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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研究的轨迹、特点及问题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综述

胡 澎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取得了不小进步。研究成果在数

量上有了大幅增长，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理论深度有所提高。当今的日本社会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高素质的研究

队伍正在形成;及时抓住日本社会的新问题;运用比较视角进行研究;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社会学著作。但客观而

言，中国日本社会研究的总体水平依然比较滞后，学术成果零散而不够系统，许多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和阐述性阶

段，研究方法也亟待改进，中日两国共同的合作研究较少。相信随着中国学者研究经验的积累和专业素养的提升，

日本社会研究学科整体水平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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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作

为日本研究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涉及日本的人口

变动、社会福利、社会思潮、社会政策、社会运动、社
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性别、大众传媒、城市化、婚
姻、家庭、教育、劳动、社会问题等诸多内容。对日本

社会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不仅有利于学科发展，还

有助于加深我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并为我国的社

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治理以及制度建设提供有益

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是对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日本社会

研究总体状况的回顾与展望，因资料所限，研究对象

仅限于 30 余年来大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学术专著、

论文，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

的研究。

一、日本社会研究的发展轨迹

( 一)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社会研究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两国处于长期隔

阂状态，相互之间缺乏了解。邦交正常化以后，双边

关系发展迅猛。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

引起中国的普遍关注，中国的日本研究呈现蓬勃发

展态势。80 年代中期，各地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

体纷纷成立。例如，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日本史

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学

中心、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关系史学会、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日本研究领域的

学术杂志不断涌现，日本研究者人数大幅增长，语

言、文学、经济、历史、政治、外交、哲学、文化等各学

科的日本研究全面展开，为日本社会研究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内学术界对日本社会的研

究有两个亮点，一是不少研究者对日本走向现代化

道路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兴趣浓厚，

有不少论文或学术资料从社会视角介入日本现代化

研究; 二是一些日本学者的社会学著作在国内翻译

出版，如: 中根千枝的《日本社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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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版) ，福武直的《日本社会结构》( 广东人民

出版社 1982 年版) 和《现代日本社会》(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1982 年版) 等，还有一些介绍日本社会、日

本社会学的译文。这些社会学著作和译文开拓了中

国研究者的视野，对中国读者了解和认识二战后的

日本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日本社会研

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总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

代的日本社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论文数量不多，

内容偏重于对日本社会的介绍，理论性和学术性均

较为欠缺。日本社会领域的研究专著较为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诞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第

一部研究日本婚姻家庭问题的专著，即张萍的《日

本的婚姻与家庭》(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4 年版) ，

该著作对战后日本婚姻与家庭状况以及日本妇女

地位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和评价，历史跨度较大，视

角也较宏观。
( 二)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社会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

济持续低迷，少子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家庭成员之

间的情感日渐疏离，以终身雇佣制为代表的日本式

企业经营体制发生动摇，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国

民普遍对未来丧失信心。针对日本出现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获得

较快发展，表现在: 领域不断扩大，论文和专著数量

逐渐增多，研究者队伍进一步壮大，学科也更加细

化，理论性和学术性逐步加强。
日本人口、家庭、就业、妇女、社会阶层等领域

诞生了大量学术论文，另外，还产生了一批有一定

学术价值的专著，如: 唱新的《现代日本城市管理》
(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周维宏的《日本农

村工业化史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梁忠义主编的《当代日本社会教育》( 山西教育出

版社 1994 年版) 、刘天纯的《日本现代化研究》( 东

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杜建人的《日本城市研究》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陈建安的《战

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卓的《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刘 银 良 的《现 代 日 本 社

会》(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李国庆的《日

本农村的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等。这些专著涉及日本的城市、农村、教育、
家庭制度、现代化、社会保障等领域，在中国的日本

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 三) 21 世纪以来的日本社会研究
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全球化、信息化、消费社会

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养老、护理、育儿、
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等问题成为日本政坛、学术

界、媒体和国民普遍关心的话题，其中一些现象令人

深感忧虑，如: 非正规雇佣者和失业者比例迅速加

大，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以“飞特族”、“御宅

族”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会参与大幅减少，

年轻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家庭和零储蓄

家庭数量增长，忧郁症、狂躁症患者人数增多，自杀

率升高等，这些日本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均成为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所关注的课题。
进入 21 世纪后的日本社会研究，在经历了 80

年代的起步期和 90 年代的快速发展期后，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李卓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研

究做了如下评价: “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

方法之新，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取

得了开拓性进展。”①

李国庆是较早关注日本社会和日本社会学的学

者，他在《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一书中，运用大量日本的

研究成果和数据，以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战

后日本民主化、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及特征，

阐述了日本人的家庭、职场、社区等主要生活领域的

传统特征，分析了日本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探讨

了世纪之交日本社会的结构变化。书中还专辟一章

对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时期、研究热点、研究方法进行

了较为详尽地介绍。该书对中国日本社会研究学科

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研究在以下领域取得了较

为突出的进展。
一是日本少子老龄化研究。进入 21 世纪，不少

研究者将研究聚焦于少子老龄化问题，尤其侧重于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进程、现状、成因及老龄化对

经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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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卓: 《近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文化研究( 1997 － 2008) 》，《南开日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



年来，老龄化研究拓展到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人

口政策，研究的主题也扩展至与人口结构变化密切

相关的劳动人口变化、家庭结构、养老模式、社会活

力、社会与家庭再分配、消费结构、社会经济负担等

领域。① 这方面的论文有: 宋金文的《当代日本家庭

论与老年人抚养》( 《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5 期) 、
王伟的《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对社会的影

响》( 《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 以及田香兰的《日

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兼论日

本的人口政策及效果》( 《日本学刊》2011 年第 5
期) 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老龄化领域中，有

关完善老年保障体系、健全社区老年服务、确立居家

养老方式、充分发挥老年人潜能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不断出现，还有论文涉及日本超老龄社会。蔡林海

所著的《老化预防、老年康复与居家养老: 日本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 2012 年版) 阐释了老化预防与老年康复的

社会意义，老化预防与老年康复及居家养老和居家

护理的基础知识。该书还对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战

略、日本社会的养老国家战略、日本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
二是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进入 21 世纪以

来，有多部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专著出版，如: 吕学

静编著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年版) 、沈洁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年版) 、宋金文的

《日本农村社会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韩君玲的《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 商务

印书馆 2007 年版) 、崔万有的《日本社会保障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王莉莉和郭平

主编的《日本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年版) 、宋健敏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等，这些著作涉及日本的社

会保障制度、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医疗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等，囊

括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方方面面。较之 90 年代

的日本社会保障研究，这一时期的成果呈现出更为

系统化和综合性的特点。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了日本

社会的低保制度、社会保障预算编制等。②

三是妇女、婚姻家庭、家族制度、女子教育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

是从婚姻家庭研究起步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采用

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增多，学术性增强。

同时，出现了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和日本的婚姻、

家庭、继承制度等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在研究方法

上引入了社会性别这一新的研究视角。③ 该领域的

学术著作有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 人民

出版社 2004 年版) 与《日本家训研究》( 天津人民出

版社 2006 年版) 、王慧荣的《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胡澎的《性

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赵敬的《当代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等。在家庭关

系，特别是夫妻关系的研究领域中，田晓虹的《战后

日本婚姻关系的整合与冲突》( 《日本研究》2001 年

第 3 期) 和《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关系嬗变》
( 《日本学刊》2004 年第 1 期) 等文章探讨了日本家

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向着平等、自主、更富人性的

方向发展的趋势。

四是日本社会思潮和现代化研究。在社会思潮

领域的研究中诞生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著，如: 高增

杰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1 年版) 、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

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赵京华的

《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7 年版) 、赵军的《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刘金才的《町人伦

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版) 和李文的《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

化》(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分别从町人和武士

道的视角对日本近代化动因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五是社会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

对日本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中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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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 30 年综述》，《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1981 － 20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崔晓冬: 《日本社会保障预算编制及其启示》，《日本研究》2010 年第 1 期。
具体研究状况请参考胡澎的《中国的日本妇女与家庭研究 30 年综述》，收入李薇主编: 《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1981 －
20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等领域均较为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

下，近现代日本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未有进展。2010
年，李卓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 一书的出版使这一落后状况大为改观。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冠以日本社会史的学术论著，也

是从社会发展这一全新视角解读日本近现代历史的

一部有着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此外，在社会阶层、城市化、社会运动、社会组织

等方面均有不少成果问世。

二、当今日本社会研究的特点

( 一) 日本社会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
改革开放后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他们

广泛接触日本社会，接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了解学

科前沿动态。现在活跃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的不少

专家、学者，都有在日本学习、生活或访学的经历，有

的还是从日本教育机构毕业的博士、硕士，不少人学

成回国后成为日本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学术

研究的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一批批更为年轻的留学

生学成回国，成为日本社会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还

有不少国内培养的新一代研究者也涌现出来。当今

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研究者，大多在政府的研究机

构或大专院校工作，也有个别来自媒体等其他机构。
这些研究者大多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对日本社

会保持着敏感和关注。有些研究人员与日本社会学

研究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能站在学科前沿进

行研究。目前，一支日本社会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

且逐渐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知识结构多元化的

趋势。
( 二) 关注日本社会变化与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当今日本社会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当多的

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日本社会变化和新出现的

社会问题。例如，日本在平均寿命、老年人口数量、

高龄化速度这三方面均可称为世界第一老龄化社

会，日趋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一个

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研究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研究者积极应对，在人口问题研究中取得了不

少成果。另外，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阶段

建立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全民社会保障

制度，2000 年 4 月 1 日又正式实施护理①保险制度。
中国学者对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示出浓厚的兴

趣，不仅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阐述，还将研

究向综合性、系统性方向推进，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的学术著作。②

20 世纪 90 年代后，社会差距扩大问题成为日

本社会各界人士议论的话题。中国学者敏感捕捉到

这一变化，有关日本的社会阶层、收入分配、雇佣就

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研究相继问世。如，胡欣欣在

《社会差距问题及日本的相关研究》( 《日本学刊》
2007 年第 3 期) 中着重介绍了日本政府对差距扩大

问题的态度以及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和理

论。相关论文还有施锦芳的《现代日本社会收入差

距分析》( 《财经问题研究》2009 年第 2 期) 、邢雪艳

的《变化中的日本雇佣体系》( 《日本学刊》2007 年

第 2 期) 、王海涛和谭晓军的《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

原因及趋势分析》( 《现代日本经济》2008 年第 4
期) 等。田思路、贾秀芬的《日本非正式员工的“社

会排斥”与权利回归》( 《日本学刊》2012 年第 6 期)

一文阐述了在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派遣工、外包

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不断增加，其弱势地位导致

了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

经济市场、社会组织、文化生活、政治活动所排斥的

状况。另有多篇论文从社会治理、低收入群体、“飞

特族”等角度对社会阶层、社会差距进行了论述。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离婚现象呈现出

数量逐年增多、年龄段偏高、女性占主导地位等一些

新的特点，“定年离婚”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流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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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学术界对日语中“介护”一词的翻译尚未统一，有人译成“护理”、有人译成“看护”，也有人直接用“介护”来表示。
这一领域的论文有:宋金文《日本护理保险改革及动向分析》( 《日本学刊》2010 年第 4 期) 、闻武刚的《日本老年护理保险
制度的成效分析与启示》( 《日本研究》2010 年第 4 期) 、施锦芳的《日本看护保险制度的沿革及其思考》( 《现代日本经济》
2011 年第 2 期) 等。
参见王彩波: 《优良的社会治理与相对的平等———日本经验的再思考》( 《东北亚论坛》2010 年第 6 期) ;朴京玉: 《日本社会
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田莎莎: 《日本“飞特族”的光与影———格差社会中
彷徨的日本年轻人》( 《法制与社会》2011 年第 26 期) 。



汇。中国学者几乎同时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对中老

年离婚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张冬冬的《当今

日本社会离婚现象透视》( 《日本问题研究》2010 年

第 4 期) 、《离婚热与当代日本社会伦理》( 《外国问

题研究》2010 年第 4 期) 、《日本的中老年离婚热及

其原因探析》( 《日本研究》2010 年第 4 期) ，以及王

桂兰的《透视中日两国“中老年人离婚”现象》( 《日

本研究》2010 年第 2 期) 均对离婚现象进行了分析

和研究。
这一时期，日本涌现了大量超越行政框架，进行

自由和自律活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些民间组织

分布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社区营造、国际援助、灾
害救助、人权维护、男女平等、环境保护、反战和平等

领域，通过提供服务、开展各种活动，已经成长为促

进经济发展、协调社会、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善

公民社会的一支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

了 30 多年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中国公民社会

已初具规模。公民社会的建设急需汲取发达国家的

成功经验。王名等编著的《日本非营利组织》(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暄的《日本社区》( 中国

社会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著作的出版，无疑对中国

公民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一定借

鉴作用。胡澎的《日本 NGO 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

的作用》( 《日本学刊》2011 年第 4 期) 和《非营利组

织在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南开日本研究》，世

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 等论文对日本的非营利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做了积极

的评价。
近年来，日本青少年研究涉及青少年思想教育、

青少年犯罪、青少年与大众文化等诸多内容。青少

年心理问题是社会高度现代化带来的副产品。作为

亚洲第一个高度现代化国家的日本，忧郁症、“蛰

居”现象( 或称“闷居”) 等心理问题突出，特别是

“蛰居”现象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且表

现出男性青少年比例增高，“蛰居”的时间越来越

长，人数越来越多的趋势。中国学者对日本当今青

少年问题较为关注，黄喜珊、刘鸣的《日本青少年的

闷居现象: 现状、危害、背景及应对》( 《比较教育研

究》2011 年第 5 期) 、师艳荣的《日本青少年蛰居的

现状与对策》( 《当代青年研究》2012 年 8 期) 偏重

对“蛰居”的含义及类型进行梳理，探讨“蛰居”在日

本产生的背景，阐述日本应对“蛰居”的措施。尚会

鹏的《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

察》( 《日本学刊》2010 年第 2 期) 虽不是直接研究

青少年问题的，但他运用心理文化学理论对这一日

本社会现象的解读深刻而到位。他认为，支撑日本

“集团社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

着“个体社会”转变。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

现的“个人化”是造成日本自杀率增高、抑郁症患者

增多、青少年自闭者和“自我萎缩”者增加以及“熟

年离婚”等日本特有现象增加的重要原因。
( 三) 日本社会研究中比较视角的应用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研究中比较视角的

应用比较突出，这说明研究者有着较强的中国问题

意识，希望通过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来解答中国社会

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国是当今世界人

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自然增长率高，

人口素质较低，另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同时，

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变。1999 年中国进入老龄

化社会以后，日本社会研究出现了不少关于中日老

龄化现状、异同及老龄产业的比较研究。如，查建华

的《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研究》( 《上海金融

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 着重分析日本老龄产业

中的护理产业及护理保险制度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老龄生活商品的开发及老龄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并

对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在市场主体、产业关联性及老

年人收入来源等领域进行了比较。还有从东亚视角

对日本老龄化的比较研究，如: 《东亚: 人口少子高

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日本·韩国

比较研究》①对三国少子老龄化的过程、特征、表现、
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在社会保障、养老模式、文化

培育、住宅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有助于促

进相关部门思考和出台少子老龄化对策。王莉莉的

《新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日本

问题研究》2011 年第 2 期) 从国际视角对日本人口

老龄化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日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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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桥主编，驮田井正、原田康平主审: 《东亚: 人口少子高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日本·韩国比较研究》，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口老龄化状况提供了科学翔实的依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进

行了一系列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

革。面对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国学者将

目光转向了有着儒教传统的邻国日本，有关日本养

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近年来，中国的

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介

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侧重对中国的启示，在

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中国与日本

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共性与差异，并探索形成异同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有不少论文都在

探讨日本养老方式、养老保险体系、居家护理服务等

对中国的启示。如，广井良典和沈洁主编的《中国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中国劳动社

会保障出版社 2009 年版) ，不但对日本社会保障制

度的内容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还对中日

社会保障进行了比较研究。关宁的《日本农村养老

保险制度研究及启示》( 《日本研究》2010 年第 3
期) 、黄雄的《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色及其启

示》( 《亚太经济》2011 年第 3 期) 等论文讨论了日

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侧重于对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的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为我国建立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近年来，

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范围从中日两国扩展到日

本、韩国、中国、新加坡等，聚焦于东亚社会保障模式

可行性的探讨。① 如，万金炳彻、于洋、杨立雄合著

的《中日韩生活保护制度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提出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当中

最基本且必不可少的制度措施，也是最后一道社会

安全网，政府有责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

障社会救助的实施。赵立新的《德国日本社会保障

法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 则将社会保

障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亚洲拓展到了欧亚。
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

两国同是以家族制度为社会组织基础，实行父权家

长制，妇女在法律、道德上地位较低。然而，两国的

历史发展进程又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学者在考察

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之后，开始从家族

制度、妇女解放思想和实践等角度来思考日本的近

代化道路，探求中日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原因，从而揭

示两国文化的差异。在中日两国家庭制度上的比较

研究领域，代表性成果有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

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和尚会鹏的论文

《中日传统家庭制度的比较研究》( 《日本学刊》1991
年第 4 期) 。落合惠美子、宫坂靖子、周维宏、山根

真理编著的《亚洲社会的家庭和两性关系》( 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11 年版) 是近年来对亚洲家庭的社会

学研究中较为罕见的一项大型跨国实证比较研究成

果，来自日、中、韩、泰、新的学者专家对亚洲五国六

地的女性在家庭里承担的各种角色进行了深入地比

较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四) 日本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是日本社会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日本不少社会学名著以

及社会学畅销书被翻译过来。如，高坂健次的《当

代日本社会分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 、鸟越皓之的《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住居广士主

编的《日本介护保险》(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年版) 、礒崎初仁、金井利之、伊藤正次的《日本

地方自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网野

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桑原洋子的《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
(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等。这些著作无疑拓宽了

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对缩短中日两国日本社会研究

的差距有着积极意义。特别是在社会阶层领域，桥

本健二的《战后日本社会阶级构造的变迁》( 南京大

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三浦展的《下流社会》( 文汇

出 版 社 2007 年 版) 、佐 藤 俊 树 的《不 平 等 的 日

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野雅至的《日本的社会病: 富人的傲慢和

穷人的怠慢》( 现代出版社 2013 年版) 和《日本人的

处世术: 什么人在日本能得到回报》( 现代出版社

2010 年版) 等一批著作纷纷被翻译出版。这些著作

对日本社会阶层进行了剖析，为中国研究者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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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万国威、刘梦云: 《“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人口与经济》2011 年第 1 期) ;林义: 《关于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
理论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



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的现实。落合惠美子的

《21 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分析了走过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日本

社会所经历的家庭和社会性别的变化。结城康博、
嘉山隆司的《日本老年人的生存困境———来自一线

的报告》(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版) 、上野千鹤子的

《一个人的老后》(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年版)

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近距离观察日本老龄化社会的

第一手资料。
2005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策划、周维宏担任

主编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共 10 册) 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分别是藤井胜的《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

学》、上野千鹤子的《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吉野

耕作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

同意识的走向》、广田康生《移民和城市》、江原由美

子的《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作田启一的《价值社会

学》、正村俊之的《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

结构》、富永健一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熊
泽诚的《日本式企业管理的变革与发展》、橘木俊诏的

《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这

种有计划、有组织、成规模地翻译日本社会名著的做

法，对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起了推进作用。

三、日本社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

取得了不小进步，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有了大幅增

长，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理论深度有所提高。日本社

会研究专著和论文，内容涉及社会史、社会结构、婚
姻、家庭、妇女问题、人口变动、社会阶层、企业组织、
农村社会、城市化、社区、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

利、社会问题、社会思潮、大众传媒等领域。中国的日

本社会研究已成为日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而言，中国日本社会研究的总体水平依然

比较滞后。正如王伟在论述中国日本社会研究时所

阐述的，“日本社会研究仍属于弱小学科，缺乏深

入、系统的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①即便是在

日本研究领域，相比日本外交、日本经济、日本文化

等学科的研究，日本社会研究也存在着差距。日本

社会研究的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虽涉及

面较广，但显得零散而不够系统，宏观分析的成果较

多，微观分析的成果较少，许多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

描述性和阐述性阶段，没有通过深厚扎实的理论来

进行验证。
日本社会研究在理论上也较为滞后，不少论文停

留在简单运用西方社会学、人口学及社会发展等理论

对日本社会现象和问题加以分析和诠释，缺少足够的

理论阐释，深度也有待提高。“研究方法亟待改进。
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的基础上，还应运用调查法、比
较法、归纳法、统计法、分析法等其他方法，熟练使用

数理分析和数量分析方法，以及思想实验、实验室实

验、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等各种方法。”②

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专门人才还比较少，且处

于较为分散的状态，缺少一个整合日本社会研究的

平台。在日本社会领域，中日两国共同的合作研究

较少，两国研究界互动不够，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

日本社会问题研究者之间也缺乏联系，相互了解不

够。这些无疑对日本社会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不利。
另外，中国的问题意识还应进一步加强，在对我国进

行建言献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后，相信随着日本社会研究者经验积累和专

业理论素养的逐渐提升，日本社会研究学科整体水

平会越来越高，学术规范会进一步加强。期待在不

远的将来，中日两国社会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也会越

来越密切，一个联系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日

本的日本社会研究网络将会建立起来。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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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主编: 《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1981 － 20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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