所涉及。 

 
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 
主  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7 月 
中国社会学年鉴是国内社会学界最具权

威性与学术性的专业性年刊。下设“理论综

述”“论著题录”“社会学界重大活动”“社

会学大事记”“社会学界重大课题介绍”“社

会学博士点介绍”“全国社会学机构目录”

等栏目内容。其中，“理论综述”均为社会

学分支专业领域内的一流学者撰写，兼具学

术性与前沿性，理论价值极高。论著题录和

课题介绍栏目充分展现了学科年度内的研究

成果。大事记、博士点介绍及学术机构介绍

等栏目，充分展现了社会学这一学科领域内

的年度发展变化，兼具信息检索功能。 

 
社会政策评论 
迈向老龄时代的社会政策 
2015 年第一辑（总第六辑） 
主    编：王春光 
执行主编：房莉杰 王  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不可回避的社会

问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

来说，如何应对老龄化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本书关注的核心议题即迈向老龄时代的社会

政策，关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主体在老龄

社会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宋  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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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译著 

 
智库的力量：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 
【美】詹姆斯·麦根，【美】安娜·威

登，【美】吉莉恩·拉弗蒂 著 
王晓毅 张倩 李艳波 郑少雄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 月 
本书选择世界范围内 20 个智库作为案

例，通过比较研究，勾勒出当今全球智库的

发展图景，尝试为读者解答关于智库的种种

疑惑。研究议题涉及教育政策、基础设施、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改革、扶贫、农业

与土地开发，以及社会政策 7 个方面。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美】詹姆士·斯科特 
王晓毅 译 
三联书店  2016 年 1 月 

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

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

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

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

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

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

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

是落后的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

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

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

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

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

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四卷）古典思想

的现代重建：塔尔科特·帕森斯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著 
赵立玮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3 月 
本书是亚历山大的名著《社会学理论的

逻辑》中的第四卷。本书首先从全局角度论

述了社会学经典理论的兴衰变迁，根据帕森

斯的学术发展历程分别论述了他的综合社会

系统理论和社会化理论。之后，作者从批判

角度讨论了帕森斯理论的方法论错误和预设

错误。最后，对“帕森斯主义”和“范式重

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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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美】罗伯特·E·帕克  著 
杭苏红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8 月 
在本书中，帕克和伯吉斯指出五种经常

在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同心圆区域，当中包括

被视为易爆发危机或分崩离析的“转变中区

域”。帕克从新闻媒介、商业活动、行政管

理三个方面为城市下定义，认为城市是人类

文明的一种方式。他对城市的研究主要包括

人口、邻里关系、职业三个方面，并根据社

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把社会发展

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竞争、冲突、调节、同

化。 

 
自己的上帝 
——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 
【德】乌尔利希·贝克   著 
李荣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 1 月 
本书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的最新作

品，他将“风险社会”理论和“个体化”理

论结合，对宗教问题进行论述。 贝克认为，

作为“欧洲现代性危机”的宗教危机、或者

说信仰危机的实质，不但是出于宗教本身所

具有的潜在的和平与暴力冲突的矛盾，也是

出于以个体化为代表的宗教现代性变革的内

在矛盾。当个人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上被赋

予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同时，如何处理与

他者、异世界的关系，即宽容问题，构成了

宗教和信仰实践中的冲突和危机。 
 
 

 
 

（宋  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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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著作 

Ecological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 Study of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Ningxia 

生态移民与转型发展——宁夏移民与扶贫研究 

李培林 王晓毅 

SSAP and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6 

After over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aggregate 

economic volume is now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decade many provin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have implemented ecological migration projects of different 

scales, which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projects indicate, first,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is type of 

endeavor: whether the goal is to reduce poverty o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e need to 

move the poor populations out of the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Secondly, the projects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apable of meeting this need. Migration projects are 

complex and costly and without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systematic planning, 

migration may fail to reduce poverty, and could even aggravate i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owever, makes such migration projects viable. 

 

Great Chang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巨变与治理 

李培林 

SSAP and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6 

This book offe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far-reaching 

social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ese society 

over 30 years ago. As such, it examin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al governance to family structure, youth society 

and social mentality. It identifies major issues and challenges emerg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social change,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aid in future strategic planning. The 

analysis is supported by a wealth of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extended social 

survey research. The book also provides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past few years, help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ongoing and complex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宋  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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