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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机，研究成果的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质

量稳中有升，在诸多方面有所推进。现将 2018 年的

研究概况和学科建设综述如下。

一、理论与方法探讨

在 2018 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以地方

档案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继续成为学界检

讨较多的对象。李文等在关于 2017 年度学科发展

的综述中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

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 把当

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 个案研究要有全局观，区域性研究要有整体

观; 加强学科交流和史料建设［1］。苏泽龙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业技术的推广所引起的山西乡

村社会变迁为切入点，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路径

的问题，认为学术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区域社会史理

论与方法的建构［2］。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代 以 来 人 类 学 和 社 会 学 对 社 会 史 研 究 的

影响［3］。
李良玉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总

结，指出尽管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存在很大困难，但是

只要灵活运用事实判断、情感判断、价值判断、逻辑

判断四种判断方法，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就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4］。这四种判断法无疑

也适用于中国当代社会史(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史) 。朱汉国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以剖析

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

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5］。历史社会学是近

年来的一个初兴学科，从名称上来看与社会史极为

相近，厘清二者的区别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

颇有启示。李里峰对二者比较反思后认为，社会史

注重回到特定历史场景，揭示历史事实，而历史社会

学注重分析“不同社会的共同规律和相似机制”，二

者相得益彰，无法替代［6］。当前，区域史 ( 地域史)

研究成为党史国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阮清华提出

要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的研究［7］。笔者认为城

市社会史理应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

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史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韩喜平等初步探讨了民生史的言说

方式，提出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前后民生思想的承继

关系; 民生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民生建设历程的社会

史属性以及民生建设成就的生活化叙事［8］。李成武

对社会史的定位或属性提出个人意见，认为从本质上

来说，“社会史”和“社会的历史”两者之间并无矛盾

之处: 一个指称研究领域，一个表示研究策略［9］。
学术会议是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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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018 年 5 月 12—1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

中国研究所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省社会史学

会在苏州市联合主办“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社会史

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会暨理论与方法

研讨会第 6 次会议”。与会者结合改革开放 40 年的

发展历程，回顾社会史的复兴和发展，探讨中国当代

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既有满足社会建设实践

需要的现实价值，更有推进学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

意义。如胡英泽介绍了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搜

集、整理与研究情况; 满永探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

历史叙事的断裂与连续问题; 苏泽龙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史( 1949—2012 ) 》一书从研究视野到

研究范围的选取，再到资料的寻找和运用对现有的

社会史研究都进行了一定突破; 张瑜也从理论、方

法、成果三方面思考了集体化时代资料的运用问题

等。2018 年 10 月 20—21 日，在石家庄召开了“改

革开放与华北社会经济变迁学术研讨会”。与会代

表围绕华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思想观念、
社会结构、生态环境、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变迁，进行

了深入讨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与华北社

会经济变迁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为进一步深化相

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分领域研究
( 一) 社会结构

在社会结构方面，人口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一

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在陆学艺先生去

世五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当代

中国社会结 构 研 究 报 告》(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2018 年版) 为书名，再版陆先生生前倾注十多年心

血而著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流

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这

是对陆先生最好的怀念和追忆，也是中国当代社会

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幸事。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

深刻变动。李路路等对 40 年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

纵向和横向分析表明，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和畅通社

会流动渠道才能破除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

闭［10］。柳建坤等通过对 1949—2008 年书籍大数据

的分析，发现改革以来在公共话语中以“公众”为面

向的阶层话语在不断提升，而以官方意识形态建构

的“阶级”话语在逐渐消退。王春光［11］、王思斌［12］

分别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

化。盛明富在《中国农民工 40 年 ( 1978—2018 ) 》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 年版) 一书中，全面记录和

系统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群体从萌芽、
发展到壮大的全过程。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稳定是社会

稳定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家

庭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模式。吴愈晓等认为，这种

多元化的家庭模式对青少年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理

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应引起学界和社会的

高度重视［13］。王跃生分析了生育目标上家庭与政

府间的矛盾，指出“家”“国”生育目标具有很强的功

能性，应当兼顾家、国利益，使官方政策与民间惯习

有效衔 接，才 能 减 少 政 策 实 施 中 的“家”“国”矛

盾［14］。林晓珊梳理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家庭变

迁的历史轨迹和逻辑，提出要重新审视国家、家庭和

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家庭政策体系，防止因家庭

政策的缺失造成家庭危机的蔓延［15］。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口结构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颜玮认为传统

的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必须将社会养老、家庭

养老和产业养老有机结合起来［16］。
多篇成果探讨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人口流动

问题。叶敬忠等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劳动力乡城

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17］、江立华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

究［18］、郎晓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城”迁移

及其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19］、王泽强分析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应成为农村老龄化演

进机制的一个重要窗口［20］等，也有学者讨论了这种

人口流动推动下的户籍制度变迁［21］。还有的学者

考察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对自发性移民的

安置［22］、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针对“盲流”制定的政

策，以及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城市人

口疏解［23］和 1959 年的城镇人口精简［24］等。此外，

也有研究基于 1953—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考

察了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与变动［25］。
知青、女性、农民工等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类

别。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支特殊群体，

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2018 年是毛泽东关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表 50 周年，《中共党史研

究》在 2018 年第 9 期推出了一组知青史笔谈。金光

耀、金大陆在主持人语中指出: 知青史研究要积极发

掘新史料; 要在政治运动史和社会生活史“双重框

架论”下开展，而且要以社会生活史为主导; 还要关

注知 青 家 长、农 村 干 部 以 及 农 民 与 知 青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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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青”三代学人积极参与了此次笔谈。郑谦指

出: 知青史研究应准确把握历史背景、正确处理“当

时认识”和“当下认识”、注意方法的科学性、深化对

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后知青史时代的研究更要增加

理性成分［26］。定宜庄详述了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

的历 程 和 三 个 特 点［27］。还 有 学 者 就 华 侨 知 青

史［28］、知青史研究中的城乡经济关系［29］、知青史研

究的农民视角［30］和“跨文化和跨地域”视野［31］进行

了探讨。女性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刘维芳系统回顾

并评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妇女史研究［32］。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生存方

式的变化及其社会意义［33］。
此外，收入分配结构也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

权衡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践

创新、发展经验和理论贡献［34］。
( 二) 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业

民众的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山

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研

究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刊发了三篇讨论集体化时

代农村“阶级成分登记表”的论文。行龙指出，“阶

级成分登记表”是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

重要文本，因为它对每个家庭的变迁过程记录的时

段长、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可靠性［35］。倪志宏运用量

化的方法对单个村庄进行了研究［36］。苏泽龙在《晋

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商务

印书馆 2018 年版) 一书中，通过晋水流域的稻作生

态来反映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变迁，是近年来一

部研究区域社会史不可多得的佳作。
唐琦等分析了 1995—2013 年中国城市居民家

庭消费结构，认为住房消费占比不断上升挤占了其

他家庭消费，不仅降低了总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工资

上升的压力［37］。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近十几年来

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
扶贫作为新时代三大攻坚战之一，学术界给予

了广泛关注。贾玉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之

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于中国具有的道路优

势，即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反贫困实践的连续性

和整体性［38］。王小林分析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

在贫困治理方面的基本框架［39］。孔繁金围绕中央

一号文件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政策历史演

进的三个阶段及其创新之处［40］。李海金等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与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的关系，并对中国未来的扶贫趋向做了

初步研判［41］。李小云等从历史和社会学两个维度

对中国 40 年的减贫之路进行了解释，认为“一方面

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突出成就，另一

方面也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织互

动模式驱动下，贫困人口 把握发展机会、走出贫困

的独特发展叙事”［42］。贺雪峰认为，中国反贫困的

制度设计实际上是扶贫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两套不

同功能的制度体系互补的结果，但是也存在因政策

错位可能造成政策效率的损失［43］。还有学者探讨

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演进; 中国贫困

治理政策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演进、实
践发展和思路创新以及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探索历

程和成效经验等。
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社会保障建设，王延中等

总结出了五大特点［44］; 郑秉文分析了其缘起与动

因，总结了经验，提出若干建议［45］; 郑功成不仅讨论

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46］，也对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民生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47］。关于

住房问题，杨宗儒回顾并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北京市的住房问题与住房保障［48］。有学者

采访了上海市的相关领导回顾了上海率先建立住房

公积金制度并推广至全国的历史过程［49］; 孟延春等

回顾和分析了渐进主义视角下中国棚户区改造政

策［50］。关于社会救助方面，高冬梅对改革开放以来

当代中国社会救助研究进行了评述; 还有学者考察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政策变迁的历

程、原因和趋势;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通过社会救

助减贫的实践历程、成效和未来发展。林万龙回顾

了中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城乡分割到一体的变迁

过程［51］。
此外，也有学者分别考察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和儿童照顾政策体系的变迁［52］、供销合作社在

救灾工作中的作用［53］、制度变迁下新中国救灾主体

的演变、20 世纪 50 年代的街道托幼机构、“大跃进”
时期的基层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开放 40 年来残疾人

社会保障事业的历程、社会保险发展历程以及中国

社会建设改革进程、特点和经验等。还有学者分别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期间、改革开

放以来的就业问题做了研究。
在教育和健康方面，苏泽龙认为，20 世纪 50 年

代山西农村扫盲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都产生了

重要促进作用［54］。胡艳等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还原和总结了 1949—1976 年中国乡村教师补充任

用的历史状况及成效［55］。刘亚娟以上海地方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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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为例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兴

起的历程［56］。此外，也有探讨过去 30 年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统筹的价值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义务教育政策的变迁的特征、问题和改进的思路; 改

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历程、成绩

和经验教训。郑功成探讨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历程和

全民医保制度的完善［57］。姚力梳理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工作方针的历史演进及经验，认为中国医

疗卫生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58］。还有

学者研究了中国全民健身治理历程及其未来的发展

路径。
生存环境是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因

素。王凛然通过对改革开放环境史研究的现状进行

考察后认为，环境史与改革开放史结合将成为一个

极具潜力的学术生长点［59］。李荣华回顾了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黄土高原从制度建设、典型树立、技术推

广等方面水土保持体系的构建［60］。祁建民以山陕

地区水利社会史的变革为中心，回顾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中，通过水利民主改革彻底

实现了水资源的公共性本质［61］。也有学者从“河长

制”演进的角度来评析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
此外，在论著方面，冯彦明在《西藏经济发展与

民生改善关系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版) 中全面调查和反映了西藏的民生问题，为进一

步制定援藏政策、改善西藏民生提供了现实依据。
宋学勤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社会》( 中共党史

出版社 2018 年版) 中叙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

社会的变化情况，中国社会改革的各项政策以及成

果经验等。毕竞悦在《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 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从宏观角度和热门事件两个

角度反映了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
( 三) 社会治理和社会心态

社会治理的研究方面，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

想是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指导理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社会

治理实践和理论创新。魏礼群系统总结了习近平社

会治理思想的主要依据、基本内容和全新境界［62］。
也有学者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

社会治理思想。
关于乡村社会治理，李文通过对中国“三农”问

题的历史演进梳理后认为，撤村并乡、吸引劳动力返

乡创业和培育新型农民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攻课

题［63］。李文还通过回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

史经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丰富，要统筹城乡融

合发展［64］。
庄龙玉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社

区治理的模式演进、方法转变和联动机制［65］。王敬

尧等回顾了 1949 年以来中国村庄治理结构随土地

制度改革的三次嬗变［66］。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张海

以上海市为例回顾了城市社区服务 30 多年的历史，

认为新时代社区服务必须坚持以居民为中心［67］。
吴超不仅系统梳理了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历

程、经验和基本路径［68］，同时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的社会治理历程、优势、挑战以及需要完善的方向

进行了较完整的梳理［69］。
社会史领域的学者多数还是聚焦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具

有的市民社会特征的观察、对城市基层治理机制构

建历史的梳理［70］，以及政府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

处理的研究［71］等。毛丹通过梳理 1949—1954 年居

委会档案后认为，城市基层社会始于国家型构街居

制，基本规定了以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走向［72］。
此外，有学者梳理了近年来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广

泛冲突到合作的演进过程，认为这为理解城市治理

和国家治理转型提供了经验和启示［73］。
在社会心理、心态研究方面，郑清坡等以邢台专

区为例考察了 1963 年海河水灾后邢台专区受灾群

众产生消极心态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各级党委政府

开展的心理救助［74］。李飞龙利用社会心理和行为

选择的角度分析了合作化时期各阶层农民的经济

状况［75］。
孟永认为，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国人的心态也经历了一场“解体与重

建”，因此将社会经济变迁与社会心态结合起来研

究，可以深化对改革开放史的认识［76］。
李路路等探讨了 2005—2015 年转型中国社会

态度的变迁情况，认为“中国人的社会态度整体呈

现出一致性的变化趋向，自我认知中幸福感提升明

显且群体间差异缩小，情感性评价方面社会公德感

和政府满意度在提高，行为倾向方面公众的政治参

与和行为开放性也都有所提升; 社会态度的极化现

象在中国并未出现”［77］。

三、几点反思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术界以此

为契机推出大批纪念性作品，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域

也不例外。通过对 2018 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

状的梳理，笔者发现，虽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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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是同质性的文章较多，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仍需

加强; 学科理论与体系研究较为薄弱。针对以上问

题，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从学科理论指导上来说，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

导，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中国

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科的分支学

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而诞

生，虽起步较晚，但方兴未艾，大有前途。所以必须

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和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尽管社会史

研究在西方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但是也要防

止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食洋不化。理论来源于实

践，西方理论当然也产自西方社会实践，所以任何不

假思索就拿来的理论，在复杂的中国现实面前是一

定会跌跤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
第二，从学科方法上来说，中国当代社会史需要

构架更适合指导实践研究的“中层理论”( 方法层

面) 。李文曾在学科建议中指出: 关键是要从历史

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整体框架来认

识、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要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认识、分析

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既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生

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忽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

生产关系，同时须重视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层

建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

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以及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在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特殊作用［1］。笔者以为可

以继续将这些分析具体细化为一个个研究方法，这

样在实践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尽管理论决定高度，

适宜的理论更利于指导实践。
第三，从学科社会功能上来讲，中国当代社会史

需要加强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对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不断增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

科的分支学科，以期研究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

民生问题为切入点，更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美

国新史学的代表鲁滨逊曾说: “历史可以满足我们

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

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的

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

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
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所最忽略的恰恰

就是历史产生的最大效用。”［78］因此，中国当代社会

史研究应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更贴近学生生活实

际的生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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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Ｒeview of the Ｒuling Ｒesour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Yanping，ZHAO Xiufang
( Marxism Colleg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0，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renewal and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re-
sources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the re-
search on the ruling resources of the CPC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and the related achievements are
quite rich． In a word，the academic circles generally explore the concept of ruling resources，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class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ruling resources，which provides the main academic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resources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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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the Ｒ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Ｒeform and Opening-up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in 2018

LI Wen，SU Lijun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In 2018，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launch a wide-range discuss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draw a summariza-
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y and method，social structure，social life and social undertaking，soc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entality． It also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localization study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to con-
struct the "middle-level theory" more suitable for guiding the practical research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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