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大纲 

 

一、出访的基本情况 

二、访问成果和体会 

 

 

 

 

科研处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出访报告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应日中社

会学会以及该学会主席的邀请，社会学

研究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罗红光研究员

访问了日本。访问期间有两项重要活动：

其一，赴德岛县美波町考察当地社区振

兴事业；其二，参加第二十八届日中社

会学年会。此次访日发现日本相关研究

论文均表现出对“跨国”、“交叉”、“合

作研究”的趋向，且属于横向的社会交

往范畴，同时全球化时代的个体化兴起

进一步促进了各个层面的世俗化进程。

人们以个体的兴趣为出发点考虑和设计

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 
 
题图：日本德岛县美波町 
图片拍摄：罗红光 
拍摄时间：201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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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X 半 IT 社会：罗红光赴日本的出访报告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应日中社会

学会以及该学会主席的邀请，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人类学研究室罗红光研究员访问了日本。 

访问期间有两项重要活动：其一，赴德

岛县美波町考察当地社区振兴事业；其二，

参加第二十八届日中社会学年会。 

 

一、访问的基本情况 
 

时间 活 动 内 容 住 宿 
6.1 北京→德岛 海龟庄 

6.2 

上
午 

访问镇政府开发

部门 
同上 

下
午 

考察社区建设现

场并进行访谈 

6.3 德岛→长崎大学 会议宾馆 
6.4 长崎大学研讨会发言 同上 
6-5 长崎→北京  

 

（一）德岛县美波町考察 
2016年 6 月 1 日乘坐 JR 电车前往德岛

市，并由京都大学增田达志先生陪同前往德

岛县美波町。次日清晨一同拜访该镇政府机

构（役场）的开发科，由他介绍了当地基本

状况。 

 

美波町行政上属于镇，位于日本西部四

国的德岛县内的一个偏僻地区，从日本关西

国际机场乘机场大巴到德岛市沿高速行驶 3

个小时，再从德岛市乘坐乡间电机车 1 个多

小时才能到达。这里总人口为 750 万，因临

海，海龟、垂钓、冲浪等水上活动而闻名全

国。但是，它与日本其他农村地区一样——

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纷纷通过外出就业、

上学等一去不复返，农村（渔村）老龄化、

少子化、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65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43%，如今这里真

正以打渔为生的渔民 29-35 岁仅剩 3 户人家。 

响应德岛县政府将德岛县打造成旅游特

色县的整体发展战略，开展了第三产业的招

商引资活动，近 10 年来，美波町地方政府

也开发了诸如文化旅游、水上运动、水上娱

乐等观光项目，吸引城里人到乡下来体验。

的确也有城市人，其中包括年轻人前来旅游，

体验渔民生活，也会开展一些农家乐特色的

有机农业体验活动。但是，城里人只是节假

日或周末前来娱乐和劳动。这样的活动并没

有真正改善当地的就业环境，也没有明显提

高当地的经济增长，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始

终困扰着美波町。 

 

 
图 1：日本德岛县美波町政府办公楼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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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日本德岛县美波町政府办公楼内景 

 

四年前（2011 年），一位在东京事业有

成的美波町出身的年轻企业家放弃东京生活，

举家回迁到家乡美波町创业。作为企业老板

的他，把自己在东京互联网企业的软件开发

部，即互联网设计与开发部门搬迁到了美波

町，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用他自己

的话说是一种“满足生活方式的工作”（life 

with work），这被当地媒体称为“半 X 半 IT

社会”。 

 

 
图 3： “半 X 半 IT 社会”生活方式的发起人

吉田基晴社长，阿波江公司 

 

 “半 X 半 IT 社会”中的“X”为兴趣，意思

是：参与企业工作的员工都基于以自己的生

活爱好选择到这里来工作，也就是说，员工

凭借自己的兴趣，诸如钓鱼、冲浪、打猎、

有机农业、潜水、民间舞蹈等兴趣，合理安

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实现自己工作与兴趣

并举的快乐人生。城市中有共同志趣的青年

人纷纷效仿，举家搬迁到这个偏僻的村落，

开始以生活为取向地从事互联网的设计与开

发工作。 

四年来，经过镇政府开发科的努力，截

止现在 2016 年 6 月，已经从东京、名古屋

和大阪搬迁来的有 14 家企业，当地政府也

为进一步招商引资，铺设了全国最好的光缆，

进一步提高并改进了互联网等相关的基础设

施条件。与此同时，搬来的城市企业也提高

了当地的就业和消费能力，振兴了当地濒危

的传统文化事业，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逆城市

化”模式。 

吉田的公司是最早一个从东京搬迁到美

波町的互联网企业。该企业主要从事以密码

技术为核心数字化软件开发及系统设计，如

个人账户、信息、保险、公共服务机构链接

等。该公司将总部搬迁至美波町，东京作为

营销窗口，省城的德岛县作为制作公司，美

波町作为该企业的核心，专门从事软件开发。 

该企业购买了美波町唯一的，也是因家

庭生活私密化而被废弃的大众浴池（浅汤）。

企业在办公室设置上，仍然保存了大众浴池

的原有风貌，甚至门面、当初洗澡的价格表

完好如初，衣柜改成资料柜。内部装修却充

分考虑了青年人的审美品味、互联网的功能

以及作为办公室内部的结构安排等因素，一

点也不亚于城市写字楼里的办公氛围。 

 

 
图 4：浴池门面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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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浴池内部的办公室 

 

据该公司职员介绍，原来在东京工作期

间，为赶早晨 9 点上班，他们必须提前 2 小

时出门并乘坐拥挤不堪的电车，仅单程就要

花费 1.5 个小时，加班是常事，再花 1.5 小

时，晚上 9 点才能到家。从早 9 点到晚 9 点，

始终处于“电源 on 的状态”，自己的兴趣生活

只能在节假日或周末进行。此外，东京房费

很贵，只能住在一居室的小房间里。另外，

全国的 IT 人聚集东京，因此在东京竞争中个

人也只能是其中的万分之一，还不能保证成

功。 

但是来到这个小山村，往返 3 小时的时

间完全可以用于自己的娱乐，住房面积大了，

也便宜了许多，工作自己说了算，竞争成了

1:1。多余出来的时间全部用于自己的兴趣生

活，所以也就出现了“半打猎半 IT”、“半冲浪

半 IT”、“半舞蹈半 IT”……个体的生活方式成

为主要的人生目标，工作只是这种生活方式

的手段。他们感到欣慰的另一点是与人的沟

通多了许多，这一点在城市里只有工作和家

庭这种极端的两极化。他们认为这不是人本

来的面目。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生的态

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此，越来越多的企业

人，尤其是青年人来到山清水秀的海边山村，

改变了原来那种即将凋零的乡村经济和文化

面貌，它既成就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又解决

了当地的就业与经济环境。 

 
图 6：参加当地“阿波舞”的企业年轻人 

 

图 7：参加当地“阿波舞”的企业年轻人 

 

“逆城市化”现象在日本起步并不晚，常

见得有 NGO 和个人行为，但是这种新型“逆

城市化”模式正在日本悄然兴起。笔者认为它

的发生与发展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1、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境及反思：传统

上常见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差异问

题，往往是以城市为主导，即城市人通过输

送知识、教育、技术、政策的方式，开展单

向的援助，导致乡村人对城市人的依赖，地

方的自主性得不到真正提高，地方本来的特

色也被埋没在二元结构的强弱关系中。 

2、地方的吸引力：因为日本的物流、

通讯十分发达，因而城乡之间在生活方便度

方面并无重大差异。相比之下，农村优美的

环境和质朴的人际关系，加之地方政府的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力配合与服务意识的

提高，创造了良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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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的离心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城市招工成本高、竞争压力大；从个人角度

来看，城里人对“城市病”的厌烦。城市病

体现在超强度工作、竞争压力、人性淡漠的

陌生感和抑郁症。这些导致城市人重新思考

生活本真意义。 

 

（二）参加第二十八届日中社会学年会 
本次访问主要是参加在长崎大学举办的

日本日中社会学会第二十八届大会。本次会

议主题是“思考越境——课题及可能性”。 

大会与会者首先听取了由斯波義信（日

本学士院会员、文化功勋奖获得者、东洋文

库长、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主讲的题为“中国

商业：华侨研究与社会学”的纪念演讲。其主

题思想是，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互

惠性，呼吁打破知识垄断、不对话的局面，

主张历史的社会性和社会的历史性。 

罗红光研究员在大会的发言主题为：“纸

质会堂：神户地震之后”。主旨是：由于自然

灾害频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个专业领域的

重视。人们习惯上将注意力放在救灾过程中

的技术性指标和制度安排，而对灾民自身的

能动性估计不足，而加重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此次发言以神户赈灾中发挥作用的“纸质建

筑”（paper dome）迁徙中国台湾地震灾区

的桃米村为例，指出救助与被救助这种二元

的强弱关系中，如何把握二元关系的度是以

往研究的盲区。发言指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

“救急”和“恢复重建”是两个不同的重要阶段，

尤其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如何发挥灾民自身

的能动性是社区重建的关键所在。“灾民是社

会弱者吗？”结果回答：“否”。本人介绍了不

被以往“交换理论”所能覆盖的“灾民志愿者”

的研究过程。他们所呈现的奉献不是为了义

务、权力或利益，而是个体的、平等的、自

由的跨区域奉献，不求回报的一种横向的互

惠型社会。这一点超越了以往那种站在乡愁

道德制高点的乡土建设。 

会议其他发言涉及华侨网络社会、华侨

新生代文化、中日跨国物流的考古、日本归

国孤儿、海外赴日留学、异文化背景下经营

模式、新移民、跨国婚姻以及区域性全球化

的个案研究等。大会参会者代表主要来自日

中社会学会会员，即各个日本的大学或研究

机构的学者，大会发言论文 33 篇，分两天

宣读。由于 5 天的规定，4-5 号的会期，罗

红光研究员只能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并提前

回国。 
 

二、访问成果与体会 

 

此次访日考察和参会发现，该学会的研

究论文均表现出对“跨国”、“交叉”、“合作研

究”的趋向。也许是本次会议题目的缘故，给

我呈现的感觉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社会

交往。全球化时代的个体化兴起进一步促进

了各个层面的世俗化进程。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人员流动性加大的同时，本来属

于一国或一个区域性问题逐渐呈现为具有跨

国、跨区域性质的现象，如移民、教育、文

化；另一方面世俗化成就了多元的个体主义

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加之信息社会提供了

这种多元的价值选择，人们开始注重跨国家、

跨专业、跨文化的横向交流。 

结合本次考察的德岛县美波町的“半 X

半 IT 社会”的案例，人们以个体的兴趣为出

发点考虑和设计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

式。参与者构成的纽带并非因为血缘关系绑

定的义务关系，也不是资本市场中的利益关

系，同样也不是来自国家意志，而是来自个

体层面的对生活态度的转变，并由此构成了

当今日本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模式。 

笔者认为：这种不被义务、权力或利益

捆绑的纽带被称为“人际社会”。“人际社会”

是一个自发的、以兴趣为导向的、可自由出

入的平等互惠，这种交换不以回报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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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如美波町对城里人的意义，城里人与美

波町当地人和文化的价值那样，首先各自的

主体性非常鲜明，没有从属主次，只有尽善

尽美的个体人格和做人的伦理。 

“人际社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并不带有人际关系的那种结构性约

束，而是促进跨专业、跨国籍、跨文化的平

等对话达成互惠的社会力量。罗红光研究员

认为，不被义务、权力、利益捆绑的跨界对

话是形成共识的唯一渠道，超越二元结构的

“人际社会”也许就是为实现学者、政治家、

企业家、生活者各个层面良性对话、完善自

我、成就协商式民主的一个重要渠道。 

 

 

 

（罗红光 执笔） 

（宋  煜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