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学艺近十年社会建设思想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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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陆学艺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从社会学角度思考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局。他

尤其是从大社会系统变迁角度，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目前正处于第三次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发展与经

济发展不协调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是今后二三十年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举措；认为社

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促成中产化的现代社会，其突破口和中心环节是要改革现行社会

体制；陆先生同时认为，社会建设本身即是建设社会现代化，有九大方面的内容和任务，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推进；并为加快社会建设这一伟大系统工程提出诸多政策建议和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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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入新的“快车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问

题不少。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大师，陆学艺先生深入思考了中国社会这一伟大变局。先生在生涯最后十年，带

领其学术团队不遗余力地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尤其立足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事业，其宏大

构想和真知灼见砥砺后学。这些思想成果多见于其主编或专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社会建设论》

（2012）、《当代中国社会建设》（2013）及其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笔者跟随先生读书为学八年，耳闻目睹先

生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的所思所想，这里从系统、结构、理性、行动①四个角度对其思想加以总结述评。

一、社会系统变迁：中国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从社会系统变迁角度看，陆先生认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发展与

经济发展不协调成为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因而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加强社会

建设是今后二三十年国家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之举。

从通常意义理解，现代化即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在社会分化的基础

上，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工业化（经济）、城市化（社会）、世俗化（文化）、民主化（政治）为主要内容，经济与

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按照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解析，社会系统可以分解为经济、政治、社会（生

活共同体）、文化四大子系统，分别执行着社会适应、目标实现、模式维持、功能整合四大功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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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认为，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也包括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

代化等，绝不应该用经济现代化来替代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自从19世纪中后期

就开始了，但真正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实践探索，尤其是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

来的探索和迅速发展。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78年12月22日）所指，“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

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3月，邓小平也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

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③也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直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进公报，直到

1980年2月，邓小平才初次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④

这就回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精神上来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标题即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局面”，认为在新局面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到

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才首次正式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进党的政治路线，并指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

建设”，这可谓中共高层关于“四化”的新提法（原有“四化”即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上提出的到

20世纪末，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局限于四个方面的现代化）。1987年十三大报告还

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三步”经济发展战略；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小三步”战略。2005年初，

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变为包括社会建

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提出包括生态文明

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

总任务、总布局；全面现代化建设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一条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仅仅是实现全

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举措，具有阶段性。至于后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现代化建设全部，强调

“GDP挂帅”，实际偏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是对计划时期“政治挂帅”的矫枉过正。

陆先生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强调经济建设是基础，是根本，本身没有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

设和经济现代化后，就应该适时加强社会建设，这也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普遍性规律。⑤经济“单腿”增长

的后果：一是资源、环境的破坏和“透支”现象相当严重，影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财富过于集中在

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少数上层权贵手中，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是地方政府纷纷通过土地、矿产等

资源的掠夺性拆迁和开发，来缓解日益吃紧的政府财政；四是贫富差距的现实使得社会阶层冲突、道德规

范丧失等问题层出不穷。

现代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自然和社

会的理性活动；现代性是一个静态概念，现代化则是动态变迁的历史连续过程。按照帕森斯的进化观点，

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动态的、不断的适应性升级转型。也就是说，现代化具

有阶段性。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现代化的水平不同，同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有所不同。

陆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经过三次历史转折，每次历史转折所针对的

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同的：第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年社会主义制

度基本建立；当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

矛盾，即需要巩固新生政权。第二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 1987年党

的十三大召开；当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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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从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第三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主要矛

盾，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核心问题。⑥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不是陆先生的发现，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

了，但将社会经济不协调上升到“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⑦而且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约

15年，⑧则是陆先生的学术贡献。目前，多数主流意见仍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些观点

都没有抓住时代的基本问题。

陆先生认为，2003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高层基于对非典疫情肆掠和抗击非典战斗的反思，提

出以人为本抓好“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则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的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尤其是提出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初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更是抓住了当前问

题的核心。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计划时期“政治挂帅”的拨乱反正，那么，以人为本的科学统

筹尤其是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奉行“GDP挂帅”的反思和拨乱反正。

正是对“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成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研判，因而陆先生认为，

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即要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要把社会建设放到

“国家发展战略地位”的高度加以认识，目的是要协调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建设不至于过度落

后于经济发展。⑨

陆先生在观照当前社会各界一些人士继续强调GDP挂帅，以及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等战略设计的同时，高瞻远瞩地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实践来看，当前加强社会建设是其必经阶段和必然

的战略选择：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目前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社会领域很多指标非常落后；二是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光靠经济结构调整很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依赖于中产阶层队伍壮大以扩

大内需、抑制权贵阶层的过度侵蚀等社会结构的调整；三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需要；四是为

今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奠定社会基础，即以更大中产阶层的社会民主推进政治民主；五是促进形成现代国

家文明秩序的需要，广大中产阶层成员即是先进文化的急先锋。⑩

陆先生由此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经济建设为基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改革

社会体制、加强社会建设，接着才能进行政治体制的大步改革，最终形成现代化文明。

二、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改革社会体制

从社会结构变迁角度看，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即不断壮大中产阶层

队伍，形成中产化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其突破口和中心环节是要改革现行社会体制，使得政府、市场、

社会三者在资源机会配置上和力量对比上达致结构性均衡。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

构是社会学研究的内核。何谓社会结构？学界各有各的解释。陆先生认为，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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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和关系格局。由此，他将社会结构分解为十大社会子结

构：反映资源机会基础性载体的人口结构，反映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反映民生活动的就业

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反映空间分布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反映社会地位的阶层结构和反

映社会文明状况的文化结构。

关于社会建设，目前国内社会学界以不同内容和任务为偏重，分别形成了民生社会事业派、社会管理

派、社会结构派、社会重建派这四种观点，以至于在当前社会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以民生社会事业为重点

盖全社会建设、以社会管理为核心取代社会建设的现象。陆先生认为，民生和社会事业建设是社会建设的

基础部分，而不是社会建设全部，其目的是要构筑广大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适应能力，是要通过公平合理

配置资源机会，形成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社会管理则只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标”的，社会建

设才是“治本”，其根本是要通过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尤其是中产阶层队伍的壮大，促成社会的自我管理；

而社会重建派基本认为，社会建设即要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公民社会的能动性，其目的是要使得资源机会

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之间达致均衡，但其结果仍然是壮大了社会中产阶层。所以，陆先生认为，社

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尤其是要壮大中产阶层队伍，促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形现代

社会结构，这是推进社会民主、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和谐、促进文明进步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反映的实质是社会不平等问题，是资源机会在社会成员中配置的平等性问题。对于如何促

成现代社会结构（和谐、平等、民主），政策举措和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角度看，陆先

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改革现行社会体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公平合理配

置资源机会，一方面壮大和发挥社会力量及其作用，一方面均等化配置民生、社会事业等公共服务和资源，

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不断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要说今天中央高层倡导的所谓“中国梦”，其实

就是建设现代化“强国梦”，根本上是要形成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的“梦”。

除了阶层结构调整和优化，陆先生最关心的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也是他一直

以来关注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尤其在近几年，他更关注“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即城乡结构在城

市内部的二元复制，是指城市存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城内二元结构，也就是，体

制外的农民工与体制内的正式工或体制外的高级白领和市民之间，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社会保障、子女

就学等方面的不公平，即“一城两制”的二元分割现象。因此，他认为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的新工人，是改革

开放时期工人阶级的生力军，也是中产阶层的“孵化器”之一；由此他疾呼要大力改革农民工体制，实行“同

工同岗，同工同酬，同工同权”，根本上改革城乡、城内二元结构。

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顶层宏观架构。陆先生认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多数是在上个世纪 50年代

以后，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来的，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还

没有改革成功的社会体制并行，很不协调，这也是目前许多经济社会矛盾产生且久解不决的一个重要原

因。因此，要推进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和突破口，要像当初改革经济体制那样改革

社会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人、财、物的资源机会配置体制：一是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各自定位和功能作

用，要像当初经济改革那样，政府要向社会简政放权，开放社会空间；二是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社会体制，改变政府长期以来对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大包大揽的局面，放宽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参

与兴办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公共事业；三是要改革公办的科学、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

的体制、机制，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调动这类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办好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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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四是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尤其社会中间阶层民主参与的作用，让群众

成为社会建设决策、社会改革的主体，切实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五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公共财政

投入“重经济、轻社会”和“上强下弱”的局面；六是打破束缚各阶层成员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大领域

交互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尤其要拆除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流动壁垒，确保成员依据自身能力条件与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实现合理流动。还要解决政府对基层服务投入不足（缺位）、基层管控干预过多（越位）的双重困

境，改变社会民主参与不够、能力不足、市场资源整合不力等状况。

三、社会建设的理性设计：建设社会现代化

从社会建设理性设计看，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有着子系统自身的具体

内容和任务，应该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进。

陆先生认为，“社会”一词大体有三层含义：一是“大社会”概念，即等同于国家整体，也相当于社会学家

帕森斯意义的大社会系统，如和谐社会中的“社会”，内在地包含经济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政治子系

统、文化子系统四大部分。二是从二分法看，“社会”是一个“中社会”概念，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即把经济发展之外的领域都归为社会发展。三是专属意义上的社会，是“小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

科技等并论的社会，如“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即社会学上所指的社会子系统建设。

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实质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即社会子系统（生活共同体）的现代化变迁。他认为，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相比较而言，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国家“富强”，实

质是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的政治“民主”，实质是推进政治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是“文明”进步，实质是文化现代化；而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则是社会“和谐”，实质是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

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协调人与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共生”，即生态现代化。所谓“和谐”，是指多元基础上的

差异化认同，即求同存异、平等合作、友好相处。和谐，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人与社

会的和谐；而人与社会的和谐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是阶层之间的和谐）、人的自我和谐（良好的

心理状态）。“社会和谐”主要是指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和谐社会”则是指人类共同追求和实现的理想目

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

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基本内容和具体任务。他认为，社会建设大体包含九个

方面：一是体现社会建设基础和切入点的民生事业建设、社会事业建设和收入分配改革完善，这是保障社

会成员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能力的方面；二是社会成员自治的行动载体即社会组织建设和城乡社区建

设；三是反映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维续秩序的两种社会控制方式，即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和社会规范建设；

四是社会建设的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即社会体制改革和完善；五是反映社会建设核心意义的社会结构的

调整和优化。这九个方面最初是陆先生的课题组在 2011年调研成都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建设成就方面提

出来的，当时提出八个方面，后来将“收入分配”从民生事业中单挑出来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变为九个部分。

陆先生也认为，这九大任务的展开是有阶段性的偏重和轻重，因此他将社会建设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

段，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即先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紧迫要求解决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

会事业建设做起，着力解决好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基本民生问题；并从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入手，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遏制社会冲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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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二五”期间应该得以完

成；第二阶段，要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

使之与经济结构相协调。就是说“十二五”、“十三五”将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最关键时期；第三阶段，

2020年以后，经过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社会

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结构更为优化，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

代社会结构，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实现了。

四、实践行动：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工程

从社会建设行动层面看，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是一项生动实践（行动），更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

要像当初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全社会凝聚共识，成立机构，组建队伍，加大投入，重点突破，必要的

时候开展试点。

当前全社会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要敢于面对新世纪以来“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局面，把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视为当前的一对主要矛盾，深入学习研究社会建设理论，凝聚推进社会建设大业的共识，从中央

高层到地方基层，对发展战略作适当的调整，将加强社会建设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摆到重要的工作

日程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他特别强调，要像当初改革经济体制那样改革社会体制，不断改革城乡体制、区

域体制、劳动就业体制、社会分配体制、社会事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又

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两翼。工业化主要涉及经济建设，而城市属于社会领域，城

市化应属于社会建设范畴。陆先生认为，目前要把推进城镇化纳入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尤其要积极推进农

民工市民化，实现城市内部一体化，促进“人的城市化”。

加强社会建设，必然需要做好财力物力和人才保障工作。陆先生指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健全公共

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

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方面的投入”。他还强调，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要

把社会建设事业办好，同样需要选拔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选好配强领导班子，注重培养

选拔熟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优秀干部；同时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加快

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也可以组建社会管理学院，抓紧培养大批社会工作急需的各类专门

人才；同时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大业。

陆先生根据以往历史经验认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和工作机构。六十多

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决策的战略任务，有组织保证，有机构、有人员贯彻落实，就能有效实

现。在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成立了计委、体改委、发改委等机构，主持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取得了成

功。北京市在 2007年 9月就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和社会建设办公室，此后，上海、广东和大庆、成都、南

京也相继成立社建委或社工委，主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很多经验。2011
年春天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或社会管理办公室，主持社会管理和维稳的工作，也做

出了很多成绩。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靠社建委本身协调不了、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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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主管社会建设方面具体工作的部门很多，如社会事业方面，科学、教育、文化、医疗、

体育都有相应的机构，还有民政局、信访局等等，并不缺少管某项事业的机构，而是缺少一个统筹规划、综

合协调的机构。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应当建立一个类似于发改委那样的机构。建议把发改委中的社会

司、分配司等职能部门分出来，组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赋予相应的职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社会建设

的发展和改革，从组织上落实加强推进社会建设的任务。

此外，陆先生认为，需要总结推广地方的社会建设经验；可以参照经济建设的经验，现在正像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一样，正是创造和涌现社会建设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全国乃至各地都

可以选取 1-2个县或区，做社会建设工作试点，总结成就吸取教训，然后推广经验。

注释：
①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 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 12-16页。

② 美国社会学家 T.帕森斯关于结构—功能的社会系统思想从 1930 年代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思考，其中关于经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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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ing Mr. Lu Xueyi’s Main Ideas of
Society-Building in His Last Ten Years

Yan Ye

Abstract: Mr. Lu Xueyi had been sparing on efforts to think China’s great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in his recent ten year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 change, he thought, Chi⁃
na’s modernization is in the period of the thir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the incoordination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ng its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soci⁃
ety-building is necessary measures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oming two or three decades. He empha⁃
sized, the core of society-building is to adjust and optimize social structures, forcing the modern gentrifica⁃
tion society, of which the breach and key point is to reform existing social system. Meanwhile, Mr. Lu held
that society-building itself is to build society’s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nine tasks and contents, divided in⁃
to three steps. He also put forward lots of policy proposals and feasible measures for this grea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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