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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常建华

(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350)

1976 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史学也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至今已经 40 年。特别是 1986 年 10 月全国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

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若以此为界标，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有

30 年之久。有必要总结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把握其特色与趋势。这里

就近 40 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脉络、重要议题、成就与不足，作一概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我拟将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

段大致经历 10 年。
( 一) 酝酿: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 ( 1976 年 10 月—1986 年 9 月)。首先，社

会生活史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模式，形成了特有

的社会史“骨架”，需要补充生活的“血肉”。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

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

以补充由于既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而缺乏的历史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领域

是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块，学术重心是阶级斗争史与农民战争史。《历史研究》编

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分别于

1983 年 8 月和 1985 年 5 月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 “中外封

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试图突破僵化的阶级斗争决定论，把

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民众生活纳入视野。田居俭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 《略

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 后来发表在 《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倡导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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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哲学学者王玉波还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

究，1984 年 5 月 2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 《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
读吕思勉史著有感》，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

式演变史的研究。冯尔康率先发表 《开展社会史的研究》 ( 《百科知识》1986 年第 1
期) ，强调“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

为“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

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接着王玉波发表 《为社会史正名》 ( 《光明日报》
1986 年 9 月 10 日) ，区别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认为 “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

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

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
史学研究者认识到有必要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尤其是社

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乔志强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框架倡导社会史

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 《光明日报》1986 年 8 月 13 日) 一文

中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
其次，文化史的兴起也为社会史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具有经济社会史

的特征。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盛行，在揭示普通人民大

众的经济生活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反映普通民众精神生活的著述甚少。1985 年李

侃、田居俭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的论文 《近五年 ( 1980—1984 ) 中国

历史学概述》指出: 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一些

古代区域性的文化受到重视，一些长期致力于断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

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文化史的研究从 1984 年起进入高潮。
文化史的研究涉及作为人民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

再次，区域史为社会史扩展了地理空间。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

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

史研究兴起。区域史重视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已有

傅衣凌等学者研究。80 年代初，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 安徽人民出

版社，1983 年) 一书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社会史特色。由于社会经济史自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一直比较受重视，80 年代初国家制定 “六五” “七五”社会科学规划时，

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涉及的主要区域有广东、福建，以及苏松

杭嘉湖、西北地区。
( 二) 发轫: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 1986 年 10 月—1996 年)。1986 年 10 月由

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的 “首届中国社会史研

讨会”在天津举行，标志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当时学者们强调研究民

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冯尔康提交会议的论文 《开展社会史研究》 ( 后来发表在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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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提出 “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

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

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

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冯尔康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框架，还体现在 《清人社会生

活》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一书上。冯先生主持编纂了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

述》 (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 ，总结以往的学术史。学术界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视，

还体现在宋德金的 《金代的社会生活》 (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上。特别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 198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社

会生活史”的十卷本断代史丛书，并于 1987 年 6 月召开了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社

会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该课题组重要成员彭卫出

版《汉代婚姻形态》 ( 三秦出版社，1988 年) 这部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著

作。乔志强主编了新框架的 《中国近代社会史》 ( 人民出版社，1992 年) 。
1988 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蔡少卿、孙江 《回顾与前

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后来发表在 《历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认

为，社会史主要应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

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并指出: “由于社会的日常生

活与经济状况、政治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人们有理由对其

予以较多的关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一书，翻译介绍了国外社会史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举办了 4 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1990 年第三届由四川大学主办，讨

论的重点是中国宗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弊端的历史考察。1992 年第四届由

沈阳师范学院主办，会议主题是“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研讨重点有三: 社会结

构与农村变迁，历史上的灾变与社会救济，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构架与功能。1994
年第五届由西北大学主办，会议主题是“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6 年第六届由重

庆师范学院主办，中心议题是: 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社

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人们关切的主要是社会史的理论体系、
社会生活史、区域 ( 地域) 社会，也针对一些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性的讨论，如社会

问题、灾害救济、乡村社会等。第四届年会上，还成立了 “中国社会史学会”，冯尔

康出任会长。1996 年 7 月开始编辑《社会史研究通讯》。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史会议举行。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

化史研究室联合《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举行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 1995 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北戴河举办了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
( 三) 成长: 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 1997 年—2006 年)。这一时期对于中国

社会史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学界在界定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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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分歧，经过讨论逐渐缩小，趋于消解。
南开大学于 1986 年成立社会史研究室，1999 年重新组建为社会史研究中心，成

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创办了学术年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社会史与人类学结合，历史人类学成为最活跃的学术

领域，2001 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后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创刊 《历史人类学》，给社会史研究增添了新活力。由于重视地域社会

史，地理学也深刻影响历史学，王振忠倡导历史社会地理学研究。
新的社会史理论探讨，也带来对社会史史料的新认识。冯尔康出版了 《中国社

会史概论》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提出了社会史史料学的概念。郑振满则倡

导民间历史文献，他在 《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 ( 《东南学术》2004 年增

刊) 中强调，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是新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这一时期共举办了 5 届社会史年会: 1998 年苏州大学主办第七届，将 “家庭·

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作为主题; 2000 年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第八届，主题为 “经济

发展与社会变迁”; 2002 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第九届，主题是 “国家、地方、民众的

互动与社会变迁”; 2004 年厦门大学举办第十届，以“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为主

题; 2006 年安徽大学举办第十一届，主题是 “地域中国: 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
由上可知，社会史学界讨论的问题比较多元化，富有开放性。第十届年会学会改选，

倡导社会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荣退，“文革”后的新一代学者成为学会的主导力量。
( 四) 壮大: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 2007 年—2017 年)。该时期由社会经济

史研究发展演变出来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

化史的研究发生了向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在新历史认识论影响下民间文献更加受到重

视。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交融，促进了社会史学科建设 ( 参见常建

华《开放与多元: 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 “历史·田野丛书”自 2006 年以

来推出 10 余种，并出版 《清水江文书》3 辑。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自

2009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论坛，已经举办 8 届，并出版 “民间历史文献论丛”，2013
年起推出《族谱研究》《碑铭研究》《仪式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2005
年起出版《徽州文书》5 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于 1997 年起每年

举办一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并于 2009 年创刊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2008 年推出，2011 年出齐，计

有 25 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重视社会生活史研

究，出版了《社会生活探索》6 辑，出版有关社会文化的访谈录、论丛等系列出版

物。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12 年出版 “田野·社会丛书”4 种，编有集刊

《社会史研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8 年推出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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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辑刊》，2014 年推出《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出版资料丛刊多种，特别是 2015 年

推出《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 ( 104 册) ，自 2011 年起连续五年举行了以中国日

常生活史为主题的研讨会，涉及日常生活的多样性、生命与健康、地方社会、民生问

题、物质文化内容。
这一时期社会史年会共举办了 5 届: 2008 年中山大学举办第十二届，主题为

“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 2010 年聊城大学主办第十三届，以 “区域、跨区域与文化

整合”为主题; 2012 年山西大学主办第十四届，主题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

史研究”; 2014 年江西师范大学主办第十五届，将 “生命、生计与生态”作为主题;

2016 年武汉大学、三峡大学举办第十六届，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由此

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史学界比较关心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与人本身，映照了对社会现

实的思考。特别是第十五届年会提出了颇具特色的 “三生”研究模式。
从 2005 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牵头，利用社会

史年会间歇期的单数年，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 年青岛大学

举办了首届，以“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为主题; 2007 年新疆大学举

行的第二届讨论“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 2009 年贵州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以

“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为主题; 2011 年苏州大学举办的第四

届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 2013 年湖北大学举办的第五届讨论 “社

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2015 年河北大学举办的第六届讨论 “华北城乡与近代

区域社会”; 2017 年杭州师范大学举办第七届，主题为“地方文献、区域社会与国家

治理”。还连续编辑出版了 7 辑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以此为基础，成立了

中国社会史学会近代社会史专业委员会。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这里侧重于社会史理论体系问题，分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 一) 社会史的概念之争。从 1986 年中国社会史正式兴起后，对于什么是社会

史存在三大分歧，即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

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 《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对此进行学术梳理，重提中

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建议借鉴费孝通对于 “社会学”学科的定位，走综合

的路线，一是研究全盘社会结构，二是从具体研究对象上求综合，从而把握当代社会

史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三大研究特征。赵世瑜 《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

题》 ( 《历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进一步将社会史表述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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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从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作为整体的社会史、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

社会史三方面论述什么是社会史，使得这一讨论更加明晰。
( 二) 整体性、碎片化、政治史与区域社会史。社会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学术

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之别，具体理解上会见仁见智。新时期的社会史脱胎于宏观的社会

经济形态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应在区域史中把握社会史的整体性，微观史学的个案研

究可以有效地探讨事物整体。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出现零碎、细小的弊

病，强调通过整体性来纠正。
杨念群提倡 “中层理论”以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改变史学界 “只拉车不看路

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新社

会史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杨念群 《为什么要重提

“政治史”研究》 ( 《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强调 “意识形态” “社会动员形

态”的研究。杨念群 《“地方性知识”、 “地方感”与 “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 《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质疑区域社会史多趋向于探讨 “宗族”和 “庙

宇”功能的研究现状，认为应改变 “村落研究取向”，从 “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

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赵世瑜 《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 《河北学刊》2005 年第

1 期) 强调要与传统史学对话，也主张反思政治史，把握好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
常建华 《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8 卷，2007 年) 对

于上述讨论阐发了自己的认识。
2012 年《近代史研究》 ( 第 4、5 期) 组织“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 ‘碎片化’问

题笔谈”，涉及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中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

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主张摒弃“区域”与 “整体”
二元对立的刻板模式，转从 “政治合法性”与 “政治治理能力”的角度去观察和理

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和特征; 罗志田 《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

学》、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在了解国外已经讨论过 “碎片化”问题后而发的

“经验之谈”尤其值得关注。
( 三) 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社会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

献学的研究风格值得关注，此类研究也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显现的。这一学术流派

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

文献。其学术追求，或许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 ( 曾宪冠译，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6 年) 所要表达的: 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

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

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刘志伟、孙歌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 ( 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

强调说，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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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域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单位，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区

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赵世瑜所著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
方法与实践》 ( 三联书店，2006 年) 、主编《大河上下: 10 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

众生活》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与 《长城内外: 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

与区域开发》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作了有益的尝试。
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 “人群”和 “生活方式”。郑振满

说: “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

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

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 ( 刘

平等《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 “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

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8 卷，2010 年) 王振忠 《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

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是使用田野调

查发现民间文献的重要著作。
( 四) 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我国较早的社会文化史，比较强调揭示社会精

神面貌。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从研究文化生活、文化成就向社会生活转移的过程。杨

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以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为中心》 ( 《焦作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 年第 1 期) 认为: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历史学发展大的趋

势是从政治经济史向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命史的转移，这不仅是史学研究本身的

转移，还是当代文明和社会已经从欲望、本能、名利等转向生活、生命等本质的再认

识上。角度的转换，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一种新社会生活史观逐

渐形成。”李长莉《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 30 年———热点与走向》 ( 《河北学刊》2016
年第 1 期) 指出，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内容为风俗习尚、社会群体生活、城市生活与

“公共空间”、消费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生活史综合研究等，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

生活变化之互动，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和互

动关系。不过，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缺陷在于理论分析与理论创新不足。常建华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 ( 《人民日报》2011 年 3 月 31
日) 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常生活史转变。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

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 “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指出，社会

文化史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分

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

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该书涵盖 5 个主要

问题领域: 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空间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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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取得大量学术成果。如有一批通论、断代、区域性的社会史著

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士大夫、商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丰富多

彩，城市、乡村的研究别开生面，民间信仰的研究精彩纷呈 ( 参见常建华《新世纪的中国

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18 卷，2017 年)。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介绍，

而采取以关乎学科建设和研究途径的方向性问题为主的思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 一)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对于具有以皇朝接续为特征的中国史来说，探

讨社会史，不应忽视社会群体之外的皇朝国家，国家与社会群体都是广阔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也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

论重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蕴含着丰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特别是中国革命实

践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旧中国四种权力系统“封建四权”———政权、神权、族权与夫

权，兼顾了国家与社会。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提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着

公、私两种社会权力，更直接地划分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

家费孝通与历史学家吴晗等讨论“皇权与绅权”，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研究国家与社会的

关系，以此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理论对海内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海外学者讨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影响

到国内学术界，先是政治学后是历史学。这一影响表现在近代史、明清史乃至整个中

国史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表述为 “社会与国家”，体现出自下而上

从社会看国家的研究立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王宇信与徐义华 《商代国家与

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牟发松主编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

唐历史变迁》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孟宪实等主编 《秩序与生活: 中古

时期的吐鲁番社会》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刘后滨主编 《日常秩序中的

汉唐政治与社会》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以及杜常顺与杨振红主编 《汉

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都反映了编 ( 著) 者对

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追求。明清史领域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成果较多，代表性的

成果有郑振满《乡族与国家: 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 三联书店，2009 年) 、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 (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0 年) 、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常建华 《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 ( 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吴琦主编

《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以及李治安主编 “基

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9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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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社会学学者李友梅 《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 ( 《解放日

报》2008 年 12 月 18 日) 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活实践始终存在

无法摆脱的张力，主张尝试构建 “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以 “自主性”为观察

对象，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这一社会变迁过程。这一想法或许也适用于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实践中敏锐抓住了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如刘永华 《明代匠籍制

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 ( 《厦门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可以预见，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新制度史研究的展开，“制度与

生活”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 二) 结构与生活的社会史。新时期社会史强调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重视从群

体关系的结构探讨社会。有别于以往比较单纯重视生产关系，而兼顾法权关系的探

讨，从阶级关系向等级身份的研究转变，或者说将两者结合起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到 9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多是

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如田昌五与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年)、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 与《魏晋南北朝

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 中州

古籍出版社，1996 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蒙思明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中华书局，1980 年)、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6 期) 等。
着眼于社会结构的研究，通贯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冯尔康主编 《中国社会结构

的演变》 (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沈大德与吴廷嘉 《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

会结构探析》 (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探讨方面，有李天石

《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吴琦 《明清社会

群体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等。
新时期社会史的重要特征是强调全方位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社会史除了重视社

会结构，同时重视社会生活。前述社会生活史研究著作之外，还有宋镇豪 《商代社

会生活与礼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蔡锋 《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

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彭卫 《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 三秦出版社，

1998 年) 、秦新林《元代社会生活史》 (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 等。
社会生活史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研究比较平面化、泛

化、重视事项而忽略人的作用。尝试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著作也有问世，如唐代有黄正

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 ( 中西书局，2016 年) 、彭梅芳 《中唐文人日

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 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明清的两部书: 宋立中 《闲雅与

浮华: 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赵园 《家

人父子: 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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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4 部书中，有 2 位作者出自文学界。
近年来出现了日常生活史的法学研究。如郭东旭等 《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

(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徐忠明编《〈老乞大〉与〈朴通事〉: 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

法律生活》 ( 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 、尤陈俊 《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 明清日用类

书与社会日常生活》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等。
( 三) 生命、生计、生态的“三生”结合。社会史的跨学科属性日益突出，在生

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医疗社会史表现得比较明显，生命、生计、生态是中国社会

面临的突出问题，三者密切关联。
新时期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研究较早开展。李文海等人 1985 年以来长期从事中国近代

灾荒研究，关注灾荒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灾害与社会也受到关注，王

振忠《近 600 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年)、曹树基主编《田

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郝平《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人民出版社，2014 年) ，以及李文海、夏明方

主编《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三联书店，2007 年) 都是这方面的著作。
瘟疫随灾而起，讨论瘟疫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余新忠 《清

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与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杨念群 《再

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 1835—1985 )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是这方面的著作。与此相关，公共卫生的研究也得到展开，如路彩霞 《清

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 ( 1900—1911) 》 (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等。
医疗社会史关注的是疾病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命与常态的谋生问题即生计与生态

密切关联。彭卫对于秦汉人身高的研究，体现了这种特色。
疾病、瘟疫以及灾害与生态环境也关系密切，同时环境与人的活动关联。研究生

态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的新方向。通论与综合研究方面，代表性论著有王利华

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 三联书店，2007 年) 、高凯 《地理环境与中国古

代社会变迁三论》 (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王建革 《江南环境史研究》 ( 科学

出版社，2016 年) 等。
断代研究方面。古代社会早期的环境史研究代表性论著如王子今 《秦汉时期生

态环境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明清以来的研究最为丰富，冯贤亮 《明

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钞晓鸿 《生态环

境与明清社会经济》 ( 黄山书社，2004 年) 、赵珍 《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 ( 人民

出版社，2005 年) 、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以秦岭—大巴

山区为中心》 (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均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王建革运用生

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著有《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 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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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 ( 9—20 世纪) 》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等。
水利与社会关系也为成热点。研究南北方水利社会史的专著都有，讨论浙江的有

两部: 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 ( 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冯贤亮 《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论述山陕地区水利的也有两部专著: 胡英泽《流动的土地: 明清以来黄河

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张俊峰 《水利社会的类型:

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
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中，涉及人的生计与生态的问题，如王建革、张建民的著作

即是。但生态环境史的著作往往见物不见人，而传统的生计问题研究也往往脱离生态

环境，比较缺乏从生命形式认识问题。
生计是为了生存的谋生活动，不仅表现在士农工商的主要职业上，也体现在各行各

业上，涉及生计的研究很多，专门研究则缺乏。对于生计的认识，也反映在衣食住行物

质的获取与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渐多，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 (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赵兰香与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 ( 中华书局，2013 年) 、
何辉《宋代消费史: 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 ( 九州出版社，2016 年) 、黄敬斌《民生

与家计: 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 (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多涉及这些问

题。值得注意的还有陈宝良最近对于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的研究，讨论到明代社

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与家庭生计的关系，还讨论了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等问题。
一般来说，生命与生态既是人地关系，更是天人关系，体现在生存之道上，以往

的生计研究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生计也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的探讨，在当

下的学术背景下，生计的探讨还应当与生命、生态结合。生命、生计与生态的有机结

合，是探讨历史变迁的重要途径。
纵观近 40 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焦点还是如何把握什么是 “社会”。从社会

史研究复兴伊始，在何谓“社会史”上就存在争议，大致有广义、狭义的不同认识，

好在社会史研究同行并不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搁置争议，抓住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与

学术前沿力行实践，从研究中体验、升华对于社会史的认识，从而使得学术共同体成

长壮大。近年来有关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碎片化、宏观与微观的讨论较多，颇多涉及

社会史研究。愚见以为，研究价值并不能以题目大小分高下，还是要考究其学术意义。
学术史告诉我们，“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经验之谈。学术研究从来以探索未知、追

求真理为最终目的，也就是原创性，对于社会史同样适用。面向未来，社会空间的扩

展，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跨学科的视野，或许是近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 责任编辑: 张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