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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社会学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与后西方社会学论坛 

 

 
2017 年 7 月 16 日，“第二届社会学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与后西方

社会学”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乎新楼思源厅举办。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中

国、美国、英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日本、韩国等过的学者就全球化时代，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社会学应如何反思和促进社会发展等议题进

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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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社会学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与后西方社会学论坛会议综述 
 

徐宗阳  吕  鹏 
 

2017 年 7 月 16 日，“第二届社会学高

峰论坛——‘一带一路’与后西方社会学”

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乎新楼思源厅举办。

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捷克、

波兰、匈牙利、日本、韩国的十余位学者就

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下，社会学应该如何反思和促进社会发展等

诸多议题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展开了深入

细致并卓有成效的探讨。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研究院院

长、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研究院院

长、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

在致辞中，李培林副院长阐述了“一带一路”

倡议对于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介

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

研究院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后西

方社会学是对西方主导的社会学话语体系的

一种反思，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其他国

家的学者，都可以从这个新的角度汲取营养，

共同促进一个更美好的全球社会的发展。 

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主持了第

一单元的讨论。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

院长、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讨论了“深度全

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问题。她首先强调

了当前的社会治理面临全球化境遇，即日益

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并没有于此匹配一个日

益全球化的治理体系。 
其次分析了社会治理难题背后的结构性

挑战：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重塑具有

内在凝聚力的现代地方社会；第二，以何种

方式提供何种标准的社会公共产品；第三，

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境下，寻求社会治理中的

风险控制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机制。 
最后，李友梅强调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

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主流理

论的预设。因此，总结中国经验，与国内外

学者共同探讨有助于解决治理难题。以特大

城市治理为例，李友梅认为“执政党引领下

整体性治理实践，与通过渐进式的治理转型

逐步形成风险控制机制”这两个维度为当前

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样

本。 

 
图 2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

院长、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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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李成以自己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为

例，讲述了美国高端智库的运行机制和未来

趋势。 
他首先分析了当今社会智库兴起的原因。

他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专业知识在

公共政策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知识分子参与

政治的诉求以及不断增长的媒体对专家观点

的需求共同构成了智库兴起的因素。 
其次，李成详细分析了美国高端智库的

运行机制。他从布鲁金斯学会的三大座右铭

——“质量、独立、影响”开始讲起，介绍

了布鲁金斯学会有关外国政策、经济研究、

都市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以及治理研究五

大研究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拥有 110 名研究人员，其

中的 90 名为资深专家。以 2013 年为例，布

鲁金斯学会共完成 145 次行政和国会通报、

90 项重大科研项目、41 本专著以及 236 个

大型公共论坛和会议。这也使得布鲁金斯学

会在关于世界智库的各种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图 3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

中心李成主任 
 

捷克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研

究员就捷克能否继续融入西欧进行了讨论。 
他从 1990 年捷克议会选举中选举胜利

者的口号“回到欧洲”开始讨论，并认为这

一口号代表了四个战略目标，分别是取得“西

欧”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西方”的一部

分、达到“西欧”的政府治理水平、达到“西

欧”的生活标准。 
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对比了捷克在上世

纪 90年代以及 21世纪以来的各项经济指标，

比如 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月度平均

工资等。对比发现，捷克在出口数据、月度

工资以及平均工资三项数据中跃升明显。但

是 2004 年，捷克加入欧盟之后，却在经济

上面临着 2009—2012 年的欧洲债务危机、

2010—2012 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等风

险，同时也出现了 2009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

以及 2014 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等政治变

化，这也导致了捷克对欧盟的信心达到历史

新低。 
最后，托马斯研究员发现，在四个战略

目标中，捷克取得了“西欧”的生活方式，

但并没有达到“西欧”的政府治理水平以及

生活标准，在被认为是“西方”的一部分这

一点上尚且存疑。但从另一方面看，欧盟面

临的问题还是暂时的，捷克的公众舆论会再

次支持与西欧进一步的政治和文化融合。 
 

 
图 4 捷克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托马斯研究员 
 
来自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新兴国家和全

球发展中心主任谷靖讨论了金砖国家在国际

发展中的角色。 
谷靖认为全球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

点，随着金砖国家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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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许多人开始发问，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的？是否可能存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 
谷靖认为，金砖国家正在开始动员并组

织化为一个集团，但是在金砖国家内部仍然

高度差异化和分散化。随后，谷靖分析了中

国、巴西、印度、南非和俄罗斯所面临的情

况，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现有的全球的经济治

理和发展合作制度应该从“南南合作”中获

得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以使得“南南合作”

与“南北合作”的进程更加紧密。 
为此，谷靖建议对这一新的伙伴关系达

成共识，并建立支持各级多边对话与合作的

网络。 

 

图 5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新兴国家和全球

发展中心谷靖主任 
 

 
图 6 会议现场 

 

在第一单元的主题发言过后，来自匈牙

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鲍迪·维杰米和博

纳德·卡斯基，以及捷克科学院历史学研究

所的埃米尔·沃拉切克三位学者对发言进行

了简短评议和讨论。 

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中国社会学

会秘书长谢寿光也参与了这一环节的讨论。 
 

 

图 7 评议和讨论环节 

 

图 8 评议和讨论环节 
 

主题发言第二环节由捷克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副所长斯戴克·曼斯夫多娃主持。 
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多曼

斯基教授就“区隔”在波兰中上阶层发展中

的重要角色进行了讨论。通过波兰的数据统

计，他展示了五个变化。 
第一，从继承父辈阶级资格的百分比看，

1982 年这一百分比达到了 40%，但在 2013
年，这一百分比降到了 30%以下，甚至在

1992 更是达到了接近 20%的低点。第二，

从丈夫阶级归属与妻子阶级归属的联系来看，

1988 年两者的联系程度大概为 1.0，2013
年则下降到 0.7 左右。第三，各个阶层的收

入水平从 1992 年到 2013 年虽有波动，特别

是业主阶层的收入波动很大，但是各个阶层

之间的相对排序并没有改变。第四，高等教

育对收入的作用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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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从 1988 年的 0.1 上升到 2013 年的

0.35 左右。第五，教育对职业的影响。从数

据来看，教育与职业的相关程度从 1982 年

的 1.0 下降到 2015 年的 0.65。 
 

 
图 9 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 

多曼斯基教授 
 

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科瓦奇副所长

以“社会融合与社会不平等”为题进行了发

言。 
通过对2015年调查中3500个样本的分

析发现，最高和最低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变

得更大，这表现在，解体和剥夺共存，最低

收入群体之间缺乏合作，日益个体化和原子

化。此外，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非常有必要

将整合或者解体的信息纳入进来。最后，在

社会不平等这一点上，整合模型可以取代分

层模型。 
 

 

图 10 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 
科瓦奇副所长 

 

日本社会学会会长盛山和夫阐释了“全

球化时代公共社会学的必要性”。 
他着重强调了公共社会学中“公共”的

重要性，首先“公共”意味着大众，但是如

果只强调“公共”与公众的联系，则会产生

一种危险，即允许党派传播。为了避免这种

影响，盛山和夫强调公共社会学被理解为“公

众”，不仅仅意味着公共社会学与“公众”

相连，而且还意味着“公共价值”。探索一

个包容性的社会就是探索为个人和团体带来

具有普遍价值或者“公共价值”的制度和政

策。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有些现象正使

得社会团结难以达成、甚至破坏社会团结，

而当前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正是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公共社会学的原

因。 
 

 
图 11 日本社会学会会长 

盛山和夫教授 
 

韩国社会学会会长、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朴明圭也从相同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公共社

会学视野下的韩国社会学。 
他在演讲中介绍了韩国社会学发展的各

个阶段，在 1946 年之前，韩国的社会学大

力支持文明发展、人民启蒙和民族独立。在

1946 到 1960 年间，韩国社会学成为学术体

系中的专业学科。1960 到 1990 年间，韩国

社会学中的专业社会学、现代化的政策社会

学以及批判社会学同时发展。自 199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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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专业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之间的张力不

断增加。 
他特别强调，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具有强

烈公众意识的学科，不是为了个人或者特定

群体的幸福，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 
 

 

图 12 韩国社会学会会长、首尔国立大学 
朴明圭教授 

 
在第二单元发言过后，匈牙利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的马格·杰尔、波兰科学院哲学

与社会学研究所的玛塔·欧肯-库斯卡对发言

进行了点评和讨论。 
 

 
图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赵克斌

副所长主持闭幕式并做总结发言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

所长赵克斌主持了闭幕式，并对第二届高峰

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 

 
图 14 会议总结现场 

 
赵克斌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与中东欧国家的

交流，将这种交流视为了解西方社会的另一

种面貌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非常

重视与日韩学者的联系，是东亚社会学会的

主要倡议者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

开展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新的舞台和机遇。 
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还将

继续举办这样的高峰论坛，让中国的社会学

话语在与世界各国学者的交流中得到更好的

传播和更大的进步。 
 
 

（题图：会议现场） 
 
 

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处 
李   乐 摄影 

                 宋   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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