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学：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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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

田毅鹏
提要：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以战后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为背景，日
本兴起了以研究地域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社
会学。地域社会学试图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界限，以城市化背景
下“生活社会化”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
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新公共性构建”等问题
展开研究，建立起“结构分析”的学科分析范式。地域社会学通过对城乡过
密—过疏进程的研究，将城乡关系问题作为空间转换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其
对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特别关注。在拓展社会学学科研究界限的
同时，也为其走向政策应用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地域社会学 都市过密化 乡村过疏化 公共性结构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着战后日本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日
本社会的“空间结构 ”发生剧变。 城乡社会出现了所谓“过密 ”和“过
疏”问题。面对上述社会变动，从 70 年代起，日本社会学界掀起了“地
域社会学”研究热潮，经过数十载的积累，业已初步形成了地域社会学
的学科研究体系，日本也由此成为地域社会学发展的重镇。 学界通常
将地域社会学视为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主要是
指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
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 学界也时常“把农
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看作是地域社会学的下位概念，而将地域社会
学界定为二者的总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社会学可以简单地还原为
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虽然与农村社会学
和城市社会学的内容有交叉共享部分，但其学科目标却主要是将地域
问题置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试图以实证的、实践的研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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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989） 。本文试图以战
向，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分野 ”（ 森岡清美，
“
—
”
，
后日本城乡 过密 过疏 问题研究为中心 就战后日本地域社会学的
起源、发展及演变做一概括性论说，以廓清地域社会学的学科视域、研
究领域及运行过程，以为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鉴戒 。

一、城乡“过密—过疏”问题背景下日本地域社会学的勃兴
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作为对日本城乡“过密—过疏 ”问题的
直接回应，日本社会学界便开始意识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城乡
地域结构剧变所带来的影响，主张将都市化背景下的城乡问题作为社
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但在产业化、城市化深度主导之下的日本社会
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旧有的“城乡范式 ”来加以理解，由此便提出了超乎
城乡之上的“地域视界”问题。正是在回应“乡村过疏 ”和“城市过密 ”
问题的背景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得以兴起并迅速成长 。
（ 一） “过密—过疏”问题与日本传统地域构造的剧变
1． 关于乡村过疏化
1966 年初，日本经济审议会在报告中指出，在日本经济高速前进
的过程中，“人口的地域移动呈现出强劲的由乡村后进地域向都市先
进发达地域快速流动的趋向。这一由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地域变化也同
1968： 29） 。这是日本政府官方
时引发了严重的地域问题”（ 内藤正中，
文书中最早使用“过疏化 ”概念来阐释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地域的结构
性剧变。以此为起点，乡村过疏问题逐渐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话题。
一般认为乡村过疏化现象主要表现在： （ 1） 地域内人口和户数锐减。
以日本那贺郡弥荣村为例，“从 1960 年至 1965 年 5 年间，全村人口减
少了 1842 人，约占全村人口 1 /3，全村的户数也由 1176 户减至 917 户，
1968： 2） 。（ 2） 地域
其中，举家离村者达 144 户，达 502 人”（ 内藤正中，
老龄化。因离乡者大多为年轻人，遂导致过疏地域较早地进入到“老
龄社会”，地域活力严重不足。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人们可以在日
本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带有地域性、伦理性、永续性、集团性的组织
和群体。但时至今日，这种社会关系原封不动地存在并得以延续的地
域，在日本列岛已经不复存在。 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家庭主妇、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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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龄者则成为乡村留守者。（ 3） 过疏地域的经济急剧萎缩，生产规
模缩小，财政能力下滑。地域公共服务能力低下，教育、医疗、消防等活
动难以为继，一些传统的冠婚葬祭仪式也因缺少年轻劳动力而面临严
重困难。（ 4） 生活信念低落。在地方空洞化、人口外流、经济活动停滞
等因素的作用下，“地域居民生活信念低靡，对自己居住地方原有的魅
1968： 278） 。
力感和自信心丧失殆尽”（ 池口小太郎，
为克服过疏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便陆续出台了
《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 》（ 又称《旧过疏对策法 》） （ 1970 － 1979） 、
《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 》（ 又称《旧过疏振兴法 》） （ 1980 － 1989） 、
《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 又称《新过疏法 》） （ 1990 － 2000） 、《过
疏地域自立促进特別措置法 》（ 2001） ，试图通过一系列“过疏对策 ”以
减缓过疏化进程。
2． 关于城市过密化
所谓“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适密”而言的。几乎在乡村过疏现
象出现的同时，日本城市社会因大量人口涌入而开始面临过密问题 。
加藤秀俊较早意识到“过密”问题的存在，早在 1965 年他便提出“高密
度社会”概念，指出“不仅要注意技术进步给日本带来的‘物理空间 ’的
1965） 。
变化，而且更应注意‘社会高密度化 ’带来的影响 ”（ 加藤秀俊，
经过数十年的探讨，日本学界对“过密 ”现象业已形成基本共识，认为
所谓过密现象主要是指“因人类大量集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但
在判断某地区是否存在过密现象时，又因其文化背景、生活样式、地理
1993： 215） 。
条件、技术水准等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森岡清美，
一般说来，战后日本的“都市过密 ”经历了两个阶段。（ 1） 早期的
过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据统
1975 年时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内的总人口达 4706 万人，
计，
占日本人口总数的 42% 。 人口集中区域的人口数合计 3847 万人，占
1982： 22 － 23） 。 这一阶
全国人口集中区域人口数的 60. 3% （ 濱英彦，
段的“过密”现象主要是与边远农村、山村、渔村的“过疏 ”相对而言的。
（ 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过密问题 ”。 新过密化最大的特点是东
京圈的一极集中化 （ 佐藤俊一，1997： 411） 。 据统计，到 1992 年“以东
京为中心，由神奈川、千叶、崎玉一都三县构成的东京圈虽然仅占国土
全部面积的 3. 6% ，但人口却大约 有 3000 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 四 分 之
1993： 602 － 603） 相比之下，关西圈和
一。”（ 日本日本経済調查協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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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圈则停止了过密化的演进态势。“一边是繁荣的东京，另一边
1992： 97） 。复杂的过密现象到底是城市
则是不景气的地方”（ 昇秀樹，
社会的福音，还是灾难，值得学界长时间探究。
3． 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的实质
在“过密—过疏”概念的提出及演化过程中，人们对其的理解不断
走向深化，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城乡“过密—过疏 ”问题不是一种单纯
的人口流动迁徙现象，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城乡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
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动。 城乡
“过密—过疏”现象体现了工业资本生产和农业小商品生产之间的结
构不平衡。它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地域性和共同性不断分
离、不断扩散以及共同性不断丧失的过程。 作为传统社会共同体的乡
村走向衰落，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连接开始松动，而作为市民
自主性和责任性的主体，如何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则成为挑战。 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过密都市在与过疏乡村的对垒中占据优势 ，但其内部亦因
过密问题的困扰而面临挑战。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过密—过疏 ”问
题，实际上就是“现代城乡社会何以可能 ”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
问题。
（ 二） “过密—过疏”问题的连带性及其对城乡二元分析模式的挑战
在现代社会，虽然承载着工业文明的城市业已成为绝对中心 ，但乡
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作为社会的一极而存在的。 与此相对应，现
代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大体上是围绕着城乡二元模式展开的 。就社会学
而言，与城乡分立的社会格局相对应，形成了以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
学为主体的学科知识体系。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东
亚国家开始了战后的快速发展。 在令人耳晕目眩的发展变迁进程中，
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城乡社会问题的连带性迅速凸显 。主
要表现在：
1． 城乡混住化
在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轿车、地铁、城铁等交通工具的
普遍使用，加之都心地价飙升和环境恶化，大量城市人口开始移住郊
区。伴随着通勤圈的扩大，前往乡村寻求住宅的人越来越多 ，出现了城
乡混住化倾向。所谓混住化社会，主要是指在城郊和一般乡村空间范
围内，农户和非农户同时存在的格局。据统计，在 1970 年，日本乡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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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和非农户 所 占 比 例 发 生 逆 转，非 农 户 在 农 村 所 占 比 例 逐 渐 增 多。
1972 年，日本农业白皮书中率先使用“混住化社会 ”一词。 到 1975 年，
全国农村非农户占了农村居民总数的七成。 在这一意义上，农村已非
农民独有的空间，甚至农民在农村中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少数派。 混住
化并不仅仅是指一种简单的人口混杂 ，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样态。
在混住化社会里，传统的同质性的村落社会中出现了异质化构成要素 ，
同质性社会开始走向崩解。 这种混住化社会因其既存在城市的因素，
也存在乡村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社会“重层结构 ”，导致地域社会逐
渐丧失了传统的共同性，失去了解决其自身问题的能力 （ 石水照雄，
1962） 。
2． 城乡兼业化
在城乡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单一的农业经营实际上已不可
能，绝大多数农家采取了“兼业化”策略，即除农业经营外，兼营农业以
外的经济活动。作为农民非农化的重要途径，兼业化在增加农民收入
的同时，也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一大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
流动人群。毫无疑问，兼业化增强了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也使
得农民“收入出现差异，逐渐丧失了作为农业从业者所特有的职业等
质性特点。在失去职业等质性的同时，其传统的相互扶助精神也走向
1986： 81） 。
弱化。村落生活体系亦趋于个别化”（ 石田正昭，
3． 城乡生活模式趋同化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生活模式必然对乡村产生了
巨大影响。从理论上看，虽然在现代社会的总体格局中真实地存在着
城乡之间的对立，但并非一种势均力敌基础上的对抗。 以大工业为基
础的现代化大城市对农村所构成的剧烈冲击，必定导致乡村走向“孤
立和分散”。而在现实中，乡村生活方式趋同于城市的过程，往往是通
过城乡混住化和农民兼业化逐步实现的。 以城市生活为模板，乡村的
生活世界发生了剧烈变迁，其结果必然导致城乡间生活样式趋于划一 ，
从而从生活基础层面消解了城乡分立存在的理由 。
（ 三） 地域社会学勃兴的社会背景及知识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日本学界对地域问题并无特殊关注。 这主
要因为： 第一，日本地域空间狭小，自古一统，各地域之间没有明显的差
别，故在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不会产生明显的地域异质感和差别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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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较快发展 ，但经济发展的
冲击波尚未对乡村构成巨大冲击 ，城乡仍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尚未产
生重大分化。第三，战前日本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意识淡薄，
对地域问题也不甚敏感 （ 池口小太郎，1968： 53 － 54） 。 战后日本经济
快速发展，城乡地域社会发生剧变。 当这种传统的城乡秩序被迅速打
破，甚至走向解组时，必然会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从而表现
出对地域 问 题 的 特 别 关 注。 其 中，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住 民 运 动 ”的
勃兴。
所谓“住民运动”，一般是指围绕着地域生活和地域问题，在一定
的社会紧张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住民与权力对抗的关系及行动 （ 蓮見
1980： 236） ，有时也被认为是旨在维护住民消费生活过程以及居
音彦，
1972）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面对工
住地生活权利的运动（ 遠藤晃，
业化和国土开发背景下的环境、公害、医疗、教育、福利问题，日本列岛
掀起了强劲的住民运动。 这场运动初期主要指向污染企业，要求政府
和自治体保障住民的财产及权利，同时指向劳动、生产、消费等领域。
运动中，日本的住民参与意识得到空前增强，地域组织也获得迅速发
展，地域自治力量得以彰显。 众所周知，早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便建立
起地方自治体制，但在战前这种自治实际上有名无实 ，而通过住民运动
地方自治得以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 。 虽然日本社会距进入“以地域为
中心的时代”尚有一定距离，但地域的确在这一进程中得到空前的彰
显，加快了由“住民参加”向“住民自治 ”转化的步伐，也为地域研究成
为日本学术界热门话语准备了条件 。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深受美国城乡社会学
研究的影响。松元治郎认为，美国 20 世纪初期以来有关地域社会的学
术理论谱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 第一期，以农村社会学
为中心的关于“地域圈”和地域集团的研究 （ 20 世纪初 － 1930 年 ） ； 第
二期，以芝加哥学派帕克、沃斯等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关于都市共同体
的研究（ 1920 － 1940 年） ； 第三期，从社会学、政治学学科交叉的角度展
开的关于地域权力结构与共同体的研究 （ 1950 年以来 ） ； 第四期，关于
地域社会的开发与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关注地域福利需求与福利资源
配置调整、社会福祉与居民组织的协调、地域居民的生活体系和行动体
系等问题（ 1950 － 1960 年代） 。其中，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对日本战
1973： 54） 。
后地域社会学的勃兴产生了巨大影响 （ 松元治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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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地域社会分析范式的确立
城乡社会的剧变使传统的城乡二元分立的分析模式已难以覆盖流
动而复杂的地域现象。学界开始意识到，单纯地从农村社会学或城市
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视域出发，已难以对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解读 。由此，
一些超乎城市、农村之上的地域问题开始成为主导。 很多研究者认为
“在城市和乡村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规定城市社会学的
研究范围，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城市无处不在，即
使在物质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会现实。因此，城市社会学并非纯城
2005： 1） 。可见，复杂的社会变迁要
市现象的社会学”（ 格拉夫梅耶尔，
求建立一种超乎城乡二元模式之上的新的研究范式 。
众所周知，“地域社会”概念的提出并非始于地域社会学研究勃兴
70 年代。早在 19 世纪初，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即开始广
的 20 世纪 60、
泛使用“地域社会 ”概念。 其含义主要是指一种基于地缘关系而建立
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结构及关系性总体 ，在通常情况下，学界也常称其为
地域共同体。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社会 ”
概念与前述的概念既有密切关联 ，亦存在重要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地域社会学使用的“地域社会 ”概念具有极强的动态性。 在
前工业化社会，人类文明所依托的“地域社会 ”基本上是静止的、具有
明晰空间界限的共同体。因为地域社会集团的成立一般是建立在定居
生活基础之上的。处于游牧、狩猎阶段的民族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
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地域社会 ”。农耕民族则因其过的是定居生活，
相比之下，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自然可组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的相对稳定的地域社会。 农村社会学研究正是以这种相对
稳定的地域社会空间为依托而展开的 。 而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
社会”则与之不同，它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
下发生了根本性变动，并开始走向衰落解组式变迁的空间。 与传统地
域社会概念的确定性不同，地域社会学关注的地域社会带有“暧昧性 ”
和“重层性”特点。这里所说的“暧昧性 ”，主要是指地域社会具有“广
域性”、“扩散性”和“不确定性 ”。 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地域
社会学所关注的不是那种静止的地域社会 ，而是动态的、流动的、重层
的、暧昧的“地域空间”。
第二，地域社会的统合性。长期以来，日本地域社会是由农村地域
社会和城市地域社会构成的。 但伴随着城市化和产业化的进展，日本
190

研究述评

地域社会学：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步入了全面城市化阶段，出现了城乡“统合化”变动。而这种“统合 ”实
际上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的基础之上的 。其统合动力主
要来自于地域经济结构的变动。 岛崎稔将日本城市分为重化工业都
市、纺织工业都市以及其他工业都市三种类型 ，其中，重化工业的发展
具有极强的劳动力吸纳需求。重化工业的建立使得工业都市成为吸收
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空间。可见，这里所说的“统合”并不是两种均等力
量平等互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倾斜的、不均衡的运动，是“资本力量 ”、
“工业空间”对“农村空间”统治和支配的产物（ 石川淳志等，
1983： 99） 。
第三，地域社会的关联性。 早在 1963 年，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的
早期奠基者关清秀即认为“所谓地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将城市、村落
统合起来的统一的‘相互关联 ’的地域。 地域社会学便是以研究揭示
这一‘相互关联地域’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其主旨为合理配置相互关
联地域的 人 口、产 业 和 文 化，尝 试 推 进 地 域 的 再 组 织 化 ”（ 関 清 秀，
1963） 。故地域社会学的特殊性和意义主要是“在被限定的地域范围
内，把握地域发生的诸现象、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对社会结构
1987： 9） 。
变动进行总体性把握”（ 久岛留陽三，

二、地域社会学研究的阶段性演进与展开
从时间上看，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的演进可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
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前，是地域
社会学起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 此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过密—
过疏”现象而引发的日本地域结构的剧烈变动，学者们围绕“地域生
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 ”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后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其研究主题是全球化、后工业化、
深度城市化背景下的空间变动和社会新公共性的构建，在此阶段新城
市社会学的空间分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 一） “地域结构分析”与“过密—过疏对策”（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前）
在日本地域社会学的初创时期，普遍流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
是所谓“结构分析”。作为地域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手段，结构分析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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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复兴、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地域间均衡发展为目标 ，其基本立场是关
注作为国家政策的地域开发对城乡社会的整体结构产生了哪些影响 ？
国家财政投入的实施对于阶级、阶层、集团等各种社会关系产生了哪些
1992： 88 － 89） ？ 概而言之，主要是关注城乡的“经济—
影响（ 鈴木広，
社会—政治”结构变迁，进而探索作为公共政策的地域开发政策与城
市结构变动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结构分析 ”并不
具有严密统一的分析范式，但却在上述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 ，并将其
提炼概括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模式 。这一分析模式的架构可以表
述为： 以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社会化 ”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
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
域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
1．“过密—过疏”背景下的地域生活变迁
地域社会学研究者所说的地域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地域
社会生活形态的分析，而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围绕生活资料供需
1991： 47） 。 在城乡“过密—
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联 ”（ 蓮見音彦，
”
过疏 问题出现和地域共同体走向消解的背景下，人们传统的地域生
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 1） 地域生活的社会化和个人化。
所谓“生活的社会化 ”主要指个人生活的外部依存度增大。 个人的生
活不再为传统的血缘、地缘共同体所庇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的
生活政策所左右； 而且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受企业和市场力量的影响。
正是在国家和市场因素的直接影响下，
生活资源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家族的功能大大减弱。由此，地域生活的社会化直接促进了生
1991： 48 － 49） ，导致地域生活发生巨变。（ 2） 地
活的个人化（ 蓮見音彦，
“血缘地缘型”生
域生活资料供给结构的变动。在传统的“家庭自给型”、
居民同时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但在基于
活资料供给结构中，
血缘、
地缘共同体的供给体系逐渐走向衰落的情况下，以国家为主体的
“公共型”和以市场为主体的“市场型”供给体系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生活资料的供给者主要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或分配者。
在这一意义上，
1991： 49） 。
居民变为生活资料的需求者或消费者”（ 蓮見音彦，
“
—
以地域生活论的视角来审视日本 过密 过疏 ”问题，我们会发
现，过疏地域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在于 ，随着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
城市，传统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生活资料供给体系宣告崩解。 而因过
疏地域人口稀少，市场型的生活供给体系也因难以盈利而不愿进入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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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口锐减以及私家车的普及，过疏地域的公共交通事业普遍面临经
营困境，宣告停运的线路与日俱增。 据统计，从 1965 年到 1970 年，日
本全国废止的公共交通线路达 1374 条之多 （ 自治省過疎対策管理室，
1972： 193） 。从而导致了过疏地域社会生活资料供给体系以及社会公
共性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型”供给系统便承担
了重大的责任。可见，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生活变动 ，实质上就是
生活资料供给结构变动的过程。
2．“过密—过疏”问题与地域组织团体重构
地域社会学之所以关注地域组织团体问题研究，主要是因为在都
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的进程中，日本城乡社会共同体开始迅速走向
衰落。一方面，由于过疏化背景下乡村人口锐减 ，加之随乡村农业现代
化推进而出现的农民“兼业化”和“脱农化”进程的发生，使得农村昔日
基于生产和生活而建立起来的原有协作关系大大弱化，乡村共同体不
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交通、通讯的发达，加之城市郊
区化的进程，出现了“职住分离”现象，导致町内会、自治会等城市社会
共同体的社会功能亦大大减弱。此外，非正式就业群体的增多，导致基
于职场的“职缘”日益稀薄，出现大量的“无缘人群”。 如何在新的背景
下实现城乡社会的再组织化，遂成为不可回避的难题。
从地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审视地域组织问题，不是一般性地研究
地域组织的构成及其功能，而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即认为地域
组织既是与地域社会生活相关的居民组织或团体，同时也是连结居民
与“公权力”之间关系的组织。以地域集团与公权力的关系为基准，将
其类型化，可分为经济团体（ 农业团体、林业团体、渔业团体、工商服务
团体） 、政策受益团体（ 医疗团体、福祉团体、教育团体等 ） 、市民活动团
体（ 文化团体、居民运动团体等 ） 、地缘组织。 在明确了地域集团分类
的基础上，地域社会学集中关注的是关于地域组织与公权力之间关系
问题的探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城市社会内部的町内会实
际上是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连结组织而存在的，其结构具有极
其明显的二重性，“既是作为行政末梢团体存在的，也常常扮演居民压
1961： 443） 。 故揭示地域集团在社会基层
力集团的角色”（ 松下圭一，
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作用，亦成为地域组织团体研究的核心内容 。
3．“过密—过疏”问题与地域格差
战后日本“过密—过疏 ”问题的演进，直接引发了严重的地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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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所谓“地域格差 ”，主要是指城市与乡村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
经济收入、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虽然地域差别自古有之，但毫
无疑问，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期的工业化将地域差别空前地推进和扩大
了。在一般情况下，地域格差的扩大往往与过疏化和老龄化有着较为
直接的关联。而农村与城市之间格差的扩大主要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
移动引发的。大量农村青年涌入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及周边的工业地
域。农业机械化也加速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 此外，由于日本近代以
来实施中央集权政策，尤其是伴随着战后经济发展奇迹的发生 ，出现了
“东京一极集中”现象，导致“首都圈 ”与“地方 ”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出
现了较大的差距。而且，近年来这些“差距 ”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
扩大，呈现出“格差定型化”的趋势。
从地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看，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格差乃是“土地
所有和资本的对立关系 ”，进一步言之，亦可说是“市场关系和共同体
之间的对立关系”。都市是“市场关系的凝集点”，故“都市和农村之间
关系的历史展开，也就是共同体和市场关系的历史展开。 伴随着资本
主义的拓展，通过成立国内统一市场和共同体的解体这一变迁过程 ，城
市地域和农村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得以展开 ”（ 岛崎稔，1976： 50 －
51） 。可见，在城乡“过密—过疏”的分析框架下，城乡之间的差距远非
可用那些简单的数据指标来衡量 ，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差异。
4．“过密—过疏”问题与地域政策
在战后日本地域社会“过密—过疏”的剧烈变动中，以政府为代表
的公权力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故在克服“过密—过疏 ”问题的进
程中，由政府推出的各种地域政策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针对
过疏化而制定的系列政策对策，针对都市过密化而出台的抑制都市扩
张的系列政策等。
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战后初期，日本将临海
工业地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其结果导致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大量
增加。城乡地域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造成了都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
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 ”
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 ，试图通过在空间上
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 。进入 70 年代，
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地域政策体系是开放的，它并不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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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动。“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
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 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
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 由此，
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
1993： 3） 。
此消彼长的关系”（ 伊藤善市，
（ 二） 地域社会公共性构造的转换（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
深度推进，日本社会进入了个体化社会时代 ，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被破
坏，地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开始走向崩解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的地
域社会学研究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地域社会学的第一阶段发
展主要是针对乡村地域过疏和都市过密问题，以地域生活结构变动为
切入点，围绕着地域结构分析而展开的，那么，这一阶段的地域社会学
则开始与公共哲学、公共性构造转换等话语相结合，集中探讨地域社会
与公共性构建问题，并试图超越作为“问题 ”的城乡“过密—过疏 ”现
象，而直面过密社会和过疏社会的挑战 。20 世纪晚期欧美流行的新城
市社会学关于空间分析的视角也为新时期地域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理论
滋养。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在 90 年代后期的上述转换，从 1991 年以
来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会出版的主题研究报告即可略见一斑 。
1． 空间变动与“过密—过疏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为背景，日本地
域社会学关于“过密—过疏 ”问题的研究分析手法显得更加细腻。 多
数学者认为，与其将城乡“过密—过疏 ”现象看成是一种“问题 ”，还不
如说“过密—过疏”现象已化作一种“社会形态 ”的实体性存在。 运用
“空间分析”理论，对“过密社会 ”与“过疏社会 ”的特殊存在形态及其
相互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 。
（ 1） “过密—过疏”社会间的复杂转换。 一般说来，“过疏化 ”以及
随年青人外流而带来的老龄化，本是在偏远山区、渔村、离岛、小城市等
典型过疏地域发生的特有现象，但吊诡的是，到 90 年代，很多研究者发
现过密与过疏地域之间业已发生颇为离奇的空间转换 。在城市过密的
都心地域出现了昔日只在过疏乡村发生的严重的“过疏现象”。“都心
过疏”又称“都心空洞化”或“内城衰落 ”，主要是因内城人口外流到郊
区而带来的老龄化和城市中心区域衰落现象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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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会出版的主题研究报告（ 1991—2011）
刊期

研究主题

出版时间

第5 集

都市·内存的新局面

1991 年

第6 集

转换期的地域社会学

1994 年

第7 集

地域社会学新的论争点

1995 年

第8 集

地域社会学的回顾和展望

1996 年

第9 集

地域·空间的社会学

1997 年

第 10 集

城市再生与地域社会

1998 年

第 11 集

全球化与地域社会

1999 年

第 12 集

生活·公共性和地域形成

2000 年

第 13 集

市民和地域―自己決定·协动及其主体

2001 年

第 14 集

地域公共性的重构

2002 年

第 15 集

公共性的转换和地域社会

2003 年

第 16 集

分权与合并： 罗尔斯多样的地域观

2004 年

第 17 集

罗尔斯的再评价

2005 年

第 18 集

格差、阶层与低于社会不平等

2006 年

第 19 集

阶层格差的地域展开

2007 年

第 20 集

缩小社会与地域社会学的现状

2008 年

第 21 集

缩小社会中的地域再生

2009 年

第 22 集

从地方看地域再生的现实

2010 年

第 23 集

地域再生的展望与地域社会学

2011 年

中，诸多经济社会功能集中在城市的都心 ，包括东京圈在内的那些大都
市，基本上都形成了“职住分离”的都市构造。结果导致通勤时间无限
度增加、郊区住宅昼夜人口比例悬殊，即白天在郊外居住区停留的“全
日制市民”减少，郊区成为“睡城 ”； 而都心白昼人口密集，夜晚则因以
年轻人为主体的大批活动者返回郊外而陷入严重的“空洞化 ”。由此，
研究者们透过都市中心空洞化现象，发现了在过密的都市空间内产生
了与乡村过疏地域类似的情况，即高龄者因所依托的地域社会体系业
已走向崩坏，而不得不面临过疏乡村同样面临的孤独和无助境地。 同
样，乡村过疏地带也因产业凋敝，导致就业机会空前匮乏，其居民获得
就业的机会较之城市人口过密地带还要困难 ，是为“过疏中的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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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过疏社会与过密社会的互动与“共生”。过疏地域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 在过疏地域，约占日本全国 1% 的人口支
撑着超过半数的国土。他们通过对农地、森林、江河湖泊的管理维护，
在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资源、提供安全食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故过疏对策应是一种基于过疏乡村与过密城市交互支撑的设计和考
量。伴随着过疏地域人口数量的减少、老龄化以及地域产业走向衰退
的进程，如何在过密都市与过疏乡村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成为问题
的关键。有些地域试图通过吸纳观光客在内的“地域外关系者 ”，使之
进入过疏乡村，利用其握有的资源为过疏地域的振兴发挥作用。 与本
地域各种力量相比，这种“地域外关系者 ”具有异质性，给过疏地域注
2010） 。
入了新的活力（ 森重昌之，
2． 地域社会公共性构造的转换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地域社会学研究在转型过程中，逐渐与公共
性话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向。 公共性一般是指“对社会
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 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
社会全体”，“是不求‘闭锁性’和‘同质性’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 ”和
“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 ”（ 斎藤純一，
2000： 6） 。 在日本走向现代的过
程中，公共性结构主要体现为以“公 ”为主体的“立公灭私”、“损私奉
公”的过程。到二战后，虽然“灭私奉公 ”的绝对服从基本上已经成为
历史，但来自民间自组织的“共 ”的支撑力量并未臻于成熟，故在地域
社会学与公共性话语的碰撞中，如何在继续发挥“公 ”的作用的同时，
激活“共”的力量成为问题的关键。“参与 ”与“协动 ”问题和新公共性
承载者问题成为研讨的热门话题 。
（ 1） 从“参与”到“协动”。 协动一般是指复数的社会主体，为了其
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一致性行动。与“参与”相比，协动具有以下几点
不同： 首先，如果说“参与 ”主要是强调在公权力的号召下展开，那么，
协动主要强调的是“共 ”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居民、地域 NPO、企业、
政府及地方自治体。由此，在此协动系统中，行政力量也只是作为平等
协动的一方，被称为“行政市民 ”，而不再具有独尊的行政权力地位。
其次，以往的“参与理论”主要是依托于政府，围绕着“权力与参与 ”这
一分析框架展开的。一般说来，“参与”是作为与权力相对的概念而存
在的。其存在或是与既定的权力对抗，或是由权力自上而下赋予的参
与权。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到 70 年代，整个日本列岛居民运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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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彼伏。其运动的兴起主要是针对 1955 年以来经济发展和快速增长
而带来的诸如公害频发、自然环境破坏、历史遗产损毁等事件为背景而
发生的，构成了对地方政府权力的一种强力对抗。 而在 90 年代后期
“创城运动”的背景下，地域社会学研究者之所以不再使用“参与 ”而使
用“协动”一词，主要在于强调运动决定和实施主体的多元性 。 在这一
体系内，行政和市民是作为平等的主体而存在的 。
（ 2） 寻找包括 NPO 和志愿者在内的新公共性的“承载者 ”。 近年
来在面对防灾、老龄化支援等问题时，人们不仅强调来自政府的“公
助”，以及来自市场的“自助”，更强调居民之间的“互助”。但当我们将
目光投诸现实的城市生活时，会发现城市邻里陌生化，邻里关系稀薄化
已是不争的事实，使人难以对邻里互助关系报以现实的期待。 以此为
契机，新公共性建构之思潮勃然而兴。 日本社会长期由国家独占的公
共性也开始向市民协动型的公共性转变 。寻找新公共性的诸多承载者
成为当务之急。据统计，到 1996 年，日本已有 25 万多个具有正式法人
地位的非营利组织，相关的社会法规约有百余部，而尚未获得正式社团
身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约有 85000 个 （ 西克尔，2000： 143） ，由此形成
了诸多“新公共性”的承载者。
3． 地域社会的衰败与再生
进入新世纪，日本列岛“过密—过疏 ”的进程并没有缓解的迹象，
而是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过密都市的中心街
区，繁华的经济商业发展的背后潜藏着严重的社会衰败。 都市社会衰
败首先表现在城市居民“共同行动 ”能力的退化。 与 20 世纪 60 年代
9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化、居民多元化和异
市民运动之频发不同，
质化，加之，城市邻里关系的陌生化和关系稀薄化，导致城市居民之间
的互助行动丧失了现实的实体基础 （ 大槻知史，2003） 。正是在上述背
景下，近年来城市空巢老人的“孤独死”问题，格外触目惊心。 所谓“孤
独死”，主要是指家族小型化、老龄化、城市近邻关系疏远化而导致的
空巢老人死亡后方被发现的现象 。
而在过疏地域，部分过疏村落开始面临“村落终结 ”的挑战。 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过疏地域的发展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 在以往，过疏
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年青人告别乡村而流入城市 。但新时期的过疏现
象则是以年青人流出乡村、少子化、无子化为主要特征。标志着过疏现
象开始由“年青人流出型 ”（ 1970 年 ） 向“年青人流出型 ”+“少子型过
198

研究述评

地域社会学：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1996： 199 － 215） 。1991 年，大野晃根
疏”（ 1990 年以降） 转变（ 山本努，
“
”
据实证调查提出了 界限村落 概念，认为在严重过疏化的村庄，其村
落有可能走向“终结”，其具体指标为： 村庄人口中 65 岁以上老人占据
一半； 村庄因老龄化而导致正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难以展开 ； 村落传统
1991） 。 由此，过疏地域的乡
的文化、祭祀等仪式活动的停顿 （ 大野晃，
村社会何以可能，便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话题了。

三、地域社会学的评价
如果我们把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最为基本的追问理解为“社会何
以可能”的问题，那么，地域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则应相应地表述为： 如
何在地域社会走向流动、地域集团走向衰落甚至解组的状态下把握社
会的复杂变化？ 如何在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复杂变动中探寻维持社会
“秩序“与“发展”的可能？
（ 一） 地域社会学与日本社会学学科发展
1．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拓展
大约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产生于欧美的社会学开始向包括东亚在
内的非西方国家传播。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那些舶自欧美的社会学
理论在与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理论的交融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以都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为背景，日本社会学
界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到今天已初步建立起超越城乡社会学
之上的地域社会学的分析传统和研究范式。 众所周知，日本的都市社
会学深受美国城市研究的影响，与之相反，日本的农村社会学则具有很
强的本土研究传统。地域社会学则是在融汇上述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形
成了新的分析范式。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还努力实现了对西方社会
学理论的突破与更新。如城市化背景下乡村迅速走向过疏化，与西方
社会学共同体概念相对应的村落 、家族纷纷走向解体，而失去了其存在
的现实依据。但地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联系并未完全丧失，而是实现
了新的转化。为了更好地把握到这一转化进程中存在的新的“社会联
结”，日本学者提出了“共同性 ”概念，以发现日常和非日常、显在的和
潜在的共同性的存在 （ 田中重好，2011： 264） ，且试图通过对共同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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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内涵的发掘以丰富共同体理论体系 。
2． 推进社会学研究实现空间转向
近年来，在论及自 20 世纪 70 年代肇始的“社会学空间转向 ”思潮
时，学界往往论及的都是列斐伏尔、吉登斯、福柯、卡斯特尔等社会理论
巨匠，而忽略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东亚的日本还存在着学科实践意义
上的社会学的“空间转向”。虽然从思想理论传播的角度看，日本的地
域社会学研究深受上述社会空间理论的影响 ，但不容否认的是，日本的
地域社会学研究者将“老龄化”、“性别”、“社会集团”、“地域格差 ”等
概念带入研究，直面由“过密—过疏”所带来的“缩小社会”、“混住化社
会”、“内城衰落”等复杂的社会空间变化，以回应“过密—过疏”状态下
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上述意义上，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为 20
世纪晚期世界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3． 强化社会学的政策关怀和应用取向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社会学虽以实证研究见长，但长期以来，
在如何将实证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方面尚缺少足够的支撑手段 。
鉴此，地域社会学于其揭橥之初，便努力将其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
的地域政策，带有极强的政策应用取向，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政
策应用科学。在发展初期，那些参与地域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学者
即努力通过地域社会学，对国土开发规划有所贡献。 他们希望将地域
社会学构建成一门融“科学与政策”、“学问与实践 ”为一体的学问 （ 関
1963） 。数十年来，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主要围绕着乡村过
清秀，
疏—城市过密、地域社会组织重建、超越农村与城市之上的社会公共政
策研究、地域对立及地域歧视、地域活性化、跨地域合作网络的构建等
问题展开，形成了诸多研究热点，为东亚其他国家的地域社会学的研究
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和典范 。在日本地域社会学发展的进程
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过疏对策—过密对策 ”这两条清晰的线索，与
这两条政策线索直接相联系的，是《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过疏
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 》等政策规制的
存在。虽然上述政策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在加强社
会学走向政策应用化发展趋向上却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 二） 地域社会学发展的局限
虽然地域社会学在日本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但从总体上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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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314） ，
学科体系的地域社会学至今尚未建立起来 ”（ 石川淳志等，
，
：
其发展尚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局限 主要表现为
1． 如何真正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界限，建立起新的学
科分析范式
早在 20 世纪中期，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即被质
2006：
疑，甚至有学者发出过诸如“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 卡斯特尔，
239） 之类的疑问。而作为同样关注空间研究的地域社会学，其发展也
将面临如何处理好与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因
为在城乡关系发生变动的条件下，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也在调整
其学科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呈现出城乡研究一体化的演进态势。 在
此种情况下，地域社会学如何在“两线作战 ”的背景下形成自己具有影
响力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其所面临的真实的挑战。
2． 外来理论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日本社会学界存在着一个比较绵长的村落研究传统 ，其关
于农村地域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以“村落”为出发点，将农村社会视为一
个紧密的社会结合体，关注基于土地占有关系基础之上的“村 ”与“家 ”
紧密的一体性结合。而城市社会学则是在二战后引入美国芝加哥学派
的相关理论而形成的。如何将这两种研究统合到一个空间，消解二者
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村”与“城”的统合，便成为一个研究难点。
3． 政策转换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自地域社会学研究发轫之时起，很多学者便具有以下共识，即“伴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空前加大了。因此，以作为国家政策媒介体的自治体为中心 ，而对地域
2005） 。在上述认
社会体系展开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 黑田由彦，
识支撑下，地域社会学研究者试图努力通过“理论”与“政策 ”之间的有
机转换，以切实推进应用社会学的发展。 早在 1964 年，大道安次郎即
提出以社会规划的理念构建地域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张通过对地域
开发进程中居民的社会生活变化展开实证调查，针对诸多地域问题制
1964） 。
定相应的对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实证应用取向 （ 大道安次郎，
20
90
“
”
，
“
—
”
在
世纪
年代前的 结构分析 阶段 围绕着 过密 过疏 问题的
探讨中，社会学的对策能力有所提高。 但到 90 年代末期，地域社会学
对国家地域政策变动和行政区划改革却缺少足够的关注，其结果是
“将 90 年代以来政府关于基层体制改革置于研究视野之外，对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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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社会公共性再构筑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及其作用关注不够 ”（ 黑田
2005） ，从而使地域社会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能力大打折扣 。
由彦，
（ 三） 有益的启示
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对当下中国城乡社会研究具有有益的启示。
因为城乡关系是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
题，围绕着城乡关系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 乐观派认为，
就其一般趋向而言，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城乡差别会越来越小，
其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对城乡关系尤其是非西方
国家的城乡关系应做复杂性分析，要充分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
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如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由城乡二元结构
而引发的城乡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
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 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
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
2006： 43） 。在这一意义上，日本城市社会发展
究”（ 景天魁、王颉主编，
进程中的“过密—过疏现象”及其治理对策，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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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the“substantial whole”due to the existence of heterogeneity，so we should
take“relational whole”as the aim of case study．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case
study should be diversified： to general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ve society，to provide some new conceptual insights，to reconstruct the existing theory，to construct situational theory，and so on． For knowledge growth，going beyond case study may be
revolutionary or accumulative，but all the progress nee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VIEW
The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 of Regional Sociology： Centered on the
study of “overcrowding-undercrowding”issu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postwar Japan ……………………………………… Tian Yipeng 184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apan's overcrowding issue of
urban district and undercrowding issue of rural district，the study of regional sociology focusing on regional social structure，group composition and human action has
been prosperous in Japan's academic field． Regional sociology tries to cros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rural sociology and urban sociology，uses life socialization theory
as its basic theoretical premise in urbanization study，focuses on the study of undercrowding issue of rural district，and it studies issues concerning regional life，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group，regional differences，regional policy and new publicity
construction，and establishes the analytical model of “structural analysis”． Through
studying overcrowding of urban district and undercrowding of rural district，and viewing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hip as the primary issue of the space transition study，
regional sociology shows its special concern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regional sociology not only expanded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of sociology，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policy application．

The Invention of System in Commons …………… Zhang Peiguo 204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commons is multiple； property rights，common pool resources and customs are not only three different theoretical paths，but also three different levels in defining the commo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mons isn't the simple
sum of the three theoretical approaches，and should be explained thoroughly towards
a holistic theory． The invention of system in commons is revealed as a dynamic practice mechanism．

The Influence of Molecular Genetics on Sociology ……………………
… Hu Wen，Zhang Hao，Li Yi，Liu Shiding ＆ Guo Guang 224
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