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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互相联系的，学术创新

相对于获得话语权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做出有学理性概括的
中层理论是学术创新、获得学术话语权的可选择方向。在中国概念-中国事实，通融概念中国事实，拓展概念-中国事实，外来概念-中国资料四种研究类型中，立足中国重要社会实
践、对国际已有理论概念的拓展性研究（边缘性共同话语）能更有效地实现学术创新与增强
话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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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出了快速崛起、稳妥发展的道路，
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但是反映上述实践、并在国际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
的成果还不多。本文从社会学学术创新和学术话语建构的角度，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谈
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和话语能力建设的任务
（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任务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社会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它们发挥着认识规律、传承文明、
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上
层建筑要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二者合规律的相互作用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发展道路也为世界所侧目，
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表现度还不够。它们还没能更有效地运用反映我国实践的
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世界，我国的哲学
社会科学在国际上还没到获得应有地位。这既不利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也不利于将我
们的发展经验贡献于世界，而且这些反过来可能会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按
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建立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
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里必须有系统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有对这些丰富实践的深入研
究和本质性把握，要用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去反映这些本质性认识，还要能让外国学者去
阅读和理解。这里既包括如何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去获得典型资料、进行分析和提
炼（这里涉及到概念体系的运用）问题，也包括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知识传播方式、理
解方式、学术评价等一系列学术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有好的知识和理论就能够
传播，只要找对了理论创新点和传播途径，就能更有效地在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设方面取得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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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创新与话语能力建设的关系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整体，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是相互联系的。具
体地说，要在学术体系和话语权上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在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表达、传播上通
盘努力。如果在学术研究上不能取得真正的创新性成果，它就不可能在学术共同体内得到传
播，因为学者们在这里不是要“消遣”，而是要获得知识和进一步认识世界的灵感。那些有
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会得到广泛传播，它们会走出深巷甚至“洛阳纸贵”，我们看到那些
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这种意义上，学术做好了，
话语权也就拥有了。所以，学术话语权说到底是真正的学术创新和被学术共同体承认的问题。
学术创新与话语权的关系，学术创新是第一位的，有了学术创新，才会有话语权。当然，要
获得更大话语权也有一个怎样使创新的学术成果能更好地让学术共同体了解的问题。这里包
括位势和技术。所谓位势是指经济、文化处于高位势者会使“万邦来朝”，从技术的角度看，
要选择其他学者有共同兴趣、易于理解的问题进行创新研究。在位势方面，我国经济社会的
持续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是学术走出去的优势，而技术方面则需要学术界的辛勤
努力。
二、社会学学术创新的层次及话语能力
（一）实现学术创新和获得话语权的视角
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构是十分复杂的，也是分层次的。下面本文以社会学学
科为例，从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设相结合的角度，对本论题做一些初步分析。
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一个世纪，其中 20 世纪 30-40 年代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1979 年社会学学科在被迫停顿 20 多年后得以恢复重建，
“补课”至今有 30 多年
时间，应该说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和发展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过程和发展规律
的学科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社会学界也对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变迁、
社会流动、社会问题、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并在咨
政育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
不大，其国际话语权还很弱小。至今，社会学界称道的依然是费孝通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
的“差序格局”。这就向我国社会学界提出了挑战——怎样真正实现社会学研究创新，并贡
献于世界？
从发展经验的角度看，我国 30 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社会进步是值得充分
研究的课题，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转型的经验也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羡慕。这一问题与发展
道路、发展模式有关，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其任务相当艰巨。越宏大、覆盖性越广的理论
其学术影响力可能越大，话语权的位势也可能越高。但是这种理论成果要科学、有根据、经
得住质疑和批评、进而被学术界承认也是不容易的事。从社会学发展的国际经验来说，中层
理论是比较适宜创新的（在这里，笔者把它看作是不同层次的理论序谱，包括中下层理论，
一些小的理论体系，甚至包括有较大概括力的概念）。对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做出有学理
性概括的中层、中下层理论，不失为学术创新、获得学术话语权的可选择方向。
要想实现社会学的学术创新并期望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需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
样，要有“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只
有充分梳理、评价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才有学术创新的基础。只有面向我国正在从事
的实践，才会获得丰富的宝贵资料，经过提炼形成与人民和世界相关的理论成果。只有关怀
人类命运、面对和解决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学术研究成果才会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
注。于是可以认为，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关联、中国实践对国际社会所能做出
的贡献的角度切入，更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和话语权获得。
（二）社会学学术创新及其话语能力举例

社会学的学术创新和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一个范例。费
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在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并被用于相
关社会结构问题之研究。从“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和被广泛讨论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和
传播有如下优势：（1）费孝通学贯中西，深入融合了中外学界关于传统农业社会占统治地
位的社会关系模式方面的知识；①（2）费孝通与英美学人之间有比较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切
磋，英美学者对之感兴趣；（3）该概念所具有的一定的理论概括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4）
概念涵义的可沟通性，交流者能共同理解概念的涵义，当然这需要持续性的工作。②如果是
这样，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对本论题有什么启发呢？以下从举例的角度，对社
会学学术创新和获得话语权的可能性做一些分析，包括如下一些情况。
第一，中国概念-中国事实，即用中国文化、中国概念来概括、反映中国的社会事实。
比如，用“熟人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以及发生的变化（“半熟人社
会”），它能够较形象地反映所指的社会关系特征，但是这种概念又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难以清楚地定义，外国学者很难明白和理解概念的涵义。这样，这类概念的国际沟通性就
可能较差、国际话语能力较弱。这是几乎完全用充满中国文化涵义的概念来表述的情况。
第二，通融概念-中国事实，以中国事实为基础，融通中西文化-结构相通之处，形成自
己的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关系社会等概念，它们以人类社会共同的、或与西方社会相对应
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概念，从而产生了中国概念与西方社会的关联，中国式的概念也成
为解释某些西方社会（或其他社会）的工具或参照，于是被关注并得以运用。虽然这些概念
是在中外学人的不断翻译、沟通和切磋交流中被外国学者接受的，但是还是在学术之林中站
住了自己的位置。这一类概念有一定的融通性，或者说它们的国际话语能力较强。
第三，拓展概念-中国事实，将国际学术界已有的概念、理论做拓展，来对照、解释中
国的实际，做出新的概括，并进行国际交流，即拓展性研究。社会学中有很多反映社会普遍
特征的概念和理论，它们比较具体地反映了某类社会的结构特征或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但
是不同社会又有其差异性，有时这种差异性是很明显的。站在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角
度，就必须对社会学原有的概念进行拓展，赋予其新的涵义，这样才能贴近中国现实。比如，
西方社会学的城市化理论是以自由的个体劳动力的流动为基础的，他们讨论的是一般城市
化。而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政策的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国家庭结构为基
础，就地城市化也大量存在。这就是城市化概念和理论的拓展。再比如，社区共同体的概念。
在西方，它主要描述的是有共同意识和相互认同的人们形成的共同存在状态。在我国，社区
共同体多是由具有地缘、业缘关系的诸多家庭组成的、具有较强实体特征的社会生活群体，
而且社区基层组织通过服务和管理、通过居民参与建设着这种生活共同体。虽然其中也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满足居民生活、促进社会秩序、增进相互关怀等方面，社区共同体
还是有其积极功能的。只要我们能进一步加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中国的社区
共同体还是可以在国际交流中成为共同兴趣点的。因为，20 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后现代
社会的来临，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松弛，强化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关系已经成为人类
的普遍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的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学术概念就可以走上国际学术
的制高点，具有较强的话语能力。在这里，本文使用了概念拓展的概念，它反映了学术性、
在地性和理论自觉的统一。
第四，外来概念-中国资料，用国外理论、概念解释中国事实和经验，或用中国资料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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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外来理论。这类做法只是用中国事实（资料）来证明或证伪国外已有的概念和理论，由于
这些概念基本上遵循了西方概念的原意，也使用了他们设定好的方法，所以在学术上能够较
顺利地与西方对话，但话语的主导权很少。这类做法基本上处于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
话语权之外。
三、我国社会学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构的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
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①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创新和获得话语权的不二法门。新中国建立 60 多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有大量的
民生治国、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着力点，对此学者们也做过艰苦
的努力。但是由于不少社会科学研究恢复重建较晚，一些学科内还没有形成科学严格的学术
交流和评价制度，有的研究者追求短平快（这与我国的学术生态有关），于是出现大量低水
平重复研究。社会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转型发展中的重大社会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研
究成果高度碎片化。②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以世所未见的、我国宏大的
经济社会转型为对象，沉下心来、吹沙见金，形成既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人民福祉服务、
又能获得国际同行承认、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创新成果。
延续上面的举例性讨论，如果选择我国社会学学术走出去并获得话语能力策略的话，笔
者同意某些学者的看法：关键是基于中国实践，找到边缘性或共同性的话语，进入到社会学
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中，通过深入的创新性研究，使研究成果以对话的方式走出去。③就是说，
要寻找一些能反映重大的社会实践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边缘性共同话语，下足力气，就能
够在学术创新和话语能力建设方面获得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在国际上有更高的经济和文化
位势，学术创新和话语权获得的成效就更大一些。
Promoting China’s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n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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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rrelated,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has been
attached relatively more importance than obtaining the power of discourse. Developing
middle-level theories that precisely reflect those critical social phenomena is an optional
direction for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obtaining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four types of
research, Chinese concepts-Chinese facts, Inclusive concepts-Chinese facts, Expansive
concepts-Chinese facts, and Foreign concepts-Chinese data, grounding on the significant social
practice in China to extend the internationally existing theories and concepts – Peripheral
Compatible Discourse-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academic innovations and enhance the power of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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