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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亚 努 兹 • 穆 乔  ( J a n u s z  M u c h a ) ， 宝 琳 娜 • 斯 维 亚 特 克
( P a u l i n a  Ś w i ą t e k )

“这个社会怎么了？”——由2010年9月在克拉
科夫举行的第14届波兰社会学大会看波兰社会和
波兰社会学

1．引言

在相对的、甚至是动态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稳定性的条件下，

期望一个大型的社会学大会（本报告中要提到的大会有1200名与会者）具

有一定的凝聚力，或对大会的主旨问题能精确作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奢

望。同样的，在一个为期只有3天的科技大会上，在众多有足够的时间来

详细介绍其调查结果、希望在每一次分会上都有足够讨论时间的学者之间

达成妥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只要参加一下欧洲社会学协会会

议或世界社会学大会即可发现上述两个期望其实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在我们看来，大型的社会科学活动（只要不是在社会危机期间举行）都

会具有一些其他功能。它们使得学者们有机会与研究同类问题的同行们相互

（正式或非正式地）交流，了解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新趋势，

听取平日里很难见到的当代国内外权威人士的见解等。我们认为虽说克拉科

夫社会学大会在职能程度方面尚未达到官方要求，但也已具有上述这些职

能。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参加会议的学者对本次大会并不满意。在正式

或非正式的会议讨论过程中，或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他们坚定地

表示本次大会并没有对波兰社会和波兰社会学的发展及动态提出新的观点视

角，也没有对波兰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以及阻碍波兰社会发展（且不论他们

是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发展”的）的障碍给予足够关注。

接下来，本文将集中分析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简述前几届在波兰

举办的社会学大会的整体情况；其次，概述克拉科夫大会的“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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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体代表大会和专题讨论会；第三，讨论专题小组讨论的主题；

第四，介绍与大会同时举办的官方活动——通过这些官方活动可以更好地

了解波兰社会和波兰社会学。本文将从国际层面对大会进行评论，其实证

基础首先是我们对大会主要分会、官方活动、电子版和印刷版大会纲要以

及向大会计划委员会推选专题小组建议的报告进行了观察。该报告对所有

专题小组进行了一项有趣分类，后来被大会计划委员会接受。因为在大会

进行过程中，我们只能参加自己的专题小组，所以在本文中仅仅呈现了在

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而论文作者对他们的讲座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讨论带有主观色彩。与那些在媒体上发表自己观点

的与会者不同，我们不会对本次大会的重要性进行价值判断。

2．波兰的社会学大会

波兰社会学家首届大会（当时还被称为“讨论会”）于1931年在波兹南由

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创立，波兰社会学研究所（PIS）主办。本次讨论会

成立了最初的波兰社会学协会（今天的波兰社会学协会是在1956年国家社

会主义自由化浪潮之后，于1957年从波兰哲学协会社会学分支中分立出来

的）。卢兹维克•科尔维茨基成为协会主席。第二届大会于1935年召开，

主办方仍为波兰社会研究所。1 我们无意轻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9年期

间，波兰国家社会主义下社会学大会的社会和文化作用（特别是用于波兰

社会的自我反省），但不会讨论这五个问题。2

第八届大会于1990年在托伦召开，主题是“突破”（或从政治社会主

义和计划经济到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与“挑战”，或当时社

会面临的新问题。事实很快证明，此类问题越来越多。第九届大会于1994

年在卢布林组织召开，分析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的五年历程。与会

者首先讨论了此次成功转型的关键触因——个人特性（特别是其理性和作

用）及/或新的正式机构的特性。本次大会，特别是本次大会主要分会上

的一些讲座表示，要将波兰社会学领域的一大部分重新定向到新体制方法

中去。第十届大会于1997年在卡托维兹召开。当时，有一个话题对波兰和

社会学家而言变得异常重要，这就是“地区、波兰、欧洲”三位一体。于

是，与会者再次从地区层面（波兰的不同地区）到全球层面（至少是欧洲

这个整体）讨论了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清楚过渡之后是什么）。第十一届

大会2000年在热舒夫举行。它反映了 “命运的社会”与“选择的社会”

1 参见 W. Winclawski, Wyimki z kalendarza socjologii polskiej [Extracts from the Calendar of 
the Polish Sociology], “Przegląd Socjologiczny” 2001, Vol. 50, No. 2, pp. 187–236; idem, Wyimki z ka-
lendarza socjologii polskiej, “Przegląd Socjologiczny” 2005, Vol. 54, No. 1–2, pp. 319–392。

2 有关各位学者的研究主题与贡献，参见 A. Kloskowska, Osiem Zjazdow [The Eight Conferen-
ces], “Kultura i Społeczeństwo” 1990, Vol. XXXV, No. 1, p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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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对立”（辩论不仅仅在波兰国内展开）。本次大会上讨论的最重

要议题是影响社会形态各个部分的文化遗产、面对挑战的开放态度与自主

意愿以及常见的社会选择。命运和自主选择或对立或互补。我们必须继续

前行，选择新的社会机制和解决方案，但同时也要牢记所有社会机构的历

史先决条件。2004年，第十二届大会在波兹南召开。同年，波兰被欧盟接

纳。一个全球视角或至少是欧洲视角对理解波兰国内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历

程再一次变得非常重要。因此，讨论的重点集中于社会各界的融合和社会

认同的不同类别。第十三届大会于2007年在绿山城召开。在我们看来，此

次大会是历届波兰国际社会学大会中最具国际性的一次大会，大会与会者

包括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米歇尔·韦维尔卡、副主席麦克·布洛维以及其

他一些外国学者。会上集中讨论了因为经济、结构和文化转型而导致的波

兰社会日益分化的现象。3 

3．2010年克拉科夫社会学大会主要分会及讨论

在此，我们将从社会学方面分析一下开幕式全体会议（包括两次开幕式讲

座）、三次正式全体代表大会、最后的国际全体代表大会以及四次半全体

会议的整体情况。

我们认为开幕式全体会议非常重要。波兰社会学协会主席皮欧特· 

格林斯基做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演讲。三个话题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首

先，他问道，在波兰社会分化日益扩大、社会联系显著削弱、社会结构瓦

解成无组织集体的背景下，波兰是否还是一个“社会”？紧接着，他鼓励

社会学界进行批判性思考，遵循“思考中的社会学抗命”。在他看来，波

兰社会学家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度还不够。之后，他强调了社会学和政

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前政府（刚刚走马上任的波兰总统、波兰政

府）对社会学家的观点和建议不感兴趣。反过来，社会学家对国家的政权

机构谏言也不够。

这种悲观主义得到了第二位演讲者——来自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的克

劳斯·奥菲——的响应。他的演讲题目为（英文）“当今的社会和政治 

‘进步’所指为何？”在演讲过程中，克劳斯·奥菲提出三个在他看来是

最关键的、有关“进步”的概念，之后提请人们注意这三个概念有时候意

义叠加，有时候意义重复。而“进步”这个概念在当代充满了矛盾与悖

论。他就当前“进步”面临的主要威胁（主要是能源危机、气候变化及社

会后果、全球恐怖主义等形式）进行了辩论，讨论了与这些威胁相联系的

社会运动。他从“进步”的角度强调了精英人士与普通老百姓的不同观

3 参见 J. Mucha, E. Narkiewicz-Niedbalec, M. zielińska, Co nas łączy, co nas dzieli. Przedmo-
wa [What Brings Us Together, What Drives Us Apart. Foreword] [in:] eadem (eds.), Co nas łączy, co 
nas dzieli [What Brings Us Together, What Drives Us Apart] zielona Góra 2008, pp.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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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同时建议放缓“进步”（任何意义上）的步伐并集中关注“进步”当

前的内容和研究方向。

当天，与会者没有就格林斯基的论文进行讨论（在一次座谈会之后，

与会者才回到格林斯基的论文，本文下面将讨论该论文），但是对奥菲的

论文进行了长久而热烈的讨论，与会者提出了以下问题：“进步”这个概

念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注意思想之间的关系；对“进步”的彻底悲观

概念化对波兰人自我反省和理解当前波兰社会动态的潜在作用和非有效

性；一位对“进步”集中研究的学者看不到这个概念有什么用处；奥菲的

悲观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一次正式全体会议的主题为“有序？无序？——社会秩序的产生”， 

与会者做了四篇论文报告。马列克·斯切潘斯基和安娜·斯里兹从全球社

会视角谈论了“后台行为者”这个问题，认为最主要的行为者是世界上最

大的民族国家、大国际都市、跨国公司、全球机构、国际组织和联盟等，

而后台行为者主要是世界各地的社区、第三世界的土著社区、世界各地大

都市中的移民社区、传统的当地社区、当地的虚幻社区以及想象中的社

区等。两位作者强调，主要行为者与次要行为者是有重叠的，两者之间

相互影响。雅德维加·斯坦尼斯基在其论文中专门探讨了21世纪初期的 

“秩序认识论”，指出“秩序”在此处指的是一种“心理的”而不是“真

实的”特性。动态心理模式将“某事”定义为有序或无序。当前的社会秩

序是系统的、过程的、网络状的。想要理解当前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承

认冲突、谈判、再谈判等不是病态的，而是正常现象；我们也必须研究各

种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它们的内容。大卫·奥斯特（来自美

国）主要探讨了波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秩序，认为动态的、不断变换的全

球资本体系同时造就了社会有序和社会无序。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表达他们对制度的不满、愤怒甚至是憎恨的方式对该制度保有活力非常重

要。过程主义的社会有序不表示不存在冲突。它们是秩序的一个“自然”

层面。就波兰而言，奥斯特认为，波兰社会的社会阶层依然存在，依然是

波兰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只不过传统的阶级话语发生了变化。上层阶级

使用全球化语言表达阶级利益，下层阶级，也就是“失败者”，使用民族

主义文化语言表达本阶级利益。在奥斯特看来，问题是传统的阶级语言比

排斥文化语言更具包容性。最后一位演讲者拉多斯拉夫·马尔科夫斯基谈

到了“政治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他非常关注政治学忠的经典著作，但

我们认为，他在论文中提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波兰社会的结构和文化

部门对波兰国内政治影响重大，比如会影响到选举行为和政治机构职能方

式等，但这些部门性质不清。

总结上述的演讲和讨论，我们会发现，不能静态地理解社会秩序。社

会秩序是一种动态平衡，是不断解决（有着不同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不同

的）处于不同社会层面的各类行为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和矛盾冲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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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的不同社会层面之间存在动态联系。我们是否注意到有序和无序 

（在哪些层面、注意到何种程度），以及有序和无序是如何表达的，对不

同国家事务在给定的时间地点的社会状态非常重要。与会者集中讨论了几

个话题。强调社会行为者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一些自然过程。虽

说冷门的社会分工可以变得“不冷门”，但社会动力学可以通过诸如让其

他社会分工、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而使社会分工不再

像之前那样重要。网络分析强调了心理过程，但常常忽视情感过程，而后

者在社会纽带的传统社会学理解观点中又是至关重要的。在对利益协调进

行辩论时，要从精确确定这些利益及它们的表现形式出发，这一点非常重

要。

第二场全体会议关注的是“新旧权力形式与社会化”（根据库尔特·

沃尔夫对格奥尔格·齐美尔提出的“Vergesellschaftung”的翻译，此

处“社会化”对应的是波兰语“uspolecznienie”）。在此，我们省去会

议组织者两个很长的介绍，直接讨论受邀演讲者的演讲内容。马罗蒂对社

会“格式化”（计算机用语）的方式以及社会化的新旧方法（格奥尔格·

齐美尔的语言）非常感兴趣。她强调了旧式社会关系在后现代世界中的衰

退，同时也强调旧式社会关系的新形式不应被忽略。在她看来，不同的群

体、地方和机构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不存在关系，关系指的是“人与人”

之间的那种。新的交流形式出现了，但我们必须分析它们会遇到的阻力。

匿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我们目前应当研究网络社会匿名现象会遇到的

阻力。为了获得大众的认可和自身的社会价值，子网络出现了。新的集体

创造新的、目前未知的社会和文化习俗。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政

权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第二位演讲者马列克·斯塔

温斯基谈到知识社会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性”。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应当与对其他话语形式的分析方法一样。它们

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新形式，为的是证明新的社会形式。批判知识也成为

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社会知识的新社会学是很有必要的。第三位演讲者

玛尔歌泽塔重点分析了政权中的性别。她的一些论据包括：分析女性在由

男性定义的重点角色领域的参与度很有必要，但是也不应忽视那些由女性

扮演的、新的及新兴的角色；女性应当有权扮演更多的重要角色；学者们

应当对社会中是否存在中性角色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应重新定义公私角色

之间的分工；应重新定义家庭权利和家庭高压治理。最后一位演讲者贾

塞克·拉齐博尔斯基分析了国家机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在

自己的论文中定义“人民”（与会者在讨论过程中提到了这一点），贾

塞克·拉齐博尔斯基却很重视这个概念。他的分析与此次全会中马罗蒂的

分析以及其他全会中许多发言者的论调截然相反。在拉齐博尔斯基看来，

国家，特别是大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些国家的“人民”也非常高兴自

己的国家变得强大，成为民众的守护者。民族国家不仅统治国家，还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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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统治目标和可以留给其他行为者发挥作用的目标。他认为，国家

机器和政权不是通过公众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公众投票给一些机构，而

真正统治的是其他一些机构（但拉齐博尔斯基并没有提出谁来统治以及如

何研究真正的权力关系）。本次全体会议虽说不是很连贯，但很有趣，特

别是最后一场发言。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与会者未能就“人民”这

个概念以及拉齐博尔斯基和马罗蒂对社会秩序诠释的不同之处进行深入讨

论。也许拉齐博尔斯基强调的是即将结束的社会世界，而马罗蒂则强调的

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世界。

第三次全体会议回答了“未来社会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会议

的主要发言者是波兰总理的首席社会顾问米切尔·博尼，他谈论了由自己

的团队在数月前撰写的报告《波兰2030》。报告和报告人表现出来的乐观

情绪让与会者非常惊讶，因为与会者虽然知道一些内容，但不知道报告的

细节。第二位发言人是经济学家克里茨托夫·雷宾斯基。他强烈质疑了前

者的盲目乐观，强调报告忽略了波兰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危险和风险。对

当前波兰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影响力，他也持批判态度。之后发言的有

社会政策的杰出代表理查·斯扎尔芬贝格和擅长在社会文化层面报道科技

变化的记者代表埃德温·本蒂克，但由于时间有限，两位未能充分陈述他

们的观点。因此，其他与会者既没有了解到波兰、欧洲和其他开发边境地

区经济形势的社会政策影响力，也没有弄明白网络分析和因特网在新的经

济文化环境下扮演的新的、意料之外的角色。之后的讨论非常简短，主要

还是博尼和雷宾斯基发言，而二者对于事实（或在他们看来可以被认为是

事实的现象）的解析截然相反。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议题是“全球化世界中的社会

学与社会”。其实，与会者讨论的重点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统

一性和概念及理论同质性，并将其与学科领域内的不同民族传统进行对

比。主持会议的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强调了统一性，而国际社会学

协会主席麦克·布洛维认为社会学的多样性更重要、更有前景。其他小组

成员，瓦莱里·曼苏罗夫（俄罗斯社会学协会主席）、来自印度的伊萨

瓦·莫迪、来自波兰的马列克·齐奥尔科夫斯基都持中间观点，但是更倾

向于布洛维，而不是什托姆普卡的观点。辩论非常激烈有趣，但由于时间

有限，其他与会者未能尽兴参与。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大会另外重要的活动还包括四次半全体研讨会。

第一次半全体研讨会集中讨论波兰社会学，会上宣读了三篇论文。彼得· 

什托姆普卡的观点已经在上文中提到，他第二天又在上述的英语全体会议

上重复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波兰民意调查中心（CBOS）主任米罗斯拉娃·

格拉鲍斯卡详细分析了1989年之后的波兰实证研究活动。她探讨了大量研

究项目、其研究方法、理论背景和社会意义。目前，研究项目日益增多。

整体而言，她欣赏这些项目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些项目理论基础薄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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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尽管研究人员可以描述社会现象，却不是很明白它们的意义。研究人员

的研究看起来很重要，强调了很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但不把这些问题从理

论上概念化，他们就无法解决更广泛的社会过程问题。克里斯蒂娜·斯扎

弗兰尼埃克谈论的是波兰社会高等院校中的社会学教育。在2000-2001学

年，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人数达18 500人。到2009—2010学年，该专业学

生数量达到42 300人。其中，2/3的学生为本科生，几乎2/3的学生为周末

兼修生。10年前，有24所高等院校招收该专业学生，现在是92所。该专业

毕业生几乎不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之后，与会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用波兰社会学解

决波兰的社会问题并重塑波兰的社会生活展开。一名与会者认为，波兰的

社会学很单调无聊，也不会像政权当局谏言，因此难怪政权当局会对社会

学研究成果不感兴趣。波兰的社会学应该在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重点关注波

兰的国家利益（该与会者没有定义何为“波兰的国家利益”）。其他参与

讨论的与会者接着讨论了彼得·格林斯基前一天提到的社会学和政权之间

关系问题，认为社会学应当为社会而不是政权当局服务，且社会是由社会

运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代表的。社会学分析的目的应当是促成波兰社会

的自我反省。很多社会学家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参与公共讨

论并积极加入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学术小组。讨论者们抱怨政治行为者不

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是没有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个研讨会探讨的主题是“社会结构——凝聚性的还

是破碎的？”首先是人口统计学家伊蕾娜·库图沃斯卡宣读论文。她在文

中分析了家庭生活和家庭转型对波兰社会结构变化造成的影响。根据库图

沃斯卡所言，当代波兰社会结构转型主要由经济、文化和人口状况引起。

她详细论述了后者，探讨了家庭生活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的拖

延、家庭不稳定和非机构化、生育率下降、社会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移民数

量增加等一系列现象。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现象，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发

生变化，家庭模式开始多样化。此外，这些变化在欧洲具有单线演化的特

点，在不同国家力度不同。亨里克·多曼斯基侧重于对研讨会的主要假说

进行实证检验。1989年之后，波兰社会的文化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结构也

越来越破碎。各阶层人口之间不断增多的社会障碍和不断增大的社会距离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82—2008年的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多曼斯基从九

个维度分析了社会职业类别之间的差异。由此，他得出以下结论：波兰社

会分工正在深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正在扩大这一命题缺乏实证基

础，且波兰社会结构其实并不破碎。安娜·蒂特科夫分析了社会结构的性

别维度，侧重研究两性在价值层次上的不同之处（其中，儿童被视作女性

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角色认定（女性的母亲角色、男性的丈夫角

色）。她强调了家庭分工不同会造成家庭关系紧张的情况。雅罗斯瓦夫·

戈尔尼亚克提出问题：什么决定了一个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能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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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背景？他给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支持多曼斯基的观点，即个体的智

慧和能力对他（她）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最激烈的讨论集中在将实证数据概念化及收集实证数据（这些数据会

反映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过程）时会遇到的众多困难。

第三场研讨会讨论了“社会、经济和危机”这个问题。丹努塔沃尔查克· 

杜拉耶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视角，借助文化学家研究经济现象的方

法，通过观察雇主世界和雇员世界的巨大差异探讨了最近对工作过程进行

的重新评价。她问道今天一些工作流程被称为“雇员友好型”是什么意

思；大企业界和小规模公司里面企业精神之间又有什么异同。芭芭拉· 

加西亚尔兹分析了当代波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体制缺陷，质疑是否必

须将这些体制缺陷仅仅看做是障碍。她认为，这些体制缺陷也可以被看做

是机遇，因为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关注过去没有关注到的社

会、经济行为者。在2002年和2010年取得的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她指

出，地方机构比国家机构工作效率更高，即使地方政府也没有地方机构工

作效率高，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特殊群体、社会运动及非政府组织的需

要。但是，人们越来越相信地方政府（和欧盟）而不是中央政府是重要的

社会经济行为者。斯瓦沃米尔·帕逖克对过去两年里金融危机的实质做了

条理清晰的论述，建议研究者们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角度来看待经济

危机。但是，如果真的遵从他的建议进行研究，会遇到很多问题。

之后的讨论非常有趣，讨论中的主要观点包括：经济（特别是金融）

危机破坏了经济分析的合法性，但不一定破坏社会学分析的合法性。新自

由主义经济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新兴的（在2010年看来，已经不新了）

全球行为者，像中国、巴西和印度，应对宏观社会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从“危机”这一术语的所有层面来讲，它对社会流动性来说非常重要。地

方精英与国家精英一样多元化。

同时举行的第四场研讨会主题为“文化生产的新机制”。根据米歇尔· 

福柯对各种策略对个人机构影响的分析，玛尔歌泽塔·加西诺称当前在文

化领域，人们需要处理的是从内源到外源关系的过渡。所采用的各种策略

决定了一个特定的自反性路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个体自给自足的能力 

（甚至降低了个体之间的亲密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个人自我认同方面

的问题。在加西诺看来，“社会化”具有浅显的特性，个人生活路径是由

不同的策略选择决定的。克里茨托夫·阿布利兹维斯基评论了马列克· 

克拉耶夫斯基前一天在小组主题讨论中宣读的有关“文化参与作为社会化

过程”的论文。阿布利兹维斯基探讨了个人在动态文化产业中的参与度，

侧重论述了音乐载体的演进及其对文化塑造的影响。发生在话语场域的该

演进过程具有线性特征，但是文化参与者常常以“网络式”应对，导致新

的参与方式和不对称性。阿列克·塔尔科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互联网作为文化行为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否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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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发展的舞台？互联网刺激了社会生产过程（与商品生产过程有着本质

不同），导致“自由软件”运动等的产生，而“自由软件”运动隶属于文

化领域。在讨论中，讨论者们再次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与“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运动是否构成社会运动的条件？”相关的问题，即自觉参与的问题。

扬·索瓦对文化职能的独立性非常感兴趣，认为国家机构声称将文化移交

给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其实是推卸了国家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责任，但通过

控制金融资源的流动，国家机构又影响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他接着提出建

议，还有一个保持文化职能独立性的方法就是再创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

之外的（“pi”）部门。

此次研讨会上的讨论异常热烈、有趣并充满评论性。大多数评论直指

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一些讨论者称，其实波兰国内所有的非政府组织

都是“政府化”的（接受政府资助，服务于国家职能）。一些人强调，非

政府机构应当切断与当局的所有（因此而变得危险的）联系。建立“pi”

部门（及其活动势场和创建意识）的这种观点受到很多讨论者的质疑。

本报告结论部分对此次大会最有声望的、吸引了最多参与者的“主要

分会”的内容做了简短总结。

4．专题小组的多样性

专题小组不是计划委员会“强加给”与会者的，而是基层民众倡议的结

果。任何人都有资格提出建立一个小组，然后由计划委员会专责小组审议

并最终决定是否接受提议。各专题小组最多可举办两个分会，而且只有包

含四名及以上发言人的专题小组才会被列入最终方案。与往常一样，与会

者要想参加所有的专题小组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专题小组活动是同

时展开的）。有趣的是，大会结束时，将“最佳论文奖”授予在专题小组

中宣读的某篇论文。至于大会对论文的评价流程，这是一个秘密。本报

告将不会对此次大会上宣读的任何个人论文或专题小组讨论内容做任何评

价。但当大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所有提议及其摘要时，我们也会公布85

个专题小组的筹备布置情况。

计划委员会将接收到的专题小组提议分为21个不同的类别（此处仅分

析那些最终审议通过的提议）。本报告将列出这些专题小组的名称，并在

括号中标出各类别中在我们看来最有趣的专题小组。这些小组的选择是以

对各小组的提议摘要及提交给组织者的论文摘要为基础的。

“当前的波兰社会”（当代波兰的后殖民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政治 、权利与社会”（比较视角下中东欧工会和社会对话）、“公民、

公民社会与地方政府” （协商民主与协商调查）、“地区与当地社区” 

（文化视角下的当地社区欧洲化）、“城市与农村”（当代城市——新现

象，新难题）、“社会结构与利益”（当代波兰的利益冲突）、“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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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文化多元性——冲突还是共存）、“人类学与文化现象”（后

1989年波兰的阻力理论与实践）、“新媒体”（波兰人日常生活中的计算

机化与媒体化）、“生活方式与生活品味”（身在社会空间）、“记忆与

认同”（流行文化中的历史思考）、“家庭与生活历程”（发展“老年社

会学”，解决中东欧面临的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性别”（社会学的奇

怪视角）、“迁徙”（从移民到融合——比较视角下的波兰经验）、“社

会问题、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贫困话语与社会排斥）、“教育与科

学”（波兰1999年教育改革的社会及体制后果）、“宗教与道德”（波兰

人生活中的社会化与去社会化）、“社会控制与法律”（科技及社会监

督？社会控制新观）、“社会学与其他科学”（当前的批判理论）、“社

会学方法”（定性社会学-定性研究中的创新方法）、“杂论”（社会学

与情感）。

很多大会与会者都认为专题小组是大会最有意思的活动。根据专题小

组上交的摘要、论文摘要以及所收集的与会者评论来看，很难对波兰社会

的整体、研究波兰社会的方法和途径以及解读研究结果的方法达成充分一

致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大会（特别是专题小组）已经证明了波兰社

会学者们对各种新兴的现象以及持续和转型过程足够敏感。可以说，专题

小组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5．特别活动

大会流程包括一些特殊的附随活动，主要包括：1）麦克·布洛维的结束

讲座；2）布洛维与研究生和其他一些年轻社会学家的见面会；3）图片

式讨论会；4）大屠杀研讨会；5）专题小组会议；6）性别研究会议。在

此，我们会省略为纪念亚努兹·玛瑞安斯基（宗教社会学家领军人物之

一）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以及与教学社会学相关的分会。

由麦克·布洛维所作的结束讲座实际上是此次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

议。他以风趣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一次有趣的讲座，但这只是他著名的有关

公共社会学的“总统演讲”众多版本中的一个，已经被媒体（包括波兰媒

体）刊载多次。4在讲座中，布洛维对波兰听众列举的是公共社会学中的

波兰案例。

在与一大批年轻的波兰社会学家见面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

布洛维鼓励那些年轻的社会学家要善于思考、经常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多参

与公共活动。他希望全世界年轻的社会学家都能团结起来，相互联系同时

也与他本人保持联系。在见面会上，与会者们还讨论了“公共社会学”这

个问题，对公共社会学在波兰的作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发言者对听众们

4 麦克•布洛维：《2004公共社会学主席就职演讲》，《美国社会学评论》，2005年，第70卷，
第1期，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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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很感兴趣。会上还讨论了其他一些话题，比如社会学博士是否享有

足够的工作机会、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学家的角色作用、金融危机对

高校运作方式的影响等。

大会举办了五次正式的图片式研讨会。实际展出的论文比大会纲要里

面列出的数量要少。图片式研讨会常与专题小组的话题相联，主要题目有

波兹南城市阶层与地位群体、公共空间的构建、21世纪初的老年、老龄化

和代际关系、当代波兰社会网络化解说、21世纪初的波兰社会学发展水平

等。

同时，在犹太人博物馆加利西亚博物馆（Galicja）也举办了一场包

括两个专题的讨论会，名为“社会研究中的反犹太主义、大屠杀和奥斯威

辛”。年轻学者们（研究生和年轻教授们）报告了各自对波兰反犹太主义

的方方面面、波兰社会各个阶层对反犹太主义的非难控辩等的最新研究发

现。研讨会取得了成功，其中会上被宣读的9篇论文功不可没。

三个专题会议与其他特别活动一样，没有受到过多的大会规程制约。

第一场会议的题目是“和解社会学”。这是一门刚刚兴起的分学科，在学

术研究和公共影响力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潜在意义。会上讨论了各种不同

形式的和解（但大多数还是围绕边界地区、球迷之间、不同的宗教教众之

间的和解）。所有在会上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很难说，在哪种意

义上这是一个专题会议。

第二场类似的专题会议具有很强的专题色彩。会上讨论了斯摩棱斯克

空难（2010年4月10日）。当时，飞机在俄罗斯境内坠毁，机上96名波兰

公众人士全部遇难。会议论文分析了空难过后波兰社会的社会氛围、社会

动态、人们对于已故总统卡钦斯基安葬在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大教堂的争

论等。除了纯粹的学术研究，本场专题会议对一些与会者来说还具有情感

意义，因为卡钦斯基总统在上一届绿山城举办的波兰社会学大会（2007）

上还做了风趣的演讲。第三场专题会议谈论的也是斯摩棱斯克空难，但侧

重于空难的政治后果。会上论文讨论了两个问题：1）易于产生政权更迭

的、国家危机时刻的民主程序；2）国家危机时刻的政治继承问题。除此

之外，会上还提到两个具体问题：1）对政党的支持力度；2）宪法规定的

任期结束之前的总统选举。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性别研究项目的博士生和一些

学者在咖啡店举办了一场半正式的（大会流程中有列出）全体会议“大

学—激进主义—解放”。会议所选的场地也很重要，因为会议组织者、演

讲者和与会者都认为自己是大学教育系统的受害者，强烈质疑大学是支持

新自由主义确立、支持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研究项目、且压迫批判性取向

的机构。之后，雅盖隆大学一位高级社会学教授、同时也是当代社会家庭

模式和女性角色领域的知名学者及温和派女权主义活动家发表了她的观

点，会议的氛围有所改变。据该教授称，如果学术批评女性主义话语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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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孤立，那么原因之一就是学术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方式，她们没有努力去

赢得盟友，也不知道如何有力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6．结语

此次波兰社会学大会的“国际性”与前一届在绿山城召开的波兰社会

学大会稍显不同，上届大会包括三个英语专题小组，举办了一次欧洲国家

社会学协会代表会议，并且邀请到当时的国家社会学协会主席及副主席。

在克拉科夫召开的波兰社会学大会包括两个英语专题小组以及一个部分使

用英语的专题小组。但在一些波兰语专题小组中，有些论文是用英文撰写

的（绿山城波兰社会学大会情况相同）。此次大会由著名的欧洲学者用英

语做开篇讲座，之后一位擅长波兰事务的著名美国学者做了例行全体会议

报告。在英语研讨会上，一些外国学者积极参与，最后由国际社会学协会

主席用英语做了结束报告。

我们认为，克拉科夫大会准确地反映了波兰社会学的发展水平，但不

知道波兰社会学（实际上，此处应用“国家社会学”）是否能够准确反映

国家事务的社会状态及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动态。社会学多多少少有助

于我们理解动态的社会。大会的专题小组和特别会议呈现了各种各样“旧

的”和“新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值得系统研究。主要分会将与会

者的注意力引导至波兰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动态及网络化特征以

及波兰社会文化层面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是，与会者同时也强调，在社

会研究中把握主要的社会行为者和决策者对社会过程不同程度的影响是有

可能的。大会发言人对行为者的意见各不相同，对什么时候这些行为者特

别强大也不能达成共识，但是我们认为达成共识可能会潜在地限制未来的

话语机会。

我们认为，此次大会既没有在大众理解“波兰事务”方面取得突破，

也没有为社会研究设定新的方向。但是，与一些失望的同行不同，我们认

为举办此类大会的原因和目标远不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