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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論•觀察•隨筆

社會結構的變遷是社會轉型過程

的核心之一。關於中國社會結構變遷

的系統研究始於1980年代初。那個時

候，在剛剛恢復和重建的社會學中，

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就是其中最重要

的領域之一。不過，由於中國社會學

重建時主要是受美國主流實證主義社

會學的影響，因此，當時研究中國社

會結構變遷的主要分析模式就是在美

國社會學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分層研究。

但是，這種居於主流地位的研究

模式與當時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現實

之間實際上存在很大的張力。因為分

層研究一個隱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

的社會已經是處於相對穩定的定型狀

態。也就是說，分層研究更適合研究

定型社會的結構。而當時現實的情況

卻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及

由此引起的社會結構變遷才剛剛開

始。就社會結構而言，當時的典型過

程是伴隨體制變革而發生的結構分

化。因此，在1980年代的時候，中國

社會學界雖然也進行了許多社會分層

的研究，但實際上，這些分析是很勉

強的，因為當時正在形成中的階層不

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穩定的。

當時分出來的那些「階層」或「層」，沒

有存在多長時間，很快就發生變化

了。

一　從結構分化到結構定型

進入1990年代之後，特別在到了

1990年代中後期，情況發生了根本性

的變化。從這個時候起，定型化的過

程開始了。其標誌主要有如下四點。

1、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

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居住區域的分

離。如果說由居住分區形成的階層邊

界是可見的，那麼，由生活方式和文

化形成的階層邊界則是無形的。但這

種無形的邊界，不僅可以作為階層邊

界的象徵，而且，如法國著名社會學

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還

是階層結構再生產的機制。

2、內部認同的形成。階層內部

認同的形成是與階層之間的邊界聯繫

在一起的，因為人們正是從這種邊界

中萌發「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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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1991年，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曾

經對上海市民的階層意識進行過調

查，得出的結論還是「有階層化差別

但無階層化意識」。而在1996年的武

漢進行的調查則表明，絕大多數市民

具有階層認知，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認

為自己是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當

中。

3、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

在1980年代，包括在1990年代初期，

階層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但到

了1990年代中後期，情況發生了明顯

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是向上

社會流動門檻的加高。在1980年代和

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只要很少的資

本就可以進入一個經營領域。現在的

一些大房地產開發商，有的當初就是

借幾萬元錢就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而

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4、社會階層的再生產。也就是

說，過去人們常說的「農之子為農、

商之子為商」的現象開始出現了。

這個定型化的過程，對社會生活

乃至正在進行的體制變革過程有X重

要的影響。一般地說，大規模的社會

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

個是體制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社

會生活規則的改變。二是社會力量構

成的變化，即社會結構的變遷。但在

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過程

的關係是不一樣的。這種關係的變化

又反過來會對變革的過程產生重要的

影響。概括地說，在1980年代的改革

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X社會結

構的轉型，形成新的社會力量，構成

新的社會組合關係。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樣一種情景。而

在整個1990年代，在體制的變革仍在

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

及其組合關係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

了，至少說現在已經開始形成依稀可

辨的雛形。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

這個定型的過程還沒有完成，而且從

理論上說，永遠也不可能徹底完成。

隨X社會結構的定型，一種影

響、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開

始形成。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可以看

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種改革措施或

一項政策出台前後，社會上特別是知

識界往往出現很大的爭論，其中的一

些爭論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

比如改革與保守、左與右等；但在這

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後，人們會發

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甚

麼，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

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

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即使是那些

在價值或意識形態上會有很大差別的

措施和政策，其最後的利益結果也還

是差不多。在這種現象的背後，實際

上是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開始

形成。由於這樣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

的形成，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

革措施，往往在實踐中收到的是不公

平的社會效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就

是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腐敗的手

段。在最近幾年間對改革的反思和有

關爭論，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

的。

二　從分層模式到階級模式：
　　社會結構定型化的分析
　　模式

如果我們將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變

遷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定型化的過程已

經開始，那麼緊接X的問題就是用甚

麼樣的分析模式才能恰當地分析正在

處於定型中的社會結構？

就目前為止，對此仍然是見仁見

智。李春玲曾將中國社會學界關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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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變遷的主要理論模式概括為如

下四種：一是我本人提出的「斷裂社

會」觀點，認為目前的社會分化已走

向兩極分化；二是陸學藝等人提出的

「中產化現代社會」，認定趨向於中產

化的現代化社會結構正在出現；三是

李路路的「結構化」論點，認為邊界日

益分明的階級階層結構已然形成；四

是李強、李培林的「碎片化」觀點，強

調分化的多元特徵而階級階層結構難

以形成1。

但是，這四種理論模式涉及的實

際上是不同層面的問題。「結構化」和

「碎片化」涉及的是社會結構是否定型

以及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是否出現完

整的階級或階層問題，「中產化現代

社會」涉及的是社會結構的整體特徵

問題，而「斷裂社會」涉及的則是不同

階級或階層之間關係的問題。

面對結構化的分層實體，主要涉

及的是階級、分層和利益群體三種不

同的分析模式。問題是，究竟哪一種

分析模式更適合用來分析當前中國的

社會結構？應當說，前些年佔主導地

位的是在社會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分層

模式。但在最近幾年中，似乎存在一

種從分層模式向階級模式轉變的趨勢。

階級的模式與分層的模式有X重

要的差別。首先，階級表明的是一種

以資源佔有關係為基礎的結構位置。

如資產階級可以理解為對經濟資本的

佔有，中產階級可以理解為對人力資

本的佔有。而分層模式依據的是社

會經濟過程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群體

在整個社會中的結構性位置。同樣的

五十元，是工人得到的工資還是資本

家的經營利潤，在分層模式那Ü是沒

有區別的，而在階級模式那Ü，區別

是根本性的。

其次，階級是一種關係性概念，

即在相互之間的關係中體現各自的特

徵。如正是在相對於資本家的關係

中，才能更充分體現工人的特徵，反過

來，也正是在相對於工人的關係中，

資本家的特徵才能更充分體現出來。

而不同階級之間的某種實質性關係，如

剝削，也只有在不同階級的關係中才

能發現和得到解釋。與之相比，社會

分層的研究對於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

社會關係，研究得相對不透徹。

第三，階級是某種程度的共同利

益的承載者。通常我們可以說某個階

級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是與上述結

構性位置有邏輯性聯繫的，而「層」很

少有與上述結構性位置相聯繫的共同

利益。「層」即使有某種相同或相似的

利益，一般也不是在上述相對關係中

凸現的。

第四，階級的內部是相對同質性

的，也就是說，分化不能太大，而且

內部要存在一定程度的整合和自我認

同，後者為階級意識。而「層」不必然

涉及整合和認同的問題。

第五，階級可以是行動的主體，

而「層」基本不會成為行動的主體。所

以人們通常會說階級在行動，而不會

說階層在行動。階級行動有兩種方

式，一是整個階級的行動，二是有階

級背景的利益群體的行動。但利益群

體不一定與階級相聯繫，如城市中的

拆遷戶，就可能包含不同階級或階層

的成員。

從分層模式向階級模式的轉換，

在現實的層面可能表明，傳統的分層

模式已經不足以面對和解釋中國目前

社會結構變遷所提出的問題。在理論

的層面，我們也可以視之為社會結

構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回歸。仇

立平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階級理論

在當今中國的階級結構分析中的運用

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我國向市場經

濟轉型之後，出現了多種經濟成分，

面對結構化的分層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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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力量再次出現，猶如馬克思所

講的資本將為自己強行開闢道路。而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層是研究社會分

層中深層結構的一種理論——通過對

生產資料佔有關係的分析來解釋不同

人群的社會經濟獲得。因此，我們在

對社會分層的研究中，應該把社會分

層的表面結構和深層結構結合起來，

以揭示社會不平等、兩極分化的根本

原因2。在沈原的研究中，更表現出

這樣一種明確的努力。他的研究實際

上是在呼喚，將階級研究帶回到社會

轉型分析中來；將工人階級研究帶回

到階級分析中來；將工作場所和工廠

政治帶回到工人階級研究中來3。

還應當指出的是，利益群體的模

式應在中國引起更多的重視。但遺憾

的是，目前關於利益群體的研究還相

當有限。若干年前，李強曾經按照與

改革的關係，將當時的中國社會劃分

成四個利益群體。他認為，中國還沒

有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階層，階級階

層在涵義上應該「是指利益分化已經

完成、物質利益已經相對穩定的集

團」，採用利益群體範式的目的是為

了說明利益關係4。

利益群體的分析模式之所以應當

引起重視，我認為至少有這樣幾點原

因。一是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利益群

體是更現實的行動主體。在現實生活

中，人們很少直接看到階級或階層在

行動，人們看到的現實行動者主要是

利益群體。二是在特殊的意義上說，

社會轉型時期恰恰是利益關係調整最

劇烈的時期，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矛盾

與衝突，大多與利益關係調整有直接

或間接的關係。而且，從現代社會的

特點來看，隨X集體消費在現代社會

中的地位愈來愈突出，圍繞集體消費

發生的矛盾和衝突會愈來愈多，利益

群體這個行動主體的地位也就會愈來

愈重要5。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利

益群體的研究將會愈來愈多地與集體

行動和社會運動的研究聯繫起來。

從分層模式向階級模

式的轉換，在現實的

層面可能表明，傳統

的分層模式已經不足

以面對和解釋中國目

前社會結構變遷所提

出的問題。在理論的

層面，我們也可以視

之為社會結構研究中

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回

歸。

春運期間夜ü排隊買

火車票的打工者，屬

於甚麼階層？哪個階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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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實體本身到相互關係

階級作為一種關係性概念為分析

社會結構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開闢

了前景，但能夠走向關係分析的並不

止於階級的分析模式，其他如集體行

動和社會運動的行動模式、階級階層

意識的主觀分析模式等，都可以為分

析社會結構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提

供有益的洞察。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

劇烈的結構性變遷，社會結構的基本

輪廓和實質內容正在發生根本的變

化，而且新形成的結構在開始逐步定

型的社會來說，對於這個社會結構的

總體性判斷，以及在這種總體性判斷

基礎上來認識其不同部分之間的關

係，也許是更為重要的。

在若干年前，我曾經指出，在定

型化過程中，一種我稱之為「斷裂社

會」的結構開始形成6。對於「斷裂社

會」這個概念，我也曾經在下述幾種

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過。第一，在社會

等級與分層結構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

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

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第

二，在地區之間，斷裂社會表現為城

鄉之間的斷裂。城鄉之間的斷裂既有

社會結構的含義，也有區域之間的含

義。第三，社會的斷裂會表現在文化

以及社會生活的許多層面。

但是，在更可以直接把握的意義

上，我們可以將斷裂社會看作是一種

存在X主要斷裂帶的社會。在《社會

衝突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 ict）一書中，科塞（Lewis A.

Coser）引用了羅斯（Edward A. Ross）這

樣一段話7：

每一種衝突都阻礙M社會中的其他衝

突⋯⋯只有當分裂線重合的時候除

外；在分裂線重合的情況下，這些衝

突是互相加強的。⋯⋯社會中那些不

同的對立就像不同的波浪拍打M湖的

對岸，如果一個浪的波峰與其他浪的

波谷相遇的時候，它們就互相抵消；

但是如果波峰與波峰相遇，波谷與波

谷相遇的時候，它們就互相加

強。⋯⋯因此，一個沿多種對立方向

發展的社會可能比僅沿一個方向發展

的社會被暴力分裂或肢解的危險要

小。因為每一新的分裂造成狹窄的交

叉裂縫，使得人們可以說社會被內部

衝突聯繫在一起。

這Ü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在矛盾和衝

突中是否存在一條「主要斷裂帶」。由

此可以說，斷裂社會就是存在主要斷

裂帶的社會，而這條主要斷裂帶就是

貧富差距。目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

種分歧和對立，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沿

X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的。

實際上，當籠統地使用某種模式

來分析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時候，會

產生一種危險，即很容易給人們一個

錯誤的印象：不同階層變化或再形成

的速率是一致的。儘管這樣的觀點沒

有人正式加以宣稱，但卻往往是很多

研究中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因為在

絕大多數有關分層化的研究中，幾乎

都沒有對不同階層階層化的速率進行

區別。但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不同

社會階層的階層化速度和程度是有明

顯區別的，而這種區別對整個社會生

活有X極其重要的影響。正是因為不

同社會階層發育程度的不同，才會導

致社會利益結構的嚴重失衡。這尤其

表現在勞工權益屢屢被侵犯的現象

上。近些年來，我國勞工權益受侵犯

的現象相當普遍，而勞動爭議案件卻

相對比較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

斷裂社會就是存在主

要斷裂帶的社會。而

這條主要斷裂帶就是

貧富差距。目前中國

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分

歧和對立，有相當一

部分就是沿�這條主

要斷裂帶展開的。我

曾經將目前中國社會

結構變遷的總體圖景

概括為上層階級化、

下層碎片化。這樣的

演變趨勢對不同階層

的行為會有重要影

響。有人認為，在這

種結構背景下，存在

�上層寡頭化、下層

民粹化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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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勞工的維權意識淡漠，更是他們

缺少維護自己權益的必要手段。有學

者認為，中國工人的抗爭並不代表他

們是有組織的勞工力量。大多數中國

工人的集體行為都是自發產生的，因

為其多數行動是沒有組織的，也沒有

自己的領袖。在今天的中國，官方渠

道外的勞工動員仍然是難以想像的事

情8。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曾經

將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總體圖景

概括為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這

樣的演變趨勢對不同階層的行為會有

重要影響。有人認為，在這種結構背

景下，存在X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

化的危險9。

而在經驗研究的層面上，階級、

階級關係以及階級背景下的集體行動

和社會運動的研究無疑在豐富X對社

會結構內部關係的認識。但就目前來

說，這種階級研究還主要是圍繞工人

階級形成和再形成進行的。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是李靜君對工人階級轉型

的研究。李靜君則對中國工人階級的

轉型政治進行了系統的描述。她將

中國城市「工人階級轉型」分為三種模

式：（1）流動農民工的形成；（2）社會

主義工人的再造；（3）下崗工人的消

解（unmaking）。她的分析表明，工人

階級轉型的三種模式隨X國家治理、

地方政治經濟、工廠政體和工人團體

的不同組合而不同。與勞工研究新學

派強調生產領域以外的因素的趨勢不

同，李靜君強調，車間組織或工廠政

體仍然是值得認真考察的重大理論要

素bk。此外，佟新和潘毅的研究也從

各自的角度推進了對工人階級再形成

的認識bl。

毫無疑問，對於中國社會結構定

型化的新分析模式，正在形成之中，

其中階級分析模式方興未艾。我們除

了希望看到對工人階級的分析日漸深

入之外，也希望看到對其他階級的研

究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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