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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有关决策咨询思考
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丁元竹

“学以致用”与当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一）架起学者和政府之间的

桥梁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费孝通

是较早探索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之

间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对这个问题

的最早思考始于20世纪30年代。

费孝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踏上

社会研究征程，这恰恰是中国现代

学术史上的革命时代。五四运动以

来的文化和科学运动唤起了无数中

国人对民族、文化、科学和发展等

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探索中华民

族的出路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价值

取向和行为选择。到20世纪30年
代，这种自我反思由表层深入到内

部，由一般表象深入到内在规律，

人们不倦地去寻找中国所特有的发

展道路和发展趋势。20世纪初以

来，一辈辈先贤坚守“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学术信念，以“学以

致用”的治学方法实现着民族复

兴的梦想，学术研究和政策探索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的血

液，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动力和活力，其背后就是中国知

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历史责

任感。

“学以致用”是费孝通治学的

基本宗旨，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

的初衷。20世纪30年代，他从东吴

大学医学系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的原因就是，他发现医学仅仅可以

治愈个体身上的疾病，而社会学可

以从社会入手医治社会问题，根治

社会疾病。从此也就开启了他探索

中国发展及其出路的长达75年的研

究历程。支持费孝通始终如一从中

国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城乡发展的

是，他始终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独特

性。在中国国情下，进行创新和推

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费孝通倾其毕

生精力的追求，“行行重行行”就

是其学术思想的生动写照。

1979年，费孝通受命恢复中国

社会学。在恢复社会学初始，他就

提出了建立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迈

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基本构想，他特

别强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会服务

功能。研究费孝通有关决策咨询的

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建设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费孝通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政治

家；他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国家

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在这样的学

术和生活环境中，他把学术研究和

政策咨询有机结合起来，并在这方

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他的

各类著述中，《小城镇 大问题》是

费孝通把自己长期的理论思考与中

国实践发展有机结合的典范。1983
年，《小城镇 大问题》的发表，为

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赢得了广泛

的社会认同，开辟了迈向人民的社

会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大大拓宽了

这门学科的发展空间。经济学家王

于描述道，“1984年上半年，小城

镇问题一时成为农村改革领域内的

热门问题，其中为人们谈论得最多

的便是费孝通教授的著名文章《小

城镇 大问题》”。1983年，时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谈到费孝通

的《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时说，费

孝通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小城

镇 大问题》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能给人以一定的启迪。毫无疑问，

30多年过去了，“小城镇”依然是

中国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大问题。

在现代决策体系中，决策咨

询是决策和科研之间的中间环节。

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分析就是建立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小城镇问题

之“大”，大在它触及到中国人多

地少这个根本性问题。20世纪80年
代初期，费孝通做了一系列研究，

在对苏南、苏北等地的小城镇进行

“卷地毯”式的调查基础上，陆续

写出了《小城镇  再探索》、《及

早注意小城镇的环境问题》、《小

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

《小城镇 苏北篇》以及《小城镇 新
开拓》等著述，逐步明晰了小城镇

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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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新型智库是知识分

子新时期的历史担当

智库是由有专长的智囊组成的

决策咨询机构。进入21世纪以来，

伴随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

和平崛起，科学决策已经成为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和学术

理论界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眼

下，各高等院校、学术机构和决

策咨询机构都在积极探索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问题。打造世界一

流智库正成为一些研究机构的建设

目标。实现这些目标，有关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和方法等重大

问题理应提上议程，亟待突破，不

能回避。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知

识界对于决策咨询的探索是基于对

中国前途命运的深情关注和自觉求

索，那么21世纪加强新型智库建设

则是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学术担

当和历史使命。

决策咨询是科研和决策
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科研在先，决策咨询

在后

1936年，在《社会研究能有用

吗？》一文中，费孝通对政策研究

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

探索，他提出“研究在先，政策在

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

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这要

求学者、研究者首先要以科学态度

研究清楚事实及其本质规律，为决

策提供坚实的事实。

做好决策咨询工作需要处理

好一个重要关系，这就是，要理顺

决策咨询和与决策咨询有关的科学

事实之间的关系。决策咨询主要是

提出对策建议，科学研究主要是发

现事实，弄清真相，揭示规律。对

策建议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和发

展规律认知基础上的。决策咨询建

议要求决策咨询的主体，决策咨询

研究人员，必须掌握相关的事实。

这些事实可以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

获得，也可以在别人研究基础上通

过归纳和概括获得，通过各种途径

把握问题的真相和规律，一句话，

决策咨询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

础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决策

咨询人员需要和科研人员一样，坚

持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不带有任何

倾向性，首先把事实搞清楚，把握

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和真实面目。

通常，决策咨询工作者可以根据大

量不同学科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进

行综合分析，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事

实真相，因此，决策咨询带有宏观

性、综合性和概括性。综合性和概

括性并不排除决策咨询工作者对于

某一问题和事实进行深入分析和实

地研究，尤其是实地研究最为重

要。概括性和宏观性的研究往往会

停留于表层和大势上，而实地研究

可以使决策咨询工作者找到问题的

根源。决策咨询就是要在了解这个

真实世界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意志

去改变这个世界，告诉人们怎样去

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通常，优

秀的决策咨询是带着问题和理论去

认识并告诉人们这个真实世界的。

尽管决策咨询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带

有概括性和宏观性，但是，新型智

库建设要求决策咨询工作者必须具

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必

须对现行政策有深刻了解和掌握，

对现实问题深入实地研究。只有具

备这些素质和素养，决策咨询者才

能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发展趋

势，在大量研究成果中发现决策所

需要的事实支撑。这也是为什么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新型智库向高端性

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决策咨询要综合专门学

科的研究

决策咨询要求的科学研究必

须全面深刻，不可以偏概全。尤其

是要处理好学科研究与全面分析之

间的关系。这就要求专门学科把主

要精力放在对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

厘清上，尤其是从自己的专业眼光

和视角提出对问题的深刻分析。决

策咨询则是对各个学科基础上的知

识进行综合和分析。相对于各个专

业学科，决策咨询需要决策咨询人

员拥有综合素质和综合分析能力。

在这点上，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

的小城镇问题研究中就看得非常清

楚，对我们在当前理解学科建设与

决策咨询的关系仍有重要意义，他

谈道，“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

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每一门学

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

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

大”。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

势，决策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实地

研究和大数据基础上的决策咨询支

持系统的帮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决策咨询

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思

考，这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前

提条件。检验决策咨询成果的根本

标准是看它们是否能够提出解决现

实问题的办法，拿出解决问题的政

策措施，并能引导实践沿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尤其使政策不仅有现实

性，更有前瞻性，不至于为下一代

人带来决策障碍和发展难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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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水平相当高的决策咨询和

决策。

（三）决策咨询是科研和决策

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综合分析是决策咨询的重要

特征。针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

研究和探索中进行理论解释、历史

分析、实地验证。通过理论分析来

寻求问题的本质解释，通过历史分

析来解释同一问题在其他国家是如

何解决的，以求得启发；通过实地

研究寻求现实中问题的感性理解。

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就是决策咨

询。兰德公司就是走了一条综合

研究的道路。随着美国空军“向兰

德指派或提议的任务越来越多，全

职职员也日渐增长，使得兰德成为

一个以各大学各学科顾问为基础的

跨领域研究机构”（（美）亚历山

大 ·阿贝拉：《白宫第一智囊》，

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但是，兰德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及其

影响又使我们不能不深入研究其方

法。兰德作为美国国家决策机构最

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方法就是其

系统分析方法的使用。在对苏南小

城镇的调研过程中，费孝通发现，

“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

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

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

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

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

建议及论证”。当前，教育部等有

关部委正在推动的2011国家协同创

新中心建设就是类似的尝试，应当

坚持下去，及时总结经验，力争在

协同上取得成果，在创新上有所突

破，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尽职尽

责，为建设新型智库创出一条路子

来。费孝通强调决策咨询不仅要把

学科之间的认识综合起来，还要把

现实发展中的各种要素有机联系起

来。把城和乡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是

费孝通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他

能够抓住小城镇大问题的原因。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研
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特色首先要研究

“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

费孝通强调，“要真正懂得中

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搞社会

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

新东西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

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

新的”。懂得中国的特点就是了解

中国国情。中国的特点，正如费孝

通一直强调的，人多地少。要做活

人口这盘棋，一是要发展小城镇，

二是要开发西部。在发展小城镇问

题上，他建议把“离土不离乡”和

“离乡不离土”两种方式作为解

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

开展研究。当前方兴未艾的新技

术革命赋予这两条道路新的内涵。

“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就

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固有的历

史文化政治经济来推动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就是要在中国基本

国情基础上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的

发展道路。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认

识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科

学研究和决策咨询是一个持续互动

的过程，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并解决

问题，又在新的实践中提出更新的

问题，这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

也是决策咨询的基本规律。30多年

前，费孝通已经看到，“工业规模

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国别

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

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

发展工业中解决广大农村中居民的

生活问题，而不应重复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

路”。他这里讲的工业规模是指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机器大生产

和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产生劳

动力的集中、人口的集中、生活方

式的集中，这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

城镇化。针对中国特有的问题，费

孝通主张中国不要简单重复发达国

家的道路和简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

验。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始终要以

人民的生活为中心，这也是他的成

名作《江村经济》的基本思想，对

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

库仍有重要启迪。　

（二）新型智库在实践中不断

创新

从决策咨询到决策执行是一

个系列的、联系的过程。现代决策

中，“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

用，客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

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课题，于是

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实践、科

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

复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领导方法”。费孝通从20世
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经过江村调查、云南调查、以及后

来数访江村和对于小城镇的“卷地

毯式”的调查，不断发现小城镇发

展中的问题，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

和思考。实践在不断发展，费孝通

的研究和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他的

有关小城镇的思考和建议也在实践

中不断调整。在现实中，这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过程。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