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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与专题研究互推共进:2015 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丁 芮，李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2015 年度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

加，学科建设取得一定突破，专题研究继续拓展和深

化，研究视野、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史料收集与利用

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也有所推进，与现实问题关联较为

紧密的问题关注度尤高。

一、学科建设

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

当代社会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李文基于唯物史观

基本原理，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阐释了中国当代社会

史的主线、分期和阶段性特征［1］。戴建兵、张志永认

为，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比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具有

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多方面研究价值，应重视当代中国

个人生活史研究［2］; 王先明指出，社会史研究应从近

代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与社会环境问题等三个方面有

所突破［3］。同时，学者们也开始理性思考西方学者对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2015 年，当代社会史学者进

一步深化了对资料收集、整理与利用的认识，乡村基

层干部的日记、各类史料的结合、易见史料等均引起

了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机构也在积极发掘、抢救、
整理出版有关当代社会史的新资料。

二、社会结构

城乡关系和人口结构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之一。吴建征、朱汉国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

过统购统销政策构建起了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4］。
赵入坤认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政策、灾荒、
历史习惯和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更大

的影响力［5］; 李厚刚、徐晓林指出，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期间，农民迁徙自由的出发点是基于国

家发展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6］; 赵晔琴、丁金

宏认为，1930 年代至 1970 年代城乡通婚的达成受到

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介入的制约［7］; 李路路、朱斌研

究发现，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代际继承在各个时期始

终是社会流动的主导模式［8］。
新中国成立后，家庭的规模、观念与伦理以及家

庭成员的联系模式发生相应变化。王天夫等指出，

1950 年代农村土地集体化改变了原有的家庭关系模

式，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大家庭结构的转型［9］; 张志

永、李月玺认为，1950 年《婚姻法》有效解决了长期积

累的婚姻家庭问题，带动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家

庭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10］; 周蕾认为，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妇联组织的“五好”活动用集体主义道德

规范改造了家庭内部关系和邻里关系［11］。
阶层或者利益集团是分析社会结构重要的入手

点。张济顺《远去的都市: 1950 年代的上海》(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

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群体出发，在微观层面上

探讨了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知识青年

依然是群体研究关注的热点。吕薇认为，北京市政府

虽曾多渠道筹措安置经费，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

安置经费不足及其衍生的问题［12］; 金光耀评析了知

青历史的文学书写、史学书写和民间书写各自的特

点［13］，并进而指出应加强从地方志资料入手来深化

知青史研究的实践操作［14］; 与之呼应，孙成民《四川

知青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全面记录了四

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堪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区

域性缩影。此外，学术界对其他社会群体如对高校知

识分子干部、工人中的技术干部、教师、复员军人、劳
动模范等的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

三、社会治理

2015 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

十年少量存在的民间社会组织。如徐文彬认为，新中

国成立后，福州救火会一直存在，但政府对福州救火

会进行了改造，其性质变为以消防为主［15］; 刘瑞红认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协会具有多重性质，既是农

民群众的合作组织、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

机关、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也是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

的政治联盟［16］; 周倩倩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北

盐场集体生产组将传统、分散的盐业生产纳入了国营

体制中，这是淮北盐场的一次生产组织变革，更是一

27

河北学刊 2016·5



次深刻的社会改造［17］。
当前的许多环境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根源。

邓群刚指出，1950 年代中期，治河工作者与地方工作

者激烈争论后，形成了“沟坡兼治”、“工程措施与生

物措施相结合”等水土保持共识［18］; 吕志茹、李永强

认为，1963 年“根治海河”运动采用了最新技术成果，

兼顾了农业增产和保护城市的目标，在防灾减灾及环

境治理方面取得一定成就［19］; 段蕾认为，1971 年末官

厅水库受到污染后，党和政府采用跨省市、协同管理

的组织形式，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尤其是水污染治理

的模式［20］; 徐轶杰认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科

研机构克服困难在 1972—1975 年间对官厅水库水源

展开协同保护［21］。
当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以国家和政治作

为主导，其不仅对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稳定起了

重要作用，更改变了社会的总体环境。在社会运动研

究中，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依然受到学者关

注。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研究目光投向之前研究较少

的其他社会运动，如“灭雀”运动、“全国学人民解放

军”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串连运动、邮电系

统的“纠偏”运动、参军参干运动、原子能宣传运动等，

从而推动了社会运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四、民生保障与社会事业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就提出并实施了“安顿其

身而鼓舞其心”的民生建设思想。其后，民生保障和

社会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李文指出，新中国

60 余年的社会发展史，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

会建设史。60 余年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

是: 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要以人为本，—定

要坚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1］; 杨荣、刘喜堂指出，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

民政职能经历了从宽泛到稳定、从附属到主干、从零

散到有机组合的变迁，其社会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

化［22］。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举、百废待兴，旧政权遗

留的大量社会救助问题亟待解决。张凤霞、马超指

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通过因地施策、多种收容方式

并举对乞丐问题进行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23］; 齐霁

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开展了

多种运动，营造了毒品难以滋生的社会环境，从源头

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24］。
儿童与老龄人口的福利事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

的高度重视。徐锋华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

会在婴幼儿托管、学前教育等方面作了有益尝试，这

些福利事业带动了上海市儿童福利事业向现代化发

展［25］; 王利娟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各类儿

童保育机构得到广泛建立和不断完善，提高了儿童健

康水平，亦解放了广大妇女［26］; 戴卫东认为，中国老

年福利事业一度发展缓慢，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有了

明显改观［27］。

五、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心态

社会生活史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甚至一些政治

主题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生活史视角。王瑞芳认

为，新中国建立后，各地政府兴建的工人新村极大地

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条件，但工人住宅的修建难以赶上

工业发展的速度［28］; 李端祥、杨松菊认为，城乡人民

公社公共食堂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差

别、城市偏好政策、城乡二元体制［29］; 刘卫东认为，通

过 1953 年和 1954 年的统购统销，国家强制改变、剥
夺了农民储粮备荒的习惯和权利，对农民生活产生了

重要影响，并由此引爆了聊城专区的大饥荒［30］。
民俗和娱乐属于精神生活层面，是观察当代中国

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张海荣认为，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提倡的伦理道德助

推了国家意图的贯彻，减弱甚至化解了乡村文化对硬

性政策的抵抗［31］; 李飞龙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在对黔南地区“吃牯脏”习俗进行治理时，国家政策的

推行与乡村原有的逻辑结构发生了矛盾与冲突［32］。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的政治认同尚未形成，宣传

工作格外重要。杨丽萍认为，中共执政后为强化社会

管理构筑了强大的大众传播网络，这有助于新政府以

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管理基层社会［33］; 刘宇、齐小

林认为，1950 年代，为了动员城市民众参与各种政治

运动，政府以文化馆为阵地，将国家意志和政治主张

直接投射到民间社会，较好地发挥了动员功能［34］; 龙

伟认为，小报逐渐消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透过私营

报刊改造、整编以确立党领导国营媒体网络、强化思

想文化领域领导权的必然结果［35］; 李小东认为，集体

化时代露天电影不仅带给农民科普知识、文化娱乐，

同时也使革命话语逐渐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乡

村话语渐趋国家化、革命化［36］。
中国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特点，政治空间与私人

空间相互融合。利用日记和书信等私密性资料进行

社会史研究业已受到学术界重视。杨奎松即利用这

两种资料分析了燕京大学美国教授范天祥 ( Bliss
Wiant) 在解放初期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37］; 张越

也以私密材料为基础梳理了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面对唯物史观史学成为主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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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的表现和心路历程［38］。
此外，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借鉴

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如徐志民探讨了中国人眼中的

靖国神社及其参拜问题［39］，李文对中日两国民族主

义思潮作了比较研究［40］。

六、几点反思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不仅大大拓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中理论方法的进步，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改革，更好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与中共党史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

更加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从现实出发回顾历史则

有助于史学功能的充分发挥。
目前，研究当代社会史的著作大多聚焦于探讨当

代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相比之下，当代城市社会

史研究明显滞后。从革命走向建设或者说以建设完

成革命，是革命历史及其思想逻辑的必然进程。实际

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中心在工业，重点在

城市，乡村建设或农业建设总体上处于服务于建设中

心或重点的地位。对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社会史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更能突出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社

会发展与变迁的特点。近年来，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加

快，对于城市社会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

城市社会史的研究也应有所突破。
近期世界史学中最重要及最复杂的任务就是整

合微观和宏观研究方法。社会史中新的研究方法的

运用只有在有效整合微观和宏观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才能得以实现［41］。中国当代社会史起步较晚，对于

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没有具体的微观研究，就难以

构建扎实宏大的通史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到，提倡微

观研究、具体研究，并不是仅仅要求只进行碎片研究，

而是要把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对象放置于

大的社会环境中，注意研究对象与相关事物之间的联

系，即使是小的研究对象，也要以小见大，反映出其背

后的大环境、大问题。如果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都具有

整体意识，研究任何一个小问题都致力于揭示其背后

所深藏的历史内涵，那若干个具体的微观研究汇聚起

来就会产生合力，最终汇聚成当代社会的整体史或通

史。进而言之，对社会整体进行宏观的通史研究或许

是开展微观研究、具体研究的必要前提。
当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远未成熟，

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和争议亦将继续存在，但不能否定

的一点是: 研究者们正在逐渐采用更为科学的研究体

系和更为合理的解释历史的方法。未来要做的是，在

社会史范围内，广泛提出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和解释，并相应地形

成较为科学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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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倩倩． 集体生产组: 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北盐场生产组织

形式的变革［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1) ．
［18］邓群刚．“治沟”还是“治坡———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关于

水土保持的争论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6) ．
［19］吕志茹，李永强． 灾害与应对: 1963 年海河流域大水灾与

“根治海河”运动［J］． 河北学刊，2015( 3) ．
［20］段蕾． 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1970 年代初官厅水库污

染治理的历史考察［J］． 河北学刊，2015( 5) ．
［21］徐轶杰． 新中国环境保护区域协作初探———以官厅水库

水源保护工作为例［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6) ．
［22］杨荣，刘喜堂． 新中国民政职能的历史变迁与路径依赖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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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张凤霞，马超．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成功治理乞丐问题历程

及经验追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 2) ．
［24］齐霁．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J］． 兰

州学刊，2015( 12) ．
［25］徐锋华． 中国福利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儿童福利

事业［J］． 史林，2015( 4) ．
［26］王利娟．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的儿童保育事业［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1) ．
［27］戴卫东． 新中国老年福利事业的反思与前瞻［J］． 社会科

学战线，2015( 2) ．
［28］王瑞芳．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职工住宅环境与工人新村

建设［J］． 史学月刊，2015( 4) ．
［29］李端祥，杨松菊． 城乡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差异比较［J］． 党

史研究与教学，2015 ( 1) ．
［30］刘卫东． 1953—1954 年聊城专区的粮食征购与农民口粮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2) ．
［31］张海荣．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

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J］． 史

学月刊，2015( 3) ．
［32］李飞龙． 耕牛、国家与民俗: 合作化运动中对“吃牯脏”民

俗的改造［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4) ．
［33］杨丽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宣传工

作研究［J］． 党的文献，2015( 2) ．
［34］刘宇，齐小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馆动员功能研

究————以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为例［J］． 中共党史研

究，2015 ( 11) ．
［35］龙伟． 上海解放初期中共对小报的改造与整编［J］． 中共

党史研究，2015( 3) ．
［36］李小东． 集体化时代电影进村与乡村话语革命化———以

侯家营、沈家村为例［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 3) ．
［37］杨奎松． 一位美国传教士在燕京大学的“解放”岁月———

围绕范天祥教授的日记和书信而展开［J］． 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
［38］张越． 选择与坚守: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顾颉刚 ( 1949—

1954)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
［39］徐 志 民． 中 国 人 眼 中 的 靖 国 神 社 及 其 参 拜 ( 1950—

2014)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考察中心［J］． 河北学

刊，2015 ( 4) ．
［40］李文． 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J］． 社会科学

战线，2015( 7) ．
［41］索科洛夫·安·康． 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

［J］． 史学史研究，2012( 4) ．
〔丁 芮( 1978—) ，女，河南汝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

李 文( 1963—) ，男，山西大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

Developing and Trend: Chinese Studies
on Social History in 2015 (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LI Wen
Chairman’s words: In 2015，nearly 1，000 papers of social history were published，involving in general theo-
ry，social structure，state power，environment，social aid，medical care，daily life，belief and so on． General-
ly speaking，studies on social history in 2015 focus on historical studies towards society，conversion of visual
field and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as well as real concern． With the rising of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
nese social history，a great revolution will appear and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formed such
as“sociology towards history”，“economics towards history”，“politics towards history”，“ecology towards
history”，“psychology towards history”，and so on．
Key Word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social history，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ontempo-
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eveloping an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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