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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
事件研究述评
刘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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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同时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逐年呈

现上升趋势。本文在概述社会转型理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评述近年来社会转型背景下，
学者在群体性事件领域所进
行的研究，
并就群体性事件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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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2014 年《社会蓝皮书》均指出，
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
于矛盾多发期，以规模增大、时间拉长为新特征的群体性事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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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发展态势，
提出“ 社会双重转型
论”来替代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

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社会转型理论作为

从已有研究中可看出，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

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相关理论, 已成为研究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

注。值得注意的是，
除仍需关注社会关系中的强关系和干部权力

期内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支点。

的作用外，
还应重视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现象和所产生的社

一、社会转型理论
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起源于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进行的分
类，西方学者侧重于探讨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中国学者则关注

会问题，尝试构建相契合的社会转型理论范式。
二、群体性事件
（一）概念界定

改革开放。刘祖云认为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

在概念界定上，国外把群体性事件称为“社会运动”。我国有

一阶段将社会转型简单等同为经济增长，第二阶段将社会转型等

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含义，
可以概括

同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结合，
第三阶段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

为在特定情景下形成的，因某一种大致相同要求或愿望结成短时

入社会转型。

期的共同体, 为了共同利益或公开表达诉求, 而造成重大社会影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所带来的社

响的集群行为。

会变迁。李培林指出，杜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特殊的结构

在类型划分上，西方学界一般认同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

性变动，且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陆学艺等关注社会特征的

革命的三分法。国内学者的划分标准种类众多，涵盖事件的性

变化，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

质、参与主体的利益相关程度等依据。向德平等认为群体性事件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

具有自发性、失范性等特征。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和全球

展，
涵盖经济转型工业化等六个方面。倪志伟提出了市场权力命

社会环境的变化，群体性事件在组织形式、参与群体类型等方面

题、
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来解释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产

出现了新的特征。应星揭示出双方所共享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

生的影响，
他发现关系和干部权力对当今中国产生的影响依然很

机制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朱力等发现，近些年更多的非直接利

大。边艳杰也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权力维持现象显著，旧的

益者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群体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开始向

政治体制仍需受到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

合法化发展，群体性事件开始作为弱者的武器被普遍使用。同

研究结论趋于一致，
大多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被动转型到主动

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动员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烈度和

转型，
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推进，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特征。

群体性事件治控的难度。

纵观已有研究，对社会转型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尚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发现，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看，已有

少，
还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理论范型。因此，徐家林认为，需要

研究既有对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的整体考察，
研究视角也呈现

重新界定社会转型学科概念和确定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才能够

多元化态势。

构建社会转型理论新范式。更有学者参照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

（二）发生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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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背景视角出发，
学者们指出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

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不同程

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导致了社会控制弱化，从而激化了现实社会

度上在各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
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

中各种矛盾。还有学者认为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的表达渠道堵塞、

的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社会整合和控

分配机制不健全，
以及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

制能力下降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政治机会因素；
社会结构的急剧

火索。冯仕政着眼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认为中层认同

变动与紧张态势是成为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结构基础，
利益表

在不断流失和边缘群体的出现，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达机制不够健全完善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关键因素；
社会不满是

国外学者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根源的解读主要侧重于理论范

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我国公民主体意识的增

式层面，斯梅尔塞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分析造成群体性事件发

强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一定程

生所需的社会条件。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着眼于社会结构角

度上推动和催化了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方向中，
要结合社会转型期的特点，
深入

度，认为社会解组的程度越高,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也就会越来越

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发生机制，
针对群体性行动的不同的议

多。
（三）产生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群体性事件具有正负双重功能。李琼认为，群体性事件将加
速各级政府职能的到位化，提高各级政府人员的责任意识、危机

题指向和行动主体的诉求，挖掘行动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导火索，
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和合法程度的差别，
采取相应不同的
解决措施。

意识和使命意识。因此，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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