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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绕口，但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确实如此。比如草原出现沙漠化，牛羊没有草吃，牧民生计困难，这显然是自然与

人的关系问题。但社会学家不会就此停留，而会继续问: 草场为什么会被破坏? 会导致怎样的经济社会后果? 恢复草场需要如何调整观念、改

变行为、规则? 等等。凡此种种，最终落实到社会层面，而草原这个自然的属性只是作为一个道具，作为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窗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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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社会学诞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学术传统。沿着“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办”的

一般逻辑去梳理“来龙去脉”。①1978 年美国学者邓拉普等人提出环境社会学。“生产跑步机”以

比喻说明资本主义体制运行所致环境问题，而怀特则从宗教传统去追溯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风

险社会提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结构性来源。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有济世企图。建构主义用新策略去

理解环境问题的社会过程。②日本学者从本土环境问题研究出发，提出“受害结构论”、“受害圈、
受苦圈论”等，分析环境污染给社会所带来的多重影响。在与环境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论争中，汲取

当地人民智慧创建“生活环境主义”用以解释和解决琵琶湖的水环境治理，更有“环境控制体系论”
尝试解释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全过程。③中国学者在发展研究中，注意到草原农牧业生计与环境

的关系，开展草原退化沙化与农牧业关系的解释性和政策应用性研究。社会转型论则从宏观和整

体上尝试对中国社会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结构性改变来解释和应对业已产生的环境问题。工业化所

致水污染的集中爆发，折射着横向的各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也揭示了历时的一般性社会历史根

源。纵观环境社会学发展，呈现从“问题论”向“综合论”、从认识问题向解决问题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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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什么是环境社会学? 犹如对什么是社会学有着

多种多样的回答一样，不同的学者对环境社会学的

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就社会学来说，有的学者把社

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行动的，有的认为是研究社会

群体的，有的则认为是研究社会组织或社会制度的，

有的则重点关注社会问题。如果与其他社会科学比

较，社会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它的系统性、综合性

特征明显; 讲究研究方法; 与经济学重视效率不同，

社会学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公正。上述社会学的一些

基本特点在环境社会学中同样得到体现。这里笔者

尝试通过两对范畴对什么是环境社会学有所框定，

增进理解。

一是“问题论—整体论”范畴。从环境社会学

的产生看，许多学者对环境社会学的思考源自现实

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的破坏。对环境社会学的理

解，也大致沿着把污染等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开

展研究。把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学

的一大传统，对社会问题的探究及尝试解决是社会

学发展初期的重要动力。社会学的另一重要传统是

坚持整体论或系统论，这是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的重要区别。依整体论的角度，环境社会学主要关

注自然与社会( 人) 的关系，并且最终落实到社会结

构和社会关系①。笔者无意截然分开“问题论者”与

“整体论者”，在现实的环境社会学家中，有的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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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问题论”，有的偏重于“整体论”; 也会出现某一

学者在某个时期重视环境问题的研究，而在另外一

个时期则可能更加关注从系统的角度去探究环境与

社会的关系。从事经验研究的环境社会学者从“问

题论”走向“整体论”的不在少数。
另一对范畴，笔者称之为“认知论－行动论”。

“认知论”对应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研究，或强调

对基础社会事实或规律的认识，关注“是什么”和

“为什么”。至于“怎么办”则不是“认知论者”探究

的重心，而是“行动论者”的重心。笔者把个人或组

织的行动，政策研究、制定、执行，以及教育、组织动

员等列入行动范畴。在涉及环境保护的诸多事项

里，大多会涉及行动，关注的核心是“怎么办”。即

使在理论研究层面上，也会涉及如何行动的问题。
如同笔者把“问题论—整体论”视为一对范畴而不

去截然分开一样，“认知论—行动论”也只是两个理

想类型，不仅关系紧密，而且也有互通之处。大多数

环境社会学者的研究源自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关

注，其内心深处是期望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但在当

代社会分工体系里，他们可能选择从事认知研究; 也

有相反的情况，从“环保斗士”走向环境问题的研

究者。
表 1 环境社会学的两对范畴及其组合

范畴 问题论 整体论

认知论
重视认识环境问题的形态、健康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以及产
生环境问题的社会机制及文化成因。

从系统角度，认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环境事项在
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的表达。

行动论
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从如何解决问
题的角度，对个人的意识行动进行教育、干预，组织动员各类组织开
展相关的活动，催生新政策。

从社会系统角度，改变社会设置及观念，推动新制度新
文化建设。

2013 年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在

河海大学举办。会议举办之前，笔者策划了“环境

社会学是什么”的大型学术访谈，从那时起到本文

完稿，已完成国内外 15 位环境社会学家的访谈，包

括美国的邓拉普教授、荷兰的莫尔教授、加拿大的汉

尼根教授，日本舩桥晴俊教授及国内环境社会学的

主要学者。此学术访谈主要从理解被访者当时所处

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学术发展脉络出发，了解研究者

就其所专长的核心研究领域，帮助读者去理解环境

社会学。通过与这些学者的对话，对环境社会学有

更为深入的理解。借这次环境社会学访谈即将结束

之际，尝试对环境社会学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个新

的理解。

本文先对环境社会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学

术传统进行简要介绍。之后将沿着“是什么”、“为

什么”以及“怎么办”的逻辑，分别就欧美、日韩及中

国环境社会学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

二、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及其发展源自于特定的时代

背景和学术传统。
1． 技术、经济与社会背景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

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

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各种技术、机器设备的应用，爆发出以前从未料想到

生产力［1］。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现

在又将过去两个世纪。在这过去的 300 年时间里，

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就，同时

使这个世界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根本性改变。

当今的技术条件使巨量的有害物质产生成为可

能，打破地球业已形成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轻而易举。

人类通过富集和迁移地球上业已存在的物质，如通

过开矿而富集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核能利用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 ，造成诸多环境风险。现代社会具

备超强能力制造或合成新物质，这些新物质对人类

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虽然在短时间里没有足够的证

据表明是有害的，但事后发现对环境、对生态系统、

对人类产生危害作用。比如，化学杀虫剂的生产、利
用，方便了农业生产，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把害虫的

天敌给消灭了，制造了“寂静的春天”［2］; 农药残留

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造成健康损害。我们拥有的

新科技和巨大的动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森林砍伐

变成荒岭、把深海的鱼虾一网打尽。当然，技术仅仅

是工具，并且具有双面性，即技术不仅可以影响环

境、破坏环境，也可以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力量。

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以

追求效率为核心目标，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欲望

和需求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影响。现代经济

体系把我们纷繁复杂的生产生活体系简约为生产—

消费、投入—产出、利润、GDP、税收等几个关键指

标，而整个社会生活仿佛都是为了这几个简约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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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而奋斗。山脉、河流、草原、海洋的地理多样性、生
物多样性以及居住于此的人类的社会多样性、文化

多样性，其存在也被简约了。现代经济形塑了自然

和社会。

社会文化系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试以

和环境紧密关联的消费来说，一方面，消费提高了我

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过度消费也正成为我们生

活的灾难。作为经济的消费，它消耗了生产品，消费

的跑步机和生产的跑步机共同建构了我们的环境问

题; 消费也日益成为文化，为消费而消费已成为某些

群体的生存需要。甚至，消费主义成了时尚。以往

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的改变，致使环境问题的解决

就远不止只是物质层面的事了。
2． 批判、建设与反思的学术渊源
社会学的诸多流派，抑或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

科的诸多传统，对环境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这里择其要而述之。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最为彻底和深刻。

今天，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抑或反思，马克思主义无

疑是最主要的源头。事实上，今天意义上全球生态

危机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而诞生，并且与现代

社会的经济社会体制纠缠盘错，成为现代性不可或

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环境社会学领域，作为新马

克思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理论武器对环境问题进行批判的学术流派①。
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不同，社会学总体上

倾向于维护和改进现存社会。早期的社会学家，主

要引导读者认识新形成的“现代社会”，所以，“传

统”与“现代”成为他们主要的议题。到了二战后的

美国，在帕森斯眼中，美国社会成为一个无比巨大也

极其协调的巨系统，所以他为读者制造了一个完美

的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 随后形成了批判或与帕森

斯对话的众多流派。社会学总体上不属于革命派，

而是属于保守的改良派，或用一个中性的词来说，是

“建设派”。就此而言，无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

家，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家，都在积极地献计献

策，改进、修正和维护着现存的社会。比如，“生态

现代化”就是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对现存制度加以维

护、改良的学术流派②。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

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关系密切。
与环境社会学关系极其密切的另一个重要学术

渊源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后现代思潮。后现代

既不是建设派，也不是批判派。如前所述，帕森斯及

其以前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现代或传统与现代的关

系。但现代是否有其终点? 终点在哪里? 被称为后

现代的学者，虽然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总体上看他们

关注的重心确实与早期的社会学家有差异。如果

说，早期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

性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或者对现代社会本身

的重视，那么到了福柯时代，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

“时尚”。福柯不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对当时的社

会制度采取零容忍的革命态度。福柯的态度没有那

么激烈，也没有那么绝对，却对现代制度中大家习以

为常的、深层次的东西进行剖析，让读者看到现代社

会中的种种“病斑”，带着无奈去思索社会的种种问

题③。现代环境问题，既可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大红

大黑”污染给你看，也可以“随风潜入夜”这样不知

不觉的方式与你的日常生活相伴而行。从本质上

看，现代环境问题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

这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反思的。环境社会学诸多的研

究中，对现代性反思是其重要特色。

三、欧美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1978 年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和卡顿发表了《环

境社会学: 一个新的范式》的文章。这篇论文对传

统的社会学范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被认为是环境

社会学形成的宣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个不

能忽视的事实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众多学者在此方

面的努力，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假设，如果没有在

相同议题、相近的方法下聚集一批学者从事相近研

究［3］的话，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环境社会学这样一

个新范式。事实上，与邓拉普几乎是同时，欧洲的其

他一些学者也在关注和从事环境社会学议题的研

究。只不过，在欧洲一般是在“环境与社会”的名义

下开展研究。

邓拉普和卡顿对传统社会学的“人类例外范

式”进行了批判。邓拉普和卡顿认为，自孔德以来

的社会学传统，不重视环境因素或生态因素，而过于

强调人类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不破不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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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可参见约翰·贝米拉·福斯特． 生态危

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关于生 态 现 代 化 理 论，可 参 见 Arthur P J M，David A S．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round the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M］． Frank Cass ＆ Co． Ltd: London and Portland，2000．

福柯的著作已翻译了多种，常见的如《规训与惩罚》《疯癫与

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



破后立。在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新生态范式，即在

社会学的研究中，要增加生态的维度。之后，邓拉普

对新生态范式进行操作化，据此对居民的观念、行为

进行测量以检验其假设。
总体看，美国的环境社会学强调科学认知，其中

最有学术魅力的当数史奈伯格团队的生产跑步机理

论。国内学者介绍史奈伯格团队的生产跑步机理论

时，把它归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的把它归为新马

克思主义。笔者认为生产跑步机理论的核心是理解

环境问题产生的机制。他把资本主义体制比作跑步

机的运行状态［4］，生产跑步机一旦运行，就只能不

断地生产。在不断地加速生产过程中，生产开发耗

用大量的森林、矿产等原材料，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

系统问题; 生产过程产生大量废弃物，导致环境污染

问题。要保持不断地生产，就必须维持不断地消费，

否则生产难以维持，而过度消费也是环境问题重要

来源。就整个体制而言，只有不断生产、不断消费，

财政等等才能正常运作，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而在这

样的运行状态下，环境问题根本无法避免。
如果说史奈伯格团队的跑步机理论主要从社会

运行机制去解释环境问题，那么怀特的《我们生态

危机的历史根源》则从文化层面探讨美国生态危机

的社会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美国的生态危机根源

于犹太—基督教历史性宗教文化［5］。就此而言，怀

特的观点不仅先于环境社会学的提出，而且也有深

刻的穿透力。针对怀特的文章，蒙克里夫发表的争

论文章认为，宗教传统只是产生生态危机的诸多因

素之一。蒙克里夫认为伴随科技发展的资本主义和

民主化，推动了城市化、财富增长、人口增加、资源的

个人私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环境问题［6］。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跑步机理论还是对生态危

机历史根源的追溯，都在尝试回答“为什么”，即试

图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机制。这些理论分析无疑是

非常深刻的，但这些理论很“灰”，让人看不到希望

和出路。因为除非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制彻底

终结，否则就没有出路，而这一点，至少在信奉资本

主义的美国是不可能的。
欧洲的理论不仅提供认知，也在尝试寻找解决

的办法。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提出，给

人以警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面临各种风险，是一

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被释放出来的破

坏力之多超出人的想像。如果说工业社会主要在分

配财富，而风险社会里，则在分配污染。他认为，现

代人类身处于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

险制造者以总体的社会风险为代价来保护自己。西

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设置卷入了风险的制

造。贝克描述的现代社会是与以往社会在基本结

构、社会关系等不同的新型社会。贝克强调反思现

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风险，他同时探讨了风险社会

的治理机制问题。
莫尔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解决问题方面则更

进一步，尝试通过对传统现代化的改造提供济世良

方。生态现代化研究的核心是社会实践、体制规划、
社会话语与政策话语中为保护社会生存基础而进行

的环境改变。生态现代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体

制的变化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包括: 科学技术作用

的改变，即科学技术不仅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它也

可以在治理与预防环境问题时起作用; 增强市场动

力机制和经济团体的重要性，如增强生产者、消费者

等在生态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民族国家的作用发生

了变化，出现了更灵活更有利于环境管控的治理; 社

会运动的地位、作用和意识形态发生改变，社会运动

日益卷入到公众与私人的环境改革的决策机制中;

话语实践改变及新意识形态的产生，忽视环境利益

不再有合法的位置［7］。
建构主义则提供了全新认识环境问题的路径。

这实际上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与早期工业社会思

路的差异。我们通常所讨论的环境问题，比如水是

否污染、雾霾是否严重，总是可以通过技术加以检验

的。但现实的环境问题远比这复杂，比如“全球气

候变化”这样一个需要长时段、大范围加以检验的

环境议题，从其被议之时就争论不断。当下社会中，

“风险”、“不确定性”等概念的广泛使用，除了说明

环境问题的复杂，也反映了我们认知策略在某种意

义上的转向。约翰·汉尼根以建构主义视角“建

构”了环境社会学［8］30。在建构主义与真实主义的

论争中①，建构主义者强调“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

察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环境论争所

反映的不只是某种确定性的缺乏，实际上也反映了

‘矛盾的确定性 '。”［8］30汉尼根以“全球气候变化”为

例呈现建构 主 义 者 是 如 何 回 应“全 球 气 候 变 化”
的［8］31。事实上，对环境问题的“真”、“假”不是建构

主义者的兴趣所在，他们更关心环境议题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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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过程及建构策略。建构主义尝试开辟一条新

的认识和分析环境问题的认知路径，但稍有不慎，建

构主义就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状态。所以，“与

任何其他学科相比，在环境社会学中，社会建构主义

既找到了较为肥沃的土壤，又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

评”［8］29。但建构主义确实给环境社会学研究者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分析策略。

四、日韩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二战后

现代化加速。在这样快速的、追赶型的现代化过程

中，环境问题在短时间里集中地、高强度地暴露出

来。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最直接的动因就是社会学

家如何 去 应 对 日 益 严 重 的 环 境 污 染 所 致 的 社 会

问题。
日本环境社会学早期的研究呈现了大量“是什

么”的研究主题。日本学者把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

分为 4 个流派，如鸟越皓之称日本环境社会学有 4
个模式，分别是“受害结构论”( 也称加害 /被害论) 、
“受害圈、受苦圈论”、“生活环境主义”以及“社会两

难论”。其中“受害结构论”( 也称加害 /被害论) 和

“受害圈、受苦圈论”主要回答了环境问题及其社会

影响，即“是什么”的话题，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

日本环境曾有的污染之惨烈，以及日本环境社会学

家分析之细腻的特点。

水俣病是日本四大公害之首，水俣病的发生是

人类的一大悲剧。被称为“日本环境社会学之母”
的饭岛伸子在对水俣病等环境问题的研究中提出

“受害结构论”。“受害结构论”认为，像水俣病一类

的患者不仅受到医学层面的伤害，也会因为随着水

俣病症状的出现而受到社会歧视，如遭到邻居的歧

视［9］48。源自环境污染的社会影响实际是一个系统

的影响。水俣病这样的环境公害对人、对社会产生

了不同层面的影响。水体汞污染首先表现在对作为

生物体的人的生命的直接伤害，同时，水俣病对人体

的精神健康也产生影响。作为社会的人，他不仅仅

是一个生物体，还是社会中人，水俣病还会导致家庭

方面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因水俣病患者去世而对

家庭成员产生伤害。大量水俣病患者的出现也对村

落社区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因此，环境公害所产生

的影响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在饭岛伸子“受

害结构论”中，不仅包含不同层面的影响，还指向了

受害程度的深浅。比如水俣病对发生水俣病村落的

影响，可能使村庄变得萧条，但也有可能使村庄完全

空壳化［9］99－100。

另一个理论模式“受害圈、受苦圈论”与“受害

结构论”在关注重心和研究路径上有一定的相似

性。“受害圈、受苦圈论”与我们目前在项目社会评

价中使用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有一定相通性。由

舩桥晴俊等人在对新干线公害研究中提炼形成的

“受益圈、受苦圈论”，是指在新干线这样的项目中，

形成不同的受益空间和受害空间［9］49。就理论维度

看，研究者主要关心的是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

响，以及这些社会影响在不同空间、不同群体的分布

状况。
与前述关注“是什么”不同，生活环境主义实际

上在“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维度前进了一步。
生活环境主义是鸟越皓之等人在参与琵琶湖水环境

问题研究及其治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10］。鸟越皓

之回忆道，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琵琶湖的开发和环

境保护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环境主义”者

认为，不经过任何改变的环境是最理想的自然环境，

若推行自然环境主义，就可能会尽量不让人们生活、
居住在森林、湖泊、河川的周边，类似美国国家公园

的做 法。但 日 本 的 琵 琶 湖 四 周 居 住 着 数 百 万 人

口［10］，通过避让自然的方式显然不合地情。而“近

代技术主义”者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修复遭到

破坏的环境，通过建设废水处理厂、建筑水泥堤坝等

工程手段可以解决环境问题。鸟越皓之等则从当地

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中获得启示，通过尊重、挖掘

并激活当地人的智慧去解决环境问题。生活环境主

义的理论特色，既体现了日本社会学经验研究中擅

长分析生活的特点，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应

用的优势，同时，生活环境主义的东亚传统文化特色

也跃然纸上。笔者在中国现实的环境治理实践中，

也遇到类似生活环境主义的做法。
舩桥晴俊在晚近的访谈中，对日本环境社会学

的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他认为日本的环境社会学

理论可分为三大类，即“受害论”、“原因论·加害

论”、“解决论”。
“受害是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我们如何把握受

害? 这是受害论。受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仅

用‘原因’一词稍稍呆板，因为实际的环境问题是有

加害者存在的。因此，比起只用‘原因’一词，我们

还需要‘加害’一词，即: ‘原因论·加害论’……在

此之上，需要的是解决论，即分析、探讨怎样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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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环境问题……这三者构成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研究’的三大问题领域”①。

这一分类大致与本文所依的分析逻辑“是什

么”、“为什么”及“怎么办”相一致。

舩桥晴俊还进一步提出了环境社会学理论的 3
个层面: “中层理论”、“基础理论”、“原理论”。他

认为日本的“受害结构论”、“受害圈、受苦圈论”和

“生活环境主义”是“中层理论”，而他自己提出的

“环境控制体系论”为基础理论。
在“环境控制体系论”中，他提出了环境演变的

5 个逻辑阶段，即前工业社会的原始阶段，工业经济

系统中环境控制系统的 4 个干预阶段———对经济系

统缺乏制约、对经济系统设定约束、环境保护内化为

次级管理任务、环境保护内化为核心管理任务。如

何促进向“环境保护内化为核心管理任务”阶段演

进呢? 舩桥晴俊提出了提升干预的 7 种途径: 环境

运动对环境保护的压力，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压

力、环境税等经济诱因，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耦

合，环境保护作为价值理性在个人身上的内化，其他

企业造成的环境保护的压力以及绿色消费运动产生

的压力［11］。通观“环境控制体系论”，它对社会系

统中环境演变划分为不同阶段并作了描述，并对转

变力量给予分析，统摄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

解决机制。
作为晚起发展的社会学分支，日本环境社会学

是日本拥有会员最多、最活跃的社会学分支。鸟越

皓之目前担任日本社会学学会会长之职，也能说明

环境社会学分支在学界的重要地位。日本环境社会

学在关注本土现实问题、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及创

设中层理论等诸多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韩国地域小、人口相对较少，环境问题没有日本

突显。韩国环境社会学，既受西方的社会学传统影

响，同时也受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影响。韩国环

境社会学主要集中于环境运动，与韩国的社会背景

有很强的关联。朝鲜半岛的分裂，是二战后冷战的

结果，是世界两大阵营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具体表

现。韩国外部的地缘格局，某种程度上反映到国内

的社会结构中。20 世纪中叶以后，韩国内部的矛盾

冲突异常激烈，如作为外来的科技、民主与韩国的亚

洲传统、本土文化以及地方力量的冲突。源于这样

的社会背景，韩国的社会运动发育得非常充分，韩国

的环境社会学也集中在环境运动方面。接受我们访

谈的两位韩国教授的主要领域是环境运动。更为有

趣的是，李时载教授既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同

时也是一个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兼做环境保护的实

际事务。

五、环境社会学在中国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源自于

对本土环境问题的关切; 另一方面，欧美和日本环境

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费孝通致力于“富民”［12］185－193 的 农 村 发 展 研

究。1984 年在“边区开发”的背景下，在内蒙古赤峰

地区进行调研。《赤峰篇》虽然通篇没有环境社会

学的语词，但实际上已涉及环境社会学的诸多议题。
他选择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三种类型，核心议题

是农村发展，其中环境是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由于外来人口进入牧区、人口增加、开垦加剧，

引起森林砍伐、草场退化等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
生态失衡引发农牧矛盾、在民族地区即为民族矛

盾［13］。费孝通大致勾画了环境演变所致经济、社会

问题的线索，他认为赤峰地区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

是四滥: 滥砍、滥牧、滥垦和滥采。滥砍: 森林砍伐量

远大于生长量。滥牧: 以牲畜存栏数来衡量牧业发

展，草场载畜量超过承受能力，放牧过度，如翁牛特

旗解放初为 15. 6 万头，而到费孝通调查时已超过

80 万头。滥垦: 开地垦荒，广种薄收，进入“越垦越

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滥采: 人多燃料不足，

砍树刨根，乱挖乱采药材等等［12］496－497。

费孝通分析道，人是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主要因

素，既可以成为积极因素也可以为消极因素。传统

的牧业经济是当地创造的一种生态系统，农业也是

在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作业的。人口增加，加之靠天

放牧和粗放农业结合在一起，环境问题由此产生。

作为“志在富民”的探索者，费孝通在有限的时间里

探索了赤峰地区正在进行中的环境治理方式: 如恢

复植被，防风固沙; 建设水、草、林、机四配套的基本

草场; 改善水利，农牧结合，从靠天养畜到建设养畜

转变; 退农还牧; 智力扩散、科技传播等等［12］499－513。

费孝通北京大学的学术团队，后续在边区开发

的主题下开展了大量有关草原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

变迁的研究。虽然主要从农牧民的生活、生产等基

本方面调查入手，但草原的过牧及沙化实际上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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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因此环境问题也是该团队研究的重要维度。
1995 年潘乃谷、周星编辑出版《多民族地区: 资源、
贫困与发展》一书，有多位学者参与了涉及民族地

区的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研究［14］。费孝通团队早期

的环境研究有如下特点:①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出发，

研究现实问题;②以发展研究为主轴，将环境问题作

为发展的影响因素，或发展的后果，探讨环境与发展

的关系;③有较为明确的政策导向或应用目标。
1998 年，马 戎 发 表 了《必 须 重 视 环 境 社 会

学———谈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从经验研

究提升到自觉的环境社会学学科意识。他认为，应

提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环境研究，社会学

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活动的一门学科，在未来的

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

容作了基本框定:①传统文化习俗、社区行为规范对

环境的影响; 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

大、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环境的影响;

③社 会 体 制 变 迁、政 府 政 策 和 法 规 对 环 境 的

影响［15］。

王晓毅在草原环境研究中，并没有遵循社会学

专业通常所遵循的方法。经历了体制的演变、政策

的干预，草原问题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得到有效解决。
与此同时，因为已有众多政策干预，草原治理变得更

为困难。标准化、可操作化和统一的政策如何去适

应事实上极具个性的牧业生产实际呢? 政策的实

施、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对生产、生活与环境纠结

在一起的难缠的草原问题有所认识。王晓毅在研究

探索中强调整体地和历史地去研究环境问题背后

“难缠”的社会因素。调查的过程是一个浮现的过

程，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些特殊的额外难题浮现出

来［16－17］。没有沿用通常所遵循的方法，研究方法随

着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需要而不断地变化，这或

许是对业已陷入僵局的草原政策和草原环境认知的

一种突破。
与前述内蒙古草原研究相似的另一批学者，在

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学科名义下，从事民族地区的生

态与文化关联的研究，他们自认为其所从事的是生

态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但笔者认为，此类生态人

类学的研究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
较为典型的有尹绍亭对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

种”的研究。通常把刀耕火种视为“原始陋习”，或

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原始农业”、“原始社会生产

力”，至于与环境的关系，将“刀耕火种”指为破坏环

境的罪魁祸首［18］14－15。但通过民族学者深入村寨、

详细调研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发现“刀耕火种”是

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采用的较为合理有效

的生产方式。无论砍伐还是烧荒，都是有限度、有规

则的; 种几年换地方的游耕生产方式，也是为了更好

地与当地的环境相适应。“刀耕火种”是集农耕、采
集和狩猎为一体的适应系统; 它不仅涉及生产知识

和技术，还涉及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是一个多层次

的文化适应系统;“刀耕火种”还是一个动态的生态

文化系统［18］19－20。生态人类学在理解和挖掘地域生

态智慧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学术工作。

郑杭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社会学是关

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

具体社会科学，学界称之为中国社会学的运行学派。
在随后的研究中把人口与环境视为社会运行的两个

基础条件［19］3。他在 1987 年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新

编》中，“生态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被列为两个

主要的社会问题［20］，开了社会学教科书把环境问题

作为社会问题研究的先河。
洪大用师承郑杭生，用中国社会转型来解释环

境问题的产生。洪大用认为当代社会结构转型，即

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分化加剧了环境问题的产生;

当代社会体制转轨，即从计划到市场的双重失灵、放
权让利与协调以及城乡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的形

成。此外，他还从当代价值观念变化，即道德滑坡、
消费主义、行为短期化、流动变化等方面阐述与环境

问题的关系。郑杭生认为: “关注特定社会结构与

过程对于环境状况的影响，可以说是侧重探讨了环

境与社会关系的另一面，这就丰富了社会运行论的

内涵”［19］3。洪大用还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转型为

改进和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他认为通过

组织创新，即通过完善组织创新的社会条件，培育社

会事业领域的“企业家”［21］，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在经验研究层面，洪大用关注环境测量，特别是

环境意识、环境关心的测量。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

对公众的环境关心与性别［22］、年龄的关系，还对个

人层次和城市层次进行多层次分析［23］等。当然，洪

大用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领

头人，在推动环境社会学学会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使环境社会学在学科意识、学术规范、学
术交流机制等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在解释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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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林也尝试从体制的角度加以解释。与洪大用一

般性的转型理论不同，他提出的“政经一体化开发

机制”更能体现中国社会自身的特征。张玉林认

为，中国农村的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

不断加剧。除了普遍的工业化导致污染加剧外，中

国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也对环境有独特的影响。
在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 /行政制

度下，地方官员优选 GDP 和税收，使其与企业家结

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导致严重的污染问题［24］。他从

体制特色解释了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

在《赤峰篇》发表的同一年，费孝通针对南方的

环境问题发表《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

就吴江震泽的情况提出乡镇( 社队) 工业发展及小

城镇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他分析了环境问题产生的

基本原因，如工厂在居民区中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

问题; 工厂建设时没有相应的处理设施造成的水污

染问题; 大中城市随工业扩散而扩散污染的问题。

他认为，要像大中城市一样管理好小城镇的环境，要

解决好大中城市扩散污染的问题，要解决好条块分

割的问题。事实上，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体制机制原

因［12］257－265。但纵观费孝通的研究，对民族地区环境

与发展的关系，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关注明显不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费孝通未能重视

环境问题，或许也与他过分执着于发展或“致富”

有关［25］。

陈阿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对苏南乡镇工

业和小城镇发展研究时，发现日渐严重的水污染问

题并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释。他把当地居民在

传统时期的生产生活与当时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比

较，试图解释为什么太湖流域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

能够维持生态平衡，而工业化以后的短短十余年时

间被迅速污染［26］。之后，他继续探究太湖流域日趋

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他尝试以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

横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从外源

污染到内生污染”、“文本法与实践法相分离”等有

针对性的本土解释。从历时的维度，他分析中国环

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中国传统重视人口增

殖，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后续环境问题的潜在根源; 中

国进入近代以来在追赶型现代化的道路上屡欲“跃

进”，一脉相承地呈现社会性焦虑，他称之为“次生

焦虑”［27］。在社会性焦虑的经济发展中，环境问题

被忽视是势所必然的。
陈阿江的研究从关注发展开始，尝试解释发展

中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而尝试探讨生态转型的

研究。他就人水关系提出了两个可操作化的理想类

型:“人水不谐”和“人水和谐”［28］。“人水不谐”着

重探讨的是环境问题产生以后所产生的健康、经济

和社会影响，以环境影响健康为话题的“癌症村”研

究是其团队的代表作品，呈现以环境—健康为话语

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29］。“人水和谐”类型则侧

重于生态转型研究，认为“生态精英”及“生态利益

自觉”意识在早期的生态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30］。其团队成员陈涛的关于安徽当涂水产业养

殖生态转型的案例则提供了详细的分析［31］。

六、结 语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生态危

机达到顶点，环境社会学( 包括环境社会科学) 在此

背景下应运而生。从地区和国别看，环境社会学基

本产生于环境危机时期，它是基于现实而欲改变现

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通过对欧美和东亚环境社会学发生发展的历时

性梳理，可以发现下述的基本趋势或特点。环境社

会学发轫于生态危机时期，研究者大多从环境问题

切入。但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不是简单地去从

技术角度研究污染物，而是与经济社会体制和文化

系统紧密关联。随着研究的深入，转向自然与社会

( 人) 关系、呈现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特点。从认知

路径上看，环境社会学早期富于魅力的研究主要在

告诉读者“是什么”( 如日本早期公害的研究) 及“为

什么”( 如生产跑步机理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

何解决环境问题则变得日益迫切，所以从理论上探

讨环境问题的出路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从舩桥晴

俊研究轨迹可见一斑: 他早期专注于公害问题的研

究，随后对环境运动、对社会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基

础理论建构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如果上述对环境社会学发展趋势的研判是合适

的，那么环境社会学未来发展的“怎么办”可能成为

重要的研究点。从个体的改变，到 NGO，到有组织

的环境运动，再到政府的政策法规的改进等等，环境

社会学不是说一定要参与具体的行动，而是在“怎

么办”这一宏大的实践上提供学理基础。

中国政府已将生态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放

在一起五位一体地、系统地推动新体制的建设。虽

然业已积累的环境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身处

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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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为公众树起了一个清晰的、可以向其努力奋斗

的目标。环境社会学可以在此贡献有价值的学理

洞见。
在走向未来的时候，传统仍然是我们不可抛舍

的重要精神财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

曾经长期生活在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系统中。在其

中，我们实践着并积累起许多卓有成效的解决人与

自然矛盾的规则和理念，这些生态智慧无疑可以为

我们走向未来的实践加以利用和发扬光大。日本环

境社会学的“生活环境主义”从民间地域传统中汲

取智慧进而改变政策设置，可谓成功案例。中国有

丰富传统生态智慧可资借鉴，如道家、佛教的思想，

传统农业中的物质循环的实践，传统生活方式中的

节俭理念及其不浪费、循环再用的实践，均可为环境

社会学研究提供灵感、启示及政策推进的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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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m that human being is the main body of material
production，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and plays a main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To construct
socialist culture and define the subject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do the following:

deconstruc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reemphasizing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 pertain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acing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Marx's theory of subject and clarify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ubject of Marxism and discussing the
spiritual production in Marxism subject theory which has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Then，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xism，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form of the vivid
and realistic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ims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Therefore，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must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the leader and the masses，the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hich can arouse
people's "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subject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Ｒeservoir Ｒesettlement in the
Context of Affinity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ＲC
Ｒesettlement Village /SHI Guoqing，et al ( Ｒ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Migrants，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resettlement， the government
takes a new way of affinity urbaniz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urbanization of voluntary resettlement，the city-
centered urbanization or the urbanization of merging
villages． Such urbanization breaks the previou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reflects the following three changes:
landscape，manufacturing and economics． At the beginning
of resettlement，it focuses on landscape． After the steady
resettlement，it then centers on economic and professional
urbanization． The new interests and relationship patterns are
developed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igrant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have impact
on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affinity urbanization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ructure; LＲC Villag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HEN Ajiang ( The Ｒesearch Center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Yangtze Ｒiver Delta，Key
Ｒesearch Base of Jiangsu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s proposed in a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traditio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s analyzed here by a framework of“what”，

“why”and“how”． ① Ｒiley E． Dunlap and some other
American scholars gave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1978． Allan Schnaiberg used the metaphor of
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to explai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capitalism，while Lyn White， Jr，
traced American's historical root from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The theory on risk society centers on the source of
social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while the theory
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centers on 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Constructionism then focuses on a
new strateg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proc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② Based on Japane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Iijima and Funabashi analyze the
multi-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society by
proposing theories on the structures of victim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theories on victim groups
and affected groups． Torigoe and other scholars propose life
environmentalism to explain and to solve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Biwa Lake． Funabashi applies
the theory on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s to interpre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ts solution process． ③ Being
awa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lihood of Chinese
grassland husbandry，Fei and his team devote to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grassland degener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orists try to find out solution to
Chines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om the
undergoing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 Breaking
out of the water pollution by industrialization mirrors multi-
beneficiaries'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reveal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oo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s focus changes from the “social
problems” to “social system” and from being aware of
problems to solving problem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istory of discipline;

America and Europe; Japan; China

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of Land Allocation of
Ｒeservoir Ｒesettlement /XU Jiajun，et al(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of land allocation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main body and
object，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arget and principle，the
coordination of means and strategy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needs and coordination process． And the demand
judgement of coordination depend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public and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reference stand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