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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学派 倡导理论自觉
———纪念恩师郑杭生教授

□郭星华

［摘 要］ 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学术之路可分为早期( 1981 ～ 1993) 思想的成熟期，创建了社会运行

学派; 中期( 1994 ～ 2006) 思想的发展期，创立了“五论”社会学理论，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

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 晚期( 2007 ～ 2014) 思想的深邃期，提倡社会学界要追求“理论自觉”，掌握

“学术话语权”，致力于创立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
［关键词］ 郑杭生; 社会运行学派; 理论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 2014) 06－0044－04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and
Promotion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Dedicated to Professor Zheng Hangsheng

GUO Xing-hua
(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Zheng Hangsheng＇ academic way of sociology is divided into
3 stages: 1． In the early stage ( 1981－1993 ) is a stage for his thought to be matured
when the social functioning school was founded; 2． the middle stage ( 1994－2006) is a
stage for his thought to be developed，in which the " five theories" i． e． sociological the-
ories were established，including social functioning theory，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disciplinary localization theory，social inter－construction theory，and practical structure
theory; 3． the later stage ( 2007－2014) is a stage for his theories to be deepened，in
which the "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 are advocat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chool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with distinct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Zheng Hangsheng; social functioning school; theoretical con-
sciousness; sociological theories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时
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2014 年 11 月 9 日 21

点，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郑杭生教授贺鹤

仙去! 信息传来，学界震惊，人们不敢也不

愿相信这样的事实，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郑杭生教

授一直活跃在学术的第一线，讲学、讲座、各种学术

会议和活动都有他健康的身影和矍铄的面容; 虽说

已是 79 岁的高龄，居然还是满头乌发，令人啧啧称

奇; 而且笔耕不辍，时有佳作发表，怎么会这样? 怎

么可能这样?! 当人们回过神来，不得不接受这个残

酷的事实的时候，不禁悲痛万分，或潸然泪下，或痛

哭失声，各界贤达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哀悼并敬

献花圈。作为一位学者，称得上是哀荣备极、一生辉

煌了。

先生是慈祥的长者。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学如

何做学问先要学会如何做人。先生待我们如儿女，

也言传身教以行动教我们如何做事、做人。因此，先

生在社会学界的声望很高、人缘极好，善于团结同

志、凝聚力量，有博大的胸怀容忍年轻人的错误。先

生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工作和

家庭。学生遇到困难有求于先生的时候，他总是竭

尽全力帮我们解决。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去先生家

里当面讨教或者处理日常事务，在先生家里蹭饭那

是常有的事情。乃至师母对我说，他跟你说过的话，

比跟他儿子说过的话要多得多。先生当面的这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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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先生是勤奋的学者。400 余篇论文，60 余部著

作，在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我等只有汗颜。无论是

在担任校领导期间，还是在年逾古稀之后，先生从未

懈怠，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写作。先生的办公室与我

的办公室只有咫尺之遥，只要没有去外地，几乎每天

都能见到他伏案工作的场景，周末也不例外。先生

敲击键盘的滴滴答答声，宛如一曲曲美妙的音乐，催

促我们奋力前行。记得在我读硕士期间，每周六下

午( 当时尚未实行双休日) ，先生必定来我们学生宿

舍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以校领导之尊常来学

生宿舍，令其他同学羡慕不已。

先生是洞明的智者。先生是中国新时期社会学

的重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为中

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社会学

恢复初期，社会形势纷繁复杂，先生敏锐地指出社会

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综合的、具体

的社会科学，在随后一系列的研究基础之上，创建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运行学派，进而创立了五论，即社会

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

践结构论，这些丰硕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先生大师的

风范和智者的睿见。

暂抑哀思、厘清思路，我认为先生的社会学学术

之路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先生在每一个时期都

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

早期( 1981 ～ 1993) : 这一时期是先生思想的成

熟期，标志性成果是《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 郑杭

生，1987a) 、《社会学概论新编》( 郑杭生，1987b) 和

《社会运行导论》( 郑杭生，李强，1993) 。

先生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受国家公

派，于 1981 ～ 1983 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现

代西方哲学。也许是机缘巧合，先生在 1981 年 11

月 8 日去英国的时候恰与费孝通先生同机，由于有

关方面和家属委托先生在路上照顾费孝通教授，这

使他有幸当面聆听到费老许多关于恢复和重建新中

国社会学的想法，和费老的交谈，给了他许多直接的

启发和启示，这可以算是先生第一次与社会学的近

距离接触，也因此在随后的留学英伦期间特意选修

了社会学的相关课程。所以，先生的社会学学术生

涯应该始于 1981 年，至今 33 年。由于先生是“文化

大革命”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的学者，这使他有机

会较早地直接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较早地直

接接触到西方的社会学思潮和理论。作为“文化大

革命”的亲身经历者，他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的社会动乱和人性丑恶一面的展示，深感社会稳定、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借鉴孔德关于“秩序

与进步”的社会学思想; 另一方面开发中国历史上治

乱兴衰的学术传统，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学思

想。回国之后，他一边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学研究所，一边深入思考、著书立说。

社会学在中国复建之初，面临两个重要的问

题。其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其二是社会学

的教材建设。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主要的疑惑是:

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社会学干什么? 或者

说，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是什么关系? 社会学对

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作用? 先生在精通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熟悉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对

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十分精彩的回答。他论证了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 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

护建设性的形态，并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

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

体科学”( 郑杭生，1985)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

们不仅仅需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更需要发挥维护

建设性形态的作用。先生当时的一系列论述，为消

除极“左”思潮对社会学发展的恶劣影响，为社会学

学科地位的确立与稳固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生关于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社会

学对象问题新探》里。

对于第二个问题，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对于

开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在重建社

会学的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甚至没有一

本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教材。直到 1984 年，才在费孝

通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学

概论( 试讲本) 》。此后，中国出版的社会学教材如

雨后春笋，呈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中，尤为值得一提

的是先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以及之后在此

基础上增删、修改、更新的《社会学概论新修》( 郑杭

生，1994 /2013) 。这本教材在众多的社会学教材中

独树一帜，以先生“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

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

点为理论主线贯串全书，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

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并根据课堂教学的反映和社会变迁的新情况，对

章节安排、教学内容不断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当前版

本最新、发行量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并多次获得国家

级奖励。

在厘清社会学研究对象之后，先生开始着力创

建他的社会运行学派。他创立的社会运行论，是基

于对乱世的切肤之痛，试图探讨一条如何走上社会

良性运行之路。在社会运行论中，他不仅对社会学

对象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厘清了社会学与

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区别，而且全面论述了社会良性

运行的条件与基础，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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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条件，即人

口、环境、经济、文化、心理; 还包括内部与外部条件，

即内部的转型效应，外部的迟发展效应。社会运行

机制则包括: 社会运行动力机制、社会运行整合机

制、社会运行激励机制、社会运行控制机制与社会运

行保障机制。先生创立的社会运行学派的成果主要

体现在专著《社会运行导论》中。这一学派的诞生

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

一，也有学者称其为当今中国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

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学理论。

中期( 1994 ～ 2006) : 这一时期是先生思想的发

展期，标志性成果是:《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 郑杭生，2005a) 、《郑

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二: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

应用》( 郑杭生，2005b)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

三: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 郑杭生，2005c) 、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的深化》( 郑杭生，2005d) 。真可谓: 煌煌四百万字，

拳拳赤子之心，一代大师的智慧与辛勤尽在其中。

继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运行学派之后，先生即

开始着手丰富该学派，先后创建一系列颇具特色的

社会学理论，学界简称为“五论”，即社会运行论、社
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

社会运行论前面已有论及，不再赘述。

社会转型论，是先生在对当代中国大变革现实

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末最早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

会转型”等概念，试图用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来概括中

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 郑杭生，2005a: 202) 。根据

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特点的分析，先生还提

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基本概念。

在先生看来，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从农业的、乡村

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

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关于社会转型论的主

要论述集中体现在专著《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

社会的转型》( 郑杭生，1996) 之中。

学科本土论是先生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新的

深入研究。在先生看来，“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

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

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

和学术取向”( 郑杭生，2005a: 333 ) 。中国社会学的

本土化，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30 初

期形成一股本土化的热潮，早期社会学家孙本文先

生甚至要将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 本土化在当

时被称为中国化) ，作为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四大基本

工作之一。先生力主的学科本土化，可以说是在新

时期对老一代社会学家思想的继承与延拓。学科本

土论的成果体现主要是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

学本土化》( 郑杭生，王万俊，2000) 。

社会互构论是先生在研究新时期个人与社会关

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先生试图以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

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

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

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

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试图揭示和阐述这种转换

和变迁 的 总 体 过 程 和 重 大 过 程 的 本 质 ( 郑 杭 生，

2005a: 590) 。社会互构论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深刻地指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

之间互构共变的演变过程。个人与社会之间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区别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基础

和前提，相互联系本身既是差异的、对立的和冲突

的，也是适应的、协调的和整合的，这两方面是互为

前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

实践结构论是先生在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新特点

时提出来的。先生发现，20 世纪后期、特别是 80 年

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

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

克服的鸿沟随处可见: 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

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

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

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

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

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

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不可抑制

地兴起。古典时代旧式现代性和现时代新型现代性

的不同，植源于这里提出的“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

变”。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

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

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

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均共同作用。实践结

构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论文《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

的若干新趋势》( 郑杭生，杨敏，2006) 之中。这一时

期，也是先生的学生大放异彩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

有: 获得“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学位获得者”称号

的张建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励的洪大

用，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励的符平，获得“全

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奖励的黄家亮等等，这些都

是先生精心培养、细心指导的结果。其他的学生也

分别在政界、商界和学界显露头角、取得成绩。作为

他们的导师，先生对此很是欣慰。

晚期( 2007 ～ 2014) : 这一时期是先生思想的深

邃期，代表性论著是:《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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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郑杭生，2009 )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

展》( 郑杭生，2011) ，更多的将会体现在正在编纂的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五卷之中。

到了这一时期，先生已经年逾古稀，但他念兹在

兹的是提倡社会学界要追求“理论自觉”，要掌握

“学术话语权”，要致力于创立中国气派、中国特色

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

先生对学界言必称西方的状况感到深深的忧

虑。他秉承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大

力提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他敏锐地指出，

究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 是世界眼光中国气

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

中国版? 在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

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

型的实际，进行原创性的或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

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

跳舞，使自己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

或社 会 理 论 的 一 个 案 例，一 个 验 证”( 郑 杭 生，

2009) 。这样的“理论自觉”，才是与中国从地区性

大国走向世界性强国、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边陲

走向世界学术中心之一的趋势相吻合的。在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学界仍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不

加分析地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先生的论述无疑是有

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的，也展现了先生对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走向未来、走向繁荣的一种担当与责任。

如何才能实现理论自觉进而达到理论自信? 或

者说，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缺乏理论自信? 因为学

术话语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我们早已拱手让给了西

方。先生深刻地指出“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
论自觉＇深层要求之一”( 郑杭生，2011 ) 。作为“权

力”的学术话语权体现了权力的非强制性特征。其

传递符号、思想、知识、信息，以柔性、无形的方式来

弱化强制和压力，消解权力可能引发的反感和敌意。

这一过程提升了权力的吸引力、降低了权力的代价

和成本。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

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先生分析道，

“历史和时代给学界提出了要求，即更好地掌握学术

话语权，并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

高点。这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

心的一条必由之路”( 郑杭生，2011) 。其实，不仅在

社会学学科领域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学科领域的

情形何尝不是如此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

先生晚期思想的影响是跨学科领域的，是我们一笔

宝贵的思想财富。

写到这里，已是凌晨时分。初冬的北京，已经是

寒气逼人，萧瑟的景象平添了几分哀伤。再过 5 个

小时我就要到世纪坛医院为先生启灵，并护灵到八

宝山革命公墓，为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念及此，

心如刀绞，今夜注定无眠。先生的一生是勤奋的一

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给后人留下了享之不尽的

精神遗产; 先生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将毕生精力

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和社会学研究; 先生的

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人生

高度，他高尚的品行和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

模。

别了，先生; 别了，恩师! 愿先生安息，愿师母宫

延华女士健康长寿。特献上一副挽联，以志纪念:

哀翘楚功已成志未酬梵界从此添贤圣

哭先生鬓未秋身先死人间何处觅恩师

2014 年 11 月 15 日凌晨 学生星华泣笔?

［参 考 文 献］
《社会学概论》编写组． 1984． 社会学概论( 试讲本) ［M］． 天津: 天津

人民出版社．

郑杭生，1985．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 光明日报，07－

29，( 3) ．

郑杭生． 1987a．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郑杭生． 1987b． 社会学概论新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杭生，李强． 1993． 社会运行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郑杭生． 1994 /2013．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杭生． 1996．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 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杭生，王万俊． 2000．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M］． 北京: 党

建读物出版社．

郑杭生． 2005a．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郑杭生． 2005b．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郑杭生． 2005c．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郑杭生． 2005d．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郑杭生，杨敏． 2006．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

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 社会科学，( 10) ．

郑杭生． 2009．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中国社会学? ［J］． 江苏社会科学，( 5) ．

郑杭生． 2011．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 ．

收稿日期 2014－11－15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郭星华( 1957 ～ ) ，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
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 法律社会学、城市流动人口。北京，
邮编: 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