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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不同地区正在探寻各自的应对策略，也正在积累

地方经验。 为此，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以“多样性：环境与社会”为题在南京

召开。 为了明晰环境社会学学科特征，我们特别策划了该访谈，并用笔谈的形式展现。 通过

深入的半结构访谈，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环境社会学的

发展历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关注焦点等等特征。 这组重点反映的只是大陆学者的部分

成果。

四篇笔谈呈现了环境社会学者的最新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的洪大用从中国环境社会学

的发展历史和趋势的角度探究了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几大重要议题， 指出了学

科发展所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趋势。 南京大学的张玉林阐述了环境史对理解环境社

会学具有不可或缺性， 建议在开展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时要关注中国特定社会的环境

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试图整体地和历史地去研究环境问题背后“难缠”的社会因素，

将环境问题放回到社会生活中去、 将环境变化视为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去理解。 并就此展

开讨论。 河海大学的陈阿江以自身多年实地研究经验，探讨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双重特

征：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

从学科角度讲，环境社会学大概有以下三种涵义：一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

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二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学甚至广义上包括社会科学的环境社会学，强调

研究环境约束下的社会；三是强调研究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交叉所形

成的环境-社会复合系统。可以说，以上三种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都有体现。最

近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正视并主动有效地回应挑

战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健康发展，是学科共同体的重要责任。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与挑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没有学科意识的自发阶段。
在此阶段，虽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展开，但当时学科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应该说是不存在

的。此后，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具有学科意识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逐步得到强化。应该说，2007 年[1]是个

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此后不仅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学科建设也采取了很多具体行动。
首先，组织机构和研究平台建设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一方面，我们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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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 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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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环境社会学网”是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的

专业网站，其宗旨是“促进环境社会学研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网址为 http://ces.ruc.edu.cn/。

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另一方面，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平台纷纷建立，不少高校社会学系加强了环境社会

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培养，人才培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总体来看，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数量增长

了，层次提高了，人才培养规模增长也较快。
其次，学术交流形成了制度化机制。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

会，随后河海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2 年主办了第二届与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

学术研讨会，今年中国海洋大学将举办第四届研讨会。国际交流方面，在 2007 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经中日韩三国和台湾地区环境社会学者集体协商，形成了东亚环境社会学交流网

络。2008 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了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在台湾地区举办了第二

届研讨会。其后，每两年举办一届，2011 年在韩国富川，2013 年在中国南京，2015 年将在日本仙台。
第三，图书资料建设和信息共享取得新进展。我们翻译了一些国外环境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和教材，

同时也出版了一些自己著作和教材。另外，中国环境社会学网[1]的建立也意义重大，它对于推动信息共

享、促进学术交流以及凝聚学科共同体力量促进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通过“以书代刊”形式出版了环境社会学刊物。现在，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已经确定

以书代刊出版《中国环境社会学》，2013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承办，出版了第 1 辑。
总之，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了快速发展和实质性的进步，其发展的内外部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

善：一是中国社会学会界已意识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给予了很多积极的支持；二是中央推进“两型

社会”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为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当然，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首先，人才储备还很不足。相对于北美、欧

洲和日本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从业人员的规模并不大，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议题也过于多样

化。多样化彰显了这个学科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一面，但也对形成共识、相互切磋和共同提升带来了

一定的挑战。其次，知识准备不足。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是个年轻、弱势学科，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学科知

识的积累和普及依然有限。第三，理论创新不足。中国有着很好的发展环境社会学的条件与土壤，但具

有广泛社会影响、能够奠定这门学科基础的代表性著作和论文依然不足，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理论创

新成果更是几近于零。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需要证明它能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实践

进行有效的学术回应，而且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这是它在社会学学科内获得学术同行认可、获得合

法性与话语权的重要前提。第四，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环境社会学需要与其它环境社会科学具有明

确的相互区别的研究视角。因此，环境社会学在发展中，还面临着与其它环境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和

竞争问题。第五，国内学者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不强、参与度不够。目前，学者们比较积极地参与国

内学术会议，但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加并不积极。第六，国内学者国际发表不足。目前，中国环境社

会学者在国际刊物上的发文非常少，尤其是在英文重要期刊发表的成果有限。最后，中国学者也没能

获得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重要奖项，比如“巴特尔杰出环境社会学奖”。所以，在进一步扎根本土开展

创新性研究和提升国际性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二、推进环境社会学本土化与国际性提升的良性互动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既是本土的，也是国际的。表面上看，环境社会学学科是舶来品，但是实际

上主要是国内实践的需要。在国内学者推动下，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首先，中国环境社会学是在直接回应中国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学者们希望能提供观

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不同视角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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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的研究内容是本土的，例如公众环境意识、水污染及其治理、海洋开发、草原生态退化、民
间环保组织建设等。这些研究都不是简单地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后面跟风，而是紧紧围绕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大环境问题与公众的关切而展开，体现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的现实关怀。
再次，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本土性，我们在定量

研究方面与西方学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即是基于个案的定性分析以及政策取向的研究。
最后，中国学者初步的理论创新也体现了本土特征。比如，我本人有关“社会转型范式”的研究，强

调了具体地分析环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指出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环境影响，既要看到社

会转型加剧了环境破坏，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为通过组织创新和结构优化促

进环境保护提供了可能。包智明等学者在草原环境问题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在自上而下的生

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

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陈阿江有关“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探讨，张玉林有关“政

经一体化”的分析，林兵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反思和批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建构[1]，沈殿忠关于环境社

会学学科的理论主张等。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深入，进一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炼出具

有更强解释力的学术观点，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流派。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际化进程与本土化进程是并行不

悖、良性互动的。自有“学科意识”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就非常重视提升国际性水平。
首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很开放，乐意接受国际上已有的优秀成果，对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

题保持密切的关注，并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有着后发优势，是

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学术起点上。
其次，中国环境社会学已经进入了国际学术社区。近几年，与欧美学术社区的交流取得了一些实

质性的成果，建立了东亚三国四地的交流网络，学术会议形成了制度。
再次，我们在教师交流和学生互派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很多学生到

美国、日本等国攻读学位，接受联合培养。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邀请国外环境社会学家来华访学。
第四，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有所突破，并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是扩大中国

环境社会学国际影响力，提升其国际性的重要渠道。国外学术圈之所以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的环境社会

学研究，与我们的外文学术发表匮乏有关。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比如，我

本人与美利坚大学社会学系的肖晨阳博士、美国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有关学

者一起，已经合作发表了几篇英文论文[2]。另外，法国《环境社会学年鉴》收录了我的一篇介绍中国环境

社会学的文章[3]。国际社会学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现任主席斯图尔特·洛基主编的《社会与环境变

迁手册》也收录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4]。

[1]林兵：《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2]参见“The Nature and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mong Chinese Citizens，in SOCIAL SCIENCE QUARTER－

LY, Volume 94, Number 3, September 2013，DOI: 10.1111/j.1540-6237.2012.00934.x；Gender and Concern for Environmen－
tal Issues in Urban China，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Volume 25 Issue 5，2012，June；Effects of attitudinal and sociode－
mographic factor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urban China，Pp1-8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011 doi:10.1017/
S037689291000086X；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China，“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10),Volume
32, Number 1，88-104, ISSN 0199-0039

[3] 参见 L’evolution de la sociologie chinoise de l’environnement,Pp.343-350,Sous la direction de Remi Barbier et al.
Manuel de Sociologie de L’Environnement,Presses de I’Universite Laval,2012

[4]参见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pproaching a‘win-win’situation?—A discuss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Chenyang Xiao and Stewart Lockie, Pp.45-57,in Stewart Lockie etal. Ed.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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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些在国外学习环境社会学的人回国工作的日渐增多，这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性提升的

又一个重要表现。正因众多高校都引进了这方面的青年学者，从而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新鲜力量。
整体上看，我认为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对我们的了解也更多。中国环

境社会学的国际性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东亚的区域）。这当中，2007 年召开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很多重要学者都来到了中国，他们由此开

始了解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我们把成就与不足都让国外学者看了。当然，整体而言，

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国际学术圈仍然处于边缘位置，需要继续自强不息。

三、在回应重大实践问题中促进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开辟了很多研究领域，论文发表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但是，在学科初创阶

段，也比较容易步入歧途。正像一些老前辈说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立地”方面立的很足了，但是我们

没有实现“顶天”，这样慢慢的就自我矮化了。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和促进中国实践，那么环境社

会学就很难获得持续的快速的发展。
近年来，政府也从更高的层面审视环境保护，强调促进社会系统的变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是文明的整体转型，实际上是中国在结合本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国际工业化

进程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努力建设的新的文明形态,支撑这样一种文明形态是系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

建设。如此宏大的政策议程必将带来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传

播学、环境心理学、环境社会学等等环境社会科学更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个学科的长期发展和影响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严密性、规范程度以及学术水

准；二是社会实践的需求状况。经济学本身就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比其他社会科学

更加规范和严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需求，所以，

其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等等方面，都走在

了其他环境社会科学的前面。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战略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推进，环境社会学也有可能成为继环境经

济学、环境法学之后，能够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力的一门分支学科。2000 年以来，中国政府非常强调环

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社会影响评估、社会系统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对环境社会学提出

了广泛的研究议题。如果我们更加积极自觉地参与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加强知识汇集和提炼，努力使其转换为实际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环境社会学者就可赢得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产出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说，自觉促进中国环境治理进程，努力参与建设美丽中国，应该是环境社会学者的社会责

任和价值担当。环境社会学者需要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探讨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

探讨什么样的策略是比较适合的，什么样的环境治理政策是有效的，正如在历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学术

研讨会上，很多文章都探讨了水污染、空气污染、草原退化以及能源问题等。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关

注东亚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共同的环境治理经验，这对中国实践来讲至关重要。
有点遗憾的是，目前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环境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落后于政府的

政策制定与实施进程，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存在很大不足，还不能有效回应实践中的重大关切，这是约

束环境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环境社会学者确实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担当和实践关怀，进一步

加强对国家和公众重大关切议题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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