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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

洪大用, 罗 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点基础上, 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挑战或意义包括: 社会

学将面临新的研究议题, 需要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 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时, 将不得

不转换其思维和研究范式; 社会学将不得不扩大和改进对于其研究对象 社会 的理解; 社

会学将不得不探索或者强调一种新的秩序观, 更加强调秩序的生成和建构过程; 社会学将会更加重视

社会行动的研究, 倡导行动主体的积极反思和主动变革。最后, 我们将对社会学研究全球气候的主要

争议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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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广泛关注的议题, 是全球

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我们深知气候与地球生态系

统和人类社会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正是适宜的

气候状况, 孕育了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式, 而不同

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社会的生产、生

活乃至文化品格的差异。气候条件的剧烈变化甚至

影响着文明的兴衰, 对此, 美国地理学家艾尔斯沃

斯 亨廷顿 ( Ellsw orth H unt ington) 早在 1915年

就出版了 文明与气候 进行论述。从另外的方面

看, 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也对气候状况有着影

响。因此, 关注并研究气候与社会的关系, 本是以

社会系统运行和发展为重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学科

的应尽之责。然而, 正如对其他环境问题缺乏足够

的回应一样, 社会学, 特别是中国社会学, 对于目

前讨论热烈的气候变化问题也没有发出太多声音。

本文尝试解析气候变化对于社会学学科的意义, 并

在梳理有关研究 (特别是国外研究) 的基础上, 总

结出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

争议。

一、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主要特点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

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变化, 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

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 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

变化。全球气候变化意指气候变化的范围、规模和

影响已经涉及全球各个地区, 需要全球动员共同应

对这种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和原因都非常复

杂。仅从气候变化的原因看, 既有自然因素, 也有

人为因素, 还有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 我们

讨论的主要是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 尤其

是指当今时代的全球变暖现象。遵照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的定义, 气候变化是指 除在类似

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 由于直接或

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

候变化 , 这里明显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

成的 气候变化 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 气候变

化 区分开来。更进一步, 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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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指的是这一事实, 即现代工业所制造的温

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引起地球的气候变暖
[ 1] ( P2)

, 这

里明确界定了气候变化的主要时段和表现。可以看

出, 工业化导致了气候变化的加剧, 人在其中起到

的作用越来越大。

事实上, 早在 1896年, 瑞典地球化学家阿伦

尼斯 ( Svante Ar rhenius) 就曾发表过论文指出,

基于地球大气层影响气候的立场, 如果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数量翻番, 可能导致地球气温上升 4 ~

6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

家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及其人为影响因素的研

究。各种机构和组织参与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测

量, 相关数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极其紧

迫的问题。1988年 11月, 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 IPCC) , 其任务是评估气候与气候变化科学知识

的现状, 分析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

并提出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

IPCC成立后, 先后组织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千

名专家, 完成了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其中第四

次评估报告在 2007年完成。该报告认为全球气候

系统的变暖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这可以从全球平均

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

海平面上升的观测数据中看出。报告从时间上展现

了地球气候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可以明显看

出,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 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很可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原

因。自 1750年以来, 各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已明显

增加, 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测定的工

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其中, 在 1970 年至

2004年期间增加了 70%。2005年大气中二氧化碳

( 379ppm, 1ppm 为百万分之一 ) 和甲烷 ( 1

774ppb, 1ppb为十亿分之一) 的浓度远远超过了

过去650 000年的自然变化的范围。其中, 在 1970

年至 2004 年间, 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了大约

80% 。报告还预估了 21 世纪的气候变化情况,

从各种已知数据中可以窥见人类所面临的形势是极

其严峻的。

大致说来, 目前我们所讨论的气候变化具有以

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气候变化具有客观性。前文提到, 在人为

因素导致气候变化方面, 科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

点。但是, 对于气候变化本身,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

一致的。2010年 7月 28日, 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与英国气象局联合发表的 2009 年气候

状况 报告指出: 过去的 50 年地球确实在持续暖

化, 过去的 10年是历史上最暖的 10年, 全球变暖

不容置疑。这份报告综合了全球 48个国家、160

个研究团体共 300多名科学家提供的研究数据, 设

计了 10个可测量的指标来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其

中 7项指标在上升: 地表气温、海洋表层温度、海

洋上空气温、海平面高度、海洋热含量、最靠近地

表的大气对流层湿度和温度。另有 3 项指标在下

降: 北极海冰、冰川和春季覆盖北半球的雪盖。实

际上, 气候变化的客观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即不

管气候自身状况如何, 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气候变化

并在讨论气候变化以及应对方案, 这本身已经成为

一种社会事实, 对于社会过程以及人们行为都发生

了这样那样的实实在在的客观影响。

二是气候变化具有明显的有害性。尽管气候变

化有可能带来诸如中高纬度地区农作物增产、全球

木材供应增加和取暖能源需求减少等有利结果, 但

是多数人认为气候变化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 这些

负面影响甚至要远远大于它带来的正面影响。一般

认为, 气候变化会导致水资源短缺、粮食减产、居

住环境恶化、大量经济损失、海平面上升、极端天

气增加、空气污染、人类健康受威胁、物种变化加

剧等等问题。

三是气候变化具有不确定性。限于现有的科学

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对于气候

变化状况、过程及其影响的判断也还存在着不确定

性。目前, 科学家还不能建构一个更好的地球气候

动力学模型, 一方面是因为计算机尚不能同时处理

所有必要的测量数据; 另一方面, 一些重要的变量

(如云、海洋 ) 怎样和大气相互作用也还不清

楚[ 2] ( P159) 。特别是, 气候变化对于人和社会的冲击

不应只从自然层面上进行理解, 由于人类社会系统

自身的复杂性, 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更是充满着不

确定性。此外, 媒体、政策制定者在将专业研究发

现转变为大众语言和政策语言时, 也有可能造成理

解扭曲。事实上,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也应包括应

对措施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现有的基于控制温室

气体 (特别是二氧化碳) 影响的相关政策和技术并

没有呈现普遍有效的结果。因此, 正如有的学者指

出: 有关全球变暖这个潜在的最严重的环境威胁问

题, 可能也是具有最大不确定性与争议的问

题[ 3] ( P7) 。

四是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首先, 如果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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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有着人类自身的原因, 那么全球各国、各

地区的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都对气候变化有影响,

区别只是影响的先后、方式和大小。其次, 气候变

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的学者

指出: 从我们的历史看, 气候变化也许是自然对人

类最具全球性冲击力的表现
[ 4] ( P5)

。大气循环系统

的特性使得温室气体可以很轻易地在世界的各个范

围流动, 其流动不受任何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并由

此对世界各国造成影响, 虽然具体的影响程度和方

式可能存在差异。再次, 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全球

各国协同采取行动以共同应对的问题。单独一个国

家或少数国家采取行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特别是

因为温室气体在全球的混合循环, 所以一个国家或

组织的排放和其遭受的致命性后果之间是没有直接

联系的, 也是不成比例的
[ 4] ( P5)

, 由此, 一方面可

能挫伤少数先行者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则又助长不

负责任和搭便车的倾向。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

考验人类合作的能力。

五是气候变化具有社会建构性。尽管气候变化

本身是基于一些科学观察的数据和资料而提出的,

但是, 这一科学事实的确定必然是科学家之间沟

通、协商和争议的结果。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背景

都会影响他们对数据和资料的理解以及得出最后结

论。科学家也分别受雇于学术机构、政府机关、工

业和私人环境组织等, 这些组织都提供了不同的研

究日程和政治气候[ 2] ( P163) 。更重要的是, 气候变化

作为一种为公众所接受的社会事实并进而影响到人

们的行为, 在此过程中则更加明显地充满着社会建

构。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群都有理解气候变化的

不同角度。大众传媒在建构气候变化议题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2009 年底, 当媒体披露 气候门 和

冰川门 事件后, 就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怀疑。根据英国公司 Populus 在 2010

年 2月 5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 有 26%的英国

人不相信全球正在变暖, 比三个月前增加了 10%。

这个针对 1 001人进行的调查也发现, 认为气候变

化是事实的人也从去年 11月的 83%, 减少到目前

的 75% 。很明显, 气候变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客观

不变的事实, 它也取决于社会定义, 准确地说, 它

应该是 客观但充满建构 的事实。

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社会学

研究的意义

目前,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从自然科学界的话题

转变为公众话题并进入政策议程。1990 年 10月,

由各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参加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

会通过了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会议认为

当时已有一些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方法, 可

供各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并提出制定气候变化

国际公约。1992年 6 月,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150多个国家制定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确定了最终要将大气

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

平的目标, 该公约于 1994 年生效。1997年 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

日本京都召开, 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

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

京都议定书 , 创新了清洁发展机制 ( CDM ) 和

排放权交易制度, 这是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各国

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2007

年, 国际能源署 ( IEA ) 提出 450 稳定情景 ,

即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长期稳定在 450ppm 左

右, 使全球温度平均升高值比工业革命前上升

2 4 。2007年 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

巴厘路线图 。2009年 12月 7日 19日, 联合国

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变化大会, 通过了

哥本哈根协议 , 维护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及 京都议定书 所确立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原则, 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

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 并就全球长期目

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

共识。刚刚过去的 2010 年 11月 29 日 12 月 11

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会议

通过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推动气候谈判进

程继续向前。会议决议继承了上述 公约 、 议定

书 和 巴厘路线图 , 坚持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原则, 确保了 2011年的谈判继续按照 巴

厘路线图 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中国政府于

1998年 5月签署了 京都议定书 , 长期致力于自

主减排。2007年, 中国制定了 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 , 成为最早制定实施该方案的发展中国家。

2008年又发布了 中国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文件。

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客观性、有害性、不确定

性、全球性和建构性, 特别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

种新的社会事实, 并对各种机构和社会成员的行动

产生了影响, 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社会系统的运行和

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 理应对该议题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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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实上, 要全面地理解气候变化议题, 必须开

展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 要动员世界各国

协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更是需要经济学、政治学

和社会学等主要社会科学的广泛介入, 简单的自然

科学逻辑在理解和推动社会行动方面显然存在不

足。因此, IPCC在其研究中已经表现出对经济学、

社会学以及政策科学的重视。尽管 IPCC 认为这些

学科并没有自然科学所渴望的精确性和严密性, 但

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很明显离不开社会性的分

析[ 5] ( P388)。

大体上, 气候变化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挑战

或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 社会学将面临新的研究议题, 需要开展

跨学科合作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总是为科学研究提出新问题、新

挑战, 科学研究也往往是在认真回应这些问题和挑

战的过程中取得新进展、开辟新领域乃至建立新学

科。社会学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 其传统的研

究议题包括了现代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分

层、社区、城市化、婚姻家庭、社会行为、文化比

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对这些方面的深

入研究中, 社会学积累了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然

而,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 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已

经并且仍然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很多人试图用各种

各样的概念, 比如说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

社会、风险社会等等, 来概括社会新阶段的特征。

相应地, 社会学也不断拓展其研究议题, 比如说对

风险、全球化、虚拟社会、新型传染病 (如艾滋

病) 等的研究。这种对于研究议题的不断拓展, 不

仅是贡献社会学对于相关现象的洞见, 从而有助于

解决相关问题, 而且是社会学学科本身在一个新的

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 面对广

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社会学同样不能置身

事外。这不仅是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及其解决涉及广

泛的人类行为和复杂的社会机制, 社会学应该能够

对其作出贡献, 而且,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社会学

研究的对象 人类社会自身。如果不将气候变化

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社会学将无法更好地理解

当代社会。而要研究气候变化, 社会学就需要主动

汲取跨学科的知识, 开展跨学科的合作。

第二, 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

时, 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这样的物理变

量, 转换其思维和研究范式。

事实上, 社会学要研究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

不只是需要在现有社会学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跨学科

研究, 更重要的是主动反思社会学自身历史形成的

研究范式。在 20世纪 70年代, 一些社会学者在反

思社会学为何对当时广受关注的环境风险表现出集

体失语时, 就已经指出了以前的西方社会学, 无论

属于何种流派, 在整体上都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

义倾向。

1978 年, 美 国 环 境 社 会 学 家 卡 顿

( W R Cat ton, Jr ) 和邓拉普 ( R E Dunlap) 在

美国社会学家 杂志第 13卷上发表题为 环境社

会学: 一个新范式 的文章, 区分了关于人类社会

与环境关系的两种范式: 人类例外范式 ( H u

m an Ex ceptionalism Paradigm , 简称 H EP) 和 新

环境范式 ( N ew Environmental Paradig m, 简称

NEP)
[ 6] ( P41- 49)

。前者是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所秉持

的思维和研究范式, 后者是社会学在回应环境危机

时所应发生的范式转换。

所谓 人类例外范式 并不看重环境因素对于

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 它秉持以下几个

基本预设: 第一,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 它是独一

无二的, 因为它有文化; 第二, 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是无限的, 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生物特征的变化更为

迅速; 第三, 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

的, 并非从来就有, 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加

以改变, 甚至被消除; 第四, 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

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 并使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

可以得到解决。基于以上预设, 所谓环境问题也就

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人类最终可以像解决其他

社会问题一样, 解决环境问题。所谓 新环境范

式 , 则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

制约。大体上, 它坚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 第一,

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 人

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 第二, 复杂的因果关系

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 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

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 第三, 世界是有限度的,

因此, 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 都

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基于以上预

设, 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

人类不重新认识自己, 调整自己以因应自然, 前景

将会非常危险。

凭借着对 新环境范式 的建构, 环境社会学

者呼吁主流社会学关注环境因素对于社会运行与发

展, 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客观影响, 倡导对社会与环

境的关系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研究中, 创立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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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走向成熟的环境社会学学科。但是, 这个分支学

科仍然不是社会学的主要学科, 更谈不上对主流社

会学产生颠覆性影响。不过, 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

深化, 特别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或者可能造成

的严重社会影响, 以及日益增加的人为因素的证

据, 正在引发主流社会学更多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

社会学者开始注意到在社会研究中确实要高度重视

环境 社会 人的关系, 在当前尤其要重视气候与

社会的关系研究, 甚至已经有学者更加理性地看待

社会学诞生之初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

的盲目拒斥, 提出要借鉴其合理成分, 重构社会理

论, 以便更好地指导社会学的具体研究。

第三, 社会学将不得不扩大和改进对于其研究

对象 社会 的理解。

首先, 社会学需要扩大 社会 的范围, 更加

直面一个全球社会的兴起。在 19世纪社会学诞生

之初, 社会学者对于 社会 的理解, 几乎等同于

民族国家 , 这是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使

然
[ 7] ( P20)

。一些社会学的奠基者虽然也运用比较研

究以及分类方法对社会现象, 特别是那些跨民族国

家界线的事件进行分析, 但是其视野仍然会局限在

西方中心论的范式中, 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性视

角
[ 7] ( P21)

。实际上, 当时全球各地区、各国家之间

的联系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全面而紧密, 更谈不

上形成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 与民族国家并存同时

又相互影响的所谓全球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 交通通讯手段的

飞速发展, 人口流动的日益加速, 全球社团革命的

迅速兴起, 跨国家和超越国家的组织广泛建立, 各

个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已经普遍加强, 全

球社会已经是一种真实现象。我们社会学的先驱们

也许已经预见到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到来, 但是我

们今天的社会学者们却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

中。所以, 我们必须拓展社会的视野, 把一个相互

联系的全球社会作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关注全球社会中的各类行动者, 比如说政

府、企业、媒体、科技圈、民间组织、公众等等,

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以

及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各类行动者所施加的影响。仅

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研究, 无法科学揭示

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动力学, 更谈不上有效地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在当今时代, 不仅仅是研究气候变

化问题, 事实上, 研究任何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任何

一种社会现象, 都需要利用全球视野, 拓展全球社

会的想象力。因为全球社会的兴起使得各个国家之

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 已经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了。正因如此, 沃勒斯坦提出的 世界体系理论

和贝克等人提出的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 , 被越来

越多的社会学者在研究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环境问

题时加以利用。

与此同时, 对于一些社会学者而言, 还要小心

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广义而言, 我们可以将国

家包含在社会之中。特别是在相对于生物物理背景

而谈论社会概念时, 尤其如此。但是, 一些社会学

者从狭义上界定和建构社会的概念, 把社会理解为

国家的对立面, 过分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与

对立, 甚至呼吁所谓社会的自主和解放。在研究气

候变化之类的全球环境问题时, 如果过于强调这样

的 社会 视角实际上是有害的, 在很大程度上也

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合。我们应当看到国家存在于社

会之中, 国家与社会是一体的, 有可能密切合作

的。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风险

时, 国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 社会学将不得不探索或者强调一种新的

秩序观, 超越社会均衡与社会冲突的简单对立, 更

加强调秩序的生成和建构过程。

传统社会学在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

时, 提出了两种主要的模式, 即社会均衡模式与社

会冲突模式。前者强调社会秩序的自发性、功能

性, 认为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功能协

调, 从而形成了社会秩序。当社会系统出现失调

时, 社会自身通常有着某种调节机制, 引导社会发

生适应性变迁, 并达到新的均衡。后者则强调社会

秩序的人为性、强制性, 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

主要是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压制与强制的

结果。这样一种秩序总是充满着张力, 只是暂时现

象, 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是常态。

在以上两种秩序观的指导下, 社会学者对于现

实社会的态度往往也朝着两个方向分化: 一个方向

是默认甚至公开维护现存秩序的合理性, 抵制革命

性的社会变革; 另一个方向则是揭露和批判现存秩

序的不合理性, 倡导社会解放, 主张激进的社会变

革。联系到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

两个方向上的社会学者也继续表现出了差异化甚至

相互对立的社会主张, 这在后文中还将继续讨论。

重要的是, 当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秉持以上两种

相互对立的观点时, 实际上妨碍了新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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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当人类社会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

风险时, 以上两种秩序观都不利于人类成功地应对

这种新型风险, 甚至都会继续扩大风险。过于强调

现实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会忽视改变环境不友好的社

会结构, 而过于强调现实社会结构的强制性和冲突

性, 无疑也会削弱人类共同应对新型环境风险的共

识与合力。因此, 我们今天在环境风险扩大的背景

下来看社会秩序问题, 就应当超越社会均衡与社会

冲突的简单对立, 创造新的秩序观。我们应当更加

重视社会学中已经存在的社会互动理论、交往行动

理论等, 更加强调沟通理性, 强调对话与协商, 强

调通过社会互动与交流, 增进共识、缩小分歧、促

进合作, 从而建构起新的能够应对环境风险的社会

秩序。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继续目前的

全球社会格局, 肯定是不行的, 全面否定现存的格

局也是不现实的。当前需要的是交往理性与技术,

是积极建立有效的沟通、谈判和决策机制, 促进全

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合作。

第五, 社会学将会更加重视社会行动的研究,

倡导行动主体的积极反思和主动变革。

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 存在着对于社会结构与

社会行动的不同态度, 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

派。有的学者主张从理解社会行动出发来解释社会

现象, 有的学者则强调要从社会结构来分析和预测

社会行动。但是, 大体上可以说, 后者的观点一度

成为社会学的主流, 人类的行为受着特定社会结构

包括文化与制度环境 的制约, 似乎成为社

会学的 共识 。社会学者更多地关注人们如何适

应社会环境以及这种适应对于社会系统运行的意

义。在帕森斯的理论中, 明显地非常强调社会化与

社会控制机制的建设, 以便促进人们的社会适应。

在某种程度上, 社会学者对于社会结构的强调本身

具有某种建构现代社会的意义。从社会学的创始人

开始, 实际上就在建构现代社会的意象。但是, 这

种意象一直在变化, 一直难见定型。最初人们把这

种变化当作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理解, 但是越到后

来, 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建构越失望, 甚至走到了解

构现代社会的极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社会, 人们

如何去适应?

由此, 晚近的社会学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行动

对于社会结构的生成和建构意义, 而不再机械地强

调社会结构决定论。这样一种趋向不仅有其理论上

的必然性, 更有其实践上的合理性。当今社会面临

着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峻、越来越深刻的风险,

这种风险扩大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 而其根源正

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如果依然强调结构性制

约, 强调人们的被动适应, 不仅不利于减少社会的

不确定性, 而且会抑制行动者的反思性和建构性。

事实上, 当社会面临不确定状况时, 唯一能动的是

人自己, 目前的行动影响和决定着未来, 人自身行

动的批判性、创新性、建构性和重要性应当受到更

多的鼓励。当今社会普遍呼唤行动与变革。任何抑

制或延缓行动的意识与做法, 都可能扩大社会风

险。比如说, 我们面对气候变暖之类的严峻环境问

题, 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就是预防和减少未来

风险的必然选择。正因如此, 在当今社会面临巨变

的时刻,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行动的

研究, 特别是关注面对突发事件和不确定背景下人

们即兴行动的规律性。一些环境社会学者已经开始

创造和使用这方面的理论来指导经验研究。

更重要的是, 在当今社会存在明显的危机和面

临转变的时刻,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已经不再认为

价值中立是必须的或者可能的, 转而积极倡导直接

行动和社会干预。社会学者确实应更加明确地申明

其价值主张, 以其研究干预和影响社会进程, 行动

导向的研究是值得鼓励的一种类型。在面对日益严

峻的全球环境危机时, 如果社会学者依然过度怀疑

这种危机的真实性, 明显是不合时宜的, 甚至会被

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实际上也不利于社会学学

科的发展。

三、社会学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

主要理论争议

整体上看, 当前社会学者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

研究还是非常不充分的, 无论国内外都是一样。相

比而言, 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稀少和薄弱。2010

年, 由 Constance Lever Tracy组织编写的 Ro ut

ledge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 ( Rout ledge, 2010)

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 它搜集了一些环境社会

学者关于此议题的一些代表性研究, 包括了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社会认知以及减

排、气候变化政策等具体议题的探讨。

早在 1998 年, 环境社会学者 Eugene A Rosa

和 Thom as Dietz就曾指出
[ 8] ( P421- 455)

, 社会学对于

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一是新现实主义取向, 二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

的解释主义取向。前者不太质疑气候变化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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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并以两项研究为代表: ( 1) 采用源自生态学的

IPAT 模型, 发展出 STIRPAT 模型, 以便更好地

解释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 ( 2) 在传统的政治

经济分析基础上, 利用世界体系理论分析全球不同

类型国家在环境影响方面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机制。

而解释主义取向并不把全球气候变化看作是一个完

全客观的事实, 认为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中一

些人关注气候变化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 也有一些

人试图揭示社会政治过程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影响

以及公众认知气候变化的社会机理。

的确, 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争议是环境

社会学中的主要争议, 在下文中笔者也将进一步阐

述。但是, 就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而言, 还是存

在着其他的理论争议, 这些理论上的争议影响着学

者们设定研究议题以及提出政策建议的路径。根据

对已有文献的初步观察和分析, 笔者认为社会学研

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理论争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

下几个方面。

(一) 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

在研究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问题时, 真实

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歧是最主要的理论分歧。真实

主义确信气候变化的客观性, 而建构主义则关注气

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其实, 当一部分学者不假思索

地研究环境问题时, 总是会遇到另外一些学者的质

疑: 你研究的那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 可以说正

是在这种质疑与回应的过程中日益明确了两种不同

的理论取向。

真实主义的立场更加偏向于科学主义, 其在一

开始是不言自明的。早在 20世纪 60、70年代, 当

科学界、传媒和公众日益关注环境风险时, 一些社

会学者就不加反思地接受了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

并强调利用社会学的知识或者转换社会学的研究范

式, 来分析环境风险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 并讨

论缓解环境风险的社会机制。这是环境社会学诞生

的基本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 一些环境社会学者

强调环境危机是客观存在的, 至少是人们认识上的

客观存在, 是一种不容置辩的社会事实, 科学家的

证据和公众的认知就是重要的支持。因此, 他们认

为环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基础, 环境风险与社会运

行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 自然必须置于 道德关

心、政治以及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 9] ( P31)

, 以便人

们更好地理解并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建构主义立场则偏向人文主义。建构主义者认

为, 类似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风险并不必然是一个

客观的真实, 更不是环境自身的自发呈现。环境风

险的知识生产充满着不确定性, 实际上它是由科学

话语、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等建构起来的。洛基指

出, 环境是由社会建构的观念, 可能是环境社会

学中最为根本性的概念
[ 9] ( P29)

。尽管也有一些人并

不否认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 但是他们主张更为重

要的研究议题是如何解构或利用环境风险建构的社

会过程。他们认为, 社会学者的中心任务并不是为

环境风险提供各种证明, 而是要揭示它们是某种动

态的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等社会过程的产物 [ 9] ( P32)。

持真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与建构主义者曾经发生

过激烈的论争。前者利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展示

环境风险的客观性, 并且认为建构主义立场不仅是

对这种日益加剧的环境风险的不负责任, 而且也在

消解环境社会学自身的合法性, 其在认识论上也容

易导致不可知论和极端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者后来

在坚持环境风险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的同

时, 也在申明其并非是完全否认环境风险的客观存

在, 而是从另外的角度探讨可能更为有利的化解这

种风险的社会机制。最终, 强建构主义的立场有所

退步, 弱建构主义立场成为主流。而真实主义立场

也有所妥协, 开始接受一些建构主义的分析。目前

社会学界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 这两种理论立场

实际上有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价值。我们可以

说气候变化是一种客观但是充满着建构的事实。

(二) 差异风险与整体风险的争议

在讨论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性环境风险

时, 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歧在于这种风险是全人类共

同承受的整体性风险, 还是在不同人群之间有差异

分配的风险?

一般地看, 全球大气系统是相通的, 海洋是相

连的, 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联系也是日益紧密的,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而也必然是全球性的。更重

要的是, 这种影响会延续到未来世代。特别是, 当

全球气候变暖到相当程度, 可能会威胁到整个人类

的生存。由此, 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风险, 是世界

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甚至是不同世代的人民都要

共同面对的。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德国社

会学家乌尔里希 贝克所言: 饥饿是分等级的, 烟

雾是民主的, 环境风险的社会分配要比财富的社会

分配均匀得多。无论富裕和贫穷, 都不得不面对同

样的整体性风险。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

边界的, 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在所难

免
[ 10] ( 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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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看, 不同的人群、

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差别是客观存在

的,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环境基础、知识信

息、经济基础、技术开发和公众意愿等等方面都存

在着差别, 因此导致了规避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

能力的差别。这样一来, 即使是面对着同样的气候

变化风险, 不同人群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

此意义上, 气候变化风险的分配就是差异性的。就

如同电影 泰坦尼克号 所揭示的那样, 虽然同样

是一条船上的乘客, 不同地位的人其生存机会还是

不一样的。相比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贫穷

落后国家的人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大

的脆弱性, 因而承担着相对来说更多的风险。

应该说, 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整体性和差异性

分配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种分歧实际上揭示了气

候变化风险的不同面相。但是, 我们确实要关注在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财富和环境风险分配的不

平等高度重叠, 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平等的内涵,

恶化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比较吊诡的是,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的

整体性风险也许为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新

的机遇。贝克后来实际上也承认了环境风险分配的

差异性, 但是依然对于未来抱有一种乐观的观点。

他在 为气候而变化: 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

一文中指出: 气候变化加剧了穷人和富人、中心和

外围之间现存的不平等 同时也化解了它

们
[ 11] ( P361)

。贝克认为, 人们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

时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只有寻求全球性

合作才是真正规避风险的途径。

(三) 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的分歧

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缓解气候变化的责

任分配时, 目前存在的最重要论争是承认区别责任

还是共同责任。区别责任的观点强调世界上不同国

家对于气候变化的历史 贡献 不同, 所以对于目

前承担缓解风险的责任也应有差别。共同责任的观

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都对气候变化

产生了影响, 并且气候变化最终威胁到所有国家,

所以世界各国都应共同承担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

虽然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两种观点的分歧必然

在一国之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不同生活水平的

人群之间出现, 但是, 目前这种分歧突出地体现为

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观点分歧。导致

这种分歧的主要有历史层面的因素、现实层面的因

素和未来层面的因素。

从历史层面的因素看, 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目

前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

国家先行排放的, 发达国家挤占了太多的温室气体

容量, 对于当前气候变暖的趋势有着主要的影响,

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先行减排的任务, 并且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在其

中所受到的损失, 并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气候变化

的困境。

从现实层面看, 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迅速

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终导致了全球气候的急剧

变化, 而且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国都造成影响, 因

此, 气候变化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面对的,

责任需由所有国家共同担负, 减排的义务应该包括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 在现实层面,

发达国家居民生活的刚性规律限制了其自主减排的

动力,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露骨地指出: 美国人的

生活方式不容许谈判。

从未来层面看, 发展中国家突出强调其生存权

和发展权, 强调为了增进人民福利谋求未来的持续

发展, 因而对于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难以接受, 主

张要在全球各国之间有差异地分配责任。而发达国

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和迅速扩大的

经济规模, 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温室气体的大量持续

增加。在此情况下, 发达国家的强制性先行减排于

事无补, 甚至使自己成为未来的 受害者 。因此,

他们强烈主张共同责任论。

无论坚持区别责任还是共同责任的观点, 实际

上都不仅仅是针对气候变化本身, 而是更多地关怀

到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国的利益诉求, 在很

大程度上, 这种分歧是在气候谈判的场景下形成的

对抗性话语。然而, 要切实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

险, 理性的谈判必须继续下去, 各方都要在继续厘

清气候变化风险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

以便达成合作行动的制度基础。目前,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与 京都议定书 等文件基本上

确立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一共识。经验表

明, 坚持这一共识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协同行动, 偏

离这一共识将会拖延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 最终会

影响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的意愿和能

力。也许, 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悲剧性结果。

(四) 适应性变迁与整体性变革的讨论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 人们目前把过

多的焦点集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 特别是二氧化

碳减排方面, 似乎有着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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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 变革经济系统、发展低

碳经济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这种口号所代表的是一种适应性变迁的路线, 其理

论根源可以追踪到结构功能主义, 该理论强调社会

系统自我调适、自我恢复、自我均衡的能力。当

然, 在实践层面, 我们也还难以排除其背后西方观

念、资本以及权力等的影响。

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比较流行, 并且近年来在

中国也有越来越大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 实际上

可以看作适应性变迁理论的一种代表, 尽管这种理

论关注的核心议题是现代化与环境风险之间的矛盾

与协调。很明显, 这里的环境风险包含了气候变化

风险。

以摩尔和斯帕尔戈林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

理论, 旨在谋求化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之间矛盾

的路径。该理论被认为是在激烈的环境主义者与资

本的辩护者之间选择了折中路径, 主张通过使用新

的、精巧的、干净的技术实现对生产 消费循环的

大规模重构。该理论强调了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

制度下, 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 改造经济系统的可

行性, 并且相信经济系统的变革将带来环境友好的

生态取向的现代化。虽然该理论分析指出市场、国

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化, 造就了生态现代化的条

件, 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变革取向的理论。

并且, 该理论的普适性正在经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

挑战。实际上,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简单地

企求生态现代化可能是困难重重的, 因为它们面临

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如果缺乏整体性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话, 社会系统自

我调适以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会相当地弱小。

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张适应性变

革的观点, 更是与主张全面地、整体性地推动社会

变革的观点相对, 后者认为只有整体性变革才能化

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风险, 其中包括气候变化

风险。这种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国际、国内层面

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 抛弃环境不友好的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 在充分尊重环境并规避环境风险

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 这样一种

变革会遭遇广泛的阻力, 并且是短时间内难以见效

的, 但是, 也许它是一种 更为彻底的 解决问题

的路径。

退一步说, 即使是谋求适应性变迁, 恐怕也应

该重视变迁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按照结构功能主义

的观点, 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

分, 经济系统与其他的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

系统、教育系统等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

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 其功能在于满足其

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看来, 如果没有其他系统

的变革, 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

化
[ 12] ( P19- 26)

。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与复杂性, 要

求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都需做出回应, 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联动。因此, 我们要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低碳

经济, 同样重要的是要推进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与

低碳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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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大约为 280ppm, 几乎固定

不变。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2009年 11月 23日发表的 2008年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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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 , 2008年二氧化碳在地球大气中的浓度为 385. 2ppm,甲烷

的浓度为 1797ppb ,均呈持续增长之势。

气候暖化,另一个千年虫? ,载 2010年 2 月 21日 联合早报

(新加坡) ,转引自 2010年 2月 21日中国新闻网。 气候门 事件

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 ia) 气候研究中

心( Clim at ic Research Unit )被指捏造气候变暖数据的丑闻。 冰

川门 事件是指 IPCC发表的气候变化报告中存在重大引用资料

失误 ,说喜马拉雅冰川将在 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

事实上是非专业人员的个人猜测。

Advances in the New Field of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Global Clim ate Change

H ON G Da y ong , LU O Qiao

( Department of S ociology , R enmin Univer sity of China , B eij 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glo bal clim ate change, this paper points o ut the chal

leng e or signif icance of the climat ic chang e for the socio logical research, including that so ciolo gy w ill face

the new r esearch subject and ne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o perat io n research; when w e research the move

ment of social system and dev elo pm ent , w e have to t ransfor m the thought and the paradigm ; so ciolo gy has

to ex pand an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its object - the society; socio logy has to ex plore or

emphasize a kind of new or der view , and even more emphasize the o rder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 nst ruct io n

process; and socio logy should pay mo re attent ion to the research of so cial act ions, and adv ocate the act iv e

ref lect io n and init ial t ransformat ion of the m ain bo dy Finally , the paper analyzes som e contro versial issues

of the study o f global climate by socio logy

Key words: climate chang e; risk so ciety; social tr ansit ion; soci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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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五项课题获得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6月 17日,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我校 5项课题获准立

项, 其中一般项目 4项, 青年项目 1项。一般项目分别是: 经济管理学院成金华的 我国

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査道林的 产权会计视角下的我国稀土定价权问题研究 ;

政法学院才惠莲的 我国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刘传红的 环保类虚假广

告的危害及其监管有效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阮一帆的 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背景

下的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研究及启示 获得青年项目资助。

据统计, 我校今年的立项率为 25% , 远高于全国平均立项率 13 6%。

(科技处李想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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