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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合作与交
流以及培训领域概况...

中心简讯

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
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是华东师范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美国纽约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在上海纽约大学合办的联合研
究机构，研究中心旨在结合两院学者的
学术专长，汇集两国的专业力量，创造
一个充满活力与合作精神的学术机构，
并且通过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来指导
社会实践、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最终
造福中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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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片

中心概况 

奠基于研究、教育、协作和交流为核心的四项使命，研究中心非常
荣幸的报告自2013年10月成立至今在各项使命上所取得的各项进展： 

研究领域 
• 开展 “2014中国儿童身心健康研究”的第一阶段的纵向数据收集，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针对当代中国儿童的纵向信息数据库。约2200名
一年级的儿童接受了研究采访，并通过学校校长、教师和家长完成
了数据收集。每两年，研究中心都将对受访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并
至少持续至五年级/六年级。 

• 资助五位研究生、博士后、教授及学者针对儿童、家庭、老年人和
移民社群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活动。 

教育领域 
• 资助两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硕士项目、现为纽约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的在读博士生，帮助他们开展基于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和专长而
进行的研究项目和博士论文。 

• 为将在2016年秋季正式开始的“纽约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和华东师范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双博士学位项目”的博士生的科研提供资助和督
导 

• 为纽约大学（纽约校区）社工学院2年制社会工作硕士项目的学生和
2年制纽约／上海双校区社会工作硕士项目的学生（2015年秋季入
学）提供导师和实习机会，以实现学生的学业诉求。 

合作与交流领域 
• 2014年6月28-2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以“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展望未来中国及全球的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全
世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如美国罗素基金会主席SHELDON 
DANIZGER教授和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关信平教
授）齐聚一堂，就贫困与社会不公平问题，以及世界各国的经验进
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 

• 邀请并接待五位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访问学者到研究中心交
流访问。 

• 资助一位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到纽约大学纽约校区开展为期一
年（2014-2015学年）的学术交流。 

培训领域 
• 2014-2015学年，针对社工知识和技能在中国的专业发展，主持举

办了3届培训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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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李向平，广西桂林人，籍贯湖南邵东。现任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
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上海市
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统一战
线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
论研究会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社会学、信仰社会学、当代中
国信仰与宗教信仰。代表性著作有：《祖宗的神灵》
（1989）、《王权与神权》（1991）、《救世与救心—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1993）、《死亡与超越》
（1996）、《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2006）、
《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
（2006）、《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2007）、《信
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分析》（2010）、
《中国信仰社会学论稿》（2013）等。近年来在海内外
发表有关当代中国宗教、宗教学理论、宗教社会学以及
信仰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百余篇。其中，专著《信仰、
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获”上海市第
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
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二等奖”，《中国当代
宗教的社会学诠释》获”上海市第七届邓小平理论研究
和宣传优秀成果二等奖”；《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
信仰的社会学分析》，获”2012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近年来主编《中国信仰研究》期刊，启建《中国信
仰论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信仰
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
文化与社会和谐秩序安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
美国宗教社会学思潮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当代中国佛教基督教交涉关系研究》、上海市哲社科
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宗教的运行机制及社会控制》、上
海市科学委员会“曙光项目”,《中国儒、释、道传统与
当代社会冲突研究》等省部级以上及国际合作项目《长
三角中国信仰关系的实证研究》十余项。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
心（上海纽约大学）核心研究员，李向平教授通过对宗
教和信仰的研究，结合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建设，基于学
术角度为中国社会结构和秩序的调整，制度的完善，人
民幸福感的提高而治学授业。本刊也通过与李向平教授
的再一次对话，一起探讨宗教、信仰与社会。 

宗教、信仰与中国社会  
—— 对话李向平教授 

＊关于信仰 
记者：在您给您的著作《信仰但不认同—当代

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所撰写的后记中，你这样
写道：“有中国人讲信仰，而难以厘清究竟什么是
信仰、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是文化信仰、政治信
仰、民族信仰、国家信仰。中国宗教的问题尚未解
决，尚未能够研究清楚，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又接踵
而至。它们与宗教纠结，似宗教非宗教……对当代
中国人而言，信仰已不是问题，关键是信仰什么，
如何实践自己的信仰。”在市场经济高速发达，在
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解读“信
仰”？     

李向平：原来大概在一百年前，就有中国有没
有宗教或信仰的议论。以西方的基督教的标准来看，
像黑格尔就讲过，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但如果说中
国传统社会有没有信仰，这应该说是有的，就是看
对信仰如何定义了。如果说把它定义为宗教信仰，
对神的信仰，然后对神的信仰又可以分出对一个神
的信仰和多个神的信仰。那么，多神的信仰算不算
信仰呢，我觉得应该算。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
神论、泛神论信仰三种。在中国社会来说，还有一
点特别之处在于，有时候人还可以变成神，这样的
话，就相当于是对人的信仰。我们现在很多的神，
都是由人变的。所以，中国社会有没有信仰这个问
题，其实里面就有对神的信仰，有对人的信仰，也
有甚至对于一个主义、学说的信仰，所以，如何理
解信仰，就要取决你对信仰的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在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从政治、经济、
文化各个方面溯源，我观察到，目前来说主要有两
个方面观点，一个是说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信仰
缺失而造成诸如诚信不立、无敬畏之心等等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种观点误区是在于，只把一神论的信
仰当做信仰，因为没有对神的信仰，或没有对神的
信仰而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对社会的人有
一种制约的作用。实际上，我倒是觉得，中国人不
缺信仰，关键是我们的信仰对于人日常生活的制约
与行为规范的构建很弱。 

当然，如果说中国人信仰缺失的这个观点有些
道理的话，我想，是我们缺乏一个群体的信仰。比
如说我们大家几个人，都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就可
以达成一种共识，我们就有一个规矩，大家互相遵
守、互相制约、互相要求、互相激励等等，那么这
种信仰我们是缺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

3



人物专访 

同意中国人没有信仰之说。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林林
总总，不一而足，各种信仰都有，信神的，信佛的，
信主的，信人的，拜物的，信一个主义的，关键是
这样的信仰太缺乏认同，太个人化了，所以信仰对
这个社会构不成作用，你信仰你的神，我信仰我的
主，他高举他的主义，所以从整个层面来看，这就
是信仰之迷乱，最后使信仰被相互消解，成了没有
信仰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说“信仰”，拿
“信仰”开罪，或开脱，但其实很多时候，一些社
会现象和问题与信仰并无多大关系。道德和法律的
约束与管治必须双管齐下。 

李向平：为什么信仰会成为中国问题？这有很
多层面的原因，比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层面，信
仰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认同、没有公共的认同，大都
是各信各的。他们没有基于共同的信仰，构成进而
表达出一种价值共识。无法认同的信仰现象，就会
成为一种问题。所以，有信仰，等于没信仰。用我
的话来说，就是“信仰但不认同”；而不认同的信
仰，就只能是归结为个人的神秘体验或者神圣体验，
与社会无关。  

现在社会大众对信仰的理解还是很混乱，信仰
这个概念也是目前是被用得最广泛的词汇之一，当
然也是最混乱的词汇之一，也是最混乱的社会现象
之一。因此，我们在挖掘社会现象病根的时候，爱
用信仰来解决，却越讲越乱。其实，现在很多人就
是喜欢把本该是法律等层面的问题，随意拔高到信
仰的范畴；同时，也无法把信仰的社会表达与社会
法律有机地整合起来。 

正如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说的，“法律
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我们的法
律，一些时候就被定位为权力统治的工具，而不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如果法律是社会交往规范，
则会有信仰的功能，如果只当做工具的话，就很难
形成法律信仰，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法律。就比如坐
车系安全带，到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去，坐上汽车马
上就摸着安全带系上了。这里的坐车系安全带，就
是对法律规范的遵守，而不系就是违法的。反而在
国内就很常见，很多人觉得警察没看到就算了。这
是没有形成一种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如何能够成为
社会的信仰。由此观之，法律都难以成为信仰的形
式，所以对神的要求也很难成为信仰的形式了。没
有相互的认同与大家都遵守的规范，这些现象也同
样反映在信仰问题之中。 

道德其实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一定程度上也有
独特性，如果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道德，它照样
有一种特殊性。但所有的宗教里面的一些基本戒律，
提供的都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底线，叫底线伦理，如
不许杀生、不许偷盗、不许邪淫等等，这是具有普
遍性的，都是基本的价值底线。但还有些宗教戒律
它产生的伦理约束是特殊性的。所以法律、宗教和
道德之间都有相互关联，但除了法律具有公共性与
普遍性之外，其他二者都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为此，
当代社会中的法律、道德与信仰，三者之间唯有相
互补充，有机整合，社会规范与社会诚信方能有所
好转。 

＊关于教育 
记者：您在您的微博上转发了茅于轼的一则内

容：“茅于轼：【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和可怕现状】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
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
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
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
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
同时，我也注意到，你的微博内容中，除了和信仰、
宗教、道德等相关之外，您也很关注教育（尤其是
中西方教育的比较异同），也经常和网友对话，想
请问：信仰和道德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的
吗? 

李向平：如果说，教育是培养国民公共道德、
文明素质的基本方式的话，那么，信仰能够成为教
育的核心价值观。而真正的公民素质之中，既包含
了经由信仰而构成的社会交往规范，同时也是一种
公共道德的形成基础。诚然，信仰不仅仅是教育的
结果，但是，教育与信仰紧密相关，信仰还可以是
教育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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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 

记者：您曾经提到，“儒家五伦中根本没有指
导和规范陌生人之间关系的一点空间存在，相反，
耶稣一再强调要爱邻人、路人甚至敌人与亲人和自
己一样。文明的差距在此时就显露了。在工业化与
城市化完成之后，儒家基于血亲关系构建的他律道
德体系必定轰然倒塌。”宗教和信仰在制度建设中
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显示
着怎样的特性？ 

李向平：这个问题中包含着理论问题、现实问
题和方法论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国家、社会与
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
题。有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的套用“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这在欧美基督教的背景下是容易
理解的。但是这个问题回到中国的信仰经验中来，
我们是否能分辨出一个上帝和凯撒的这样一个信仰
结构？  

因为中国人的信仰特点，以及宗教在社会结构
之中的边缘化情形，促使信仰不得不依赖于现实关
系来予以表达，或直接表达为私人的信仰方式，难
以进入公共领域，呈现为一种受制于社会形态的特
点。就目前的基本情况来说，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很
难在制度建设之中直接发挥影响，除非社会结构发
生结构性的变迁，比如信仰结社的自由、信仰方式
成为公民社会的自我选择等等。 

＊关于NYU SHANGHAI 
记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城市发展

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
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曾经共同主办了第五届城
市社会论坛暨“比较城市化：基本问题与中国道路”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由您主持了论坛开幕式，想请
问：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
心（上海纽约大学）的成立，对宗教社会学，或信
仰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您对她抱有怎样
的期待？ 

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
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的成立，对于宗教社
会学或信仰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
意义。尽管，这些合作研究尚未直接作为研究内容
之一，但是，社会变迁的研究、城镇化的研究以及
社会工作层面各个课题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
宗教、信仰的社会学紧密相关。就我们目前计划与
组织的2015年暑期研究生学校来说，其中的课程 

设计，就已经安排有城镇化问题与宗教信仰方面的
内容，宗教信仰及其信仰方式如何成为新型城镇化
过程的文化资源等等，而城镇化及其社会变迁，同
样也会引起中国宗教信仰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为此，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之一，联合研究
中心只会推动宗教、信仰社会学的研究，期待深远 

记者：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员都具有国际化教
育背景、经历和视野，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颇有建
树，现在他们在中国有了自己的研究空间（如果可
以这样表述），而且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城市，
您认为这对这门学科的学生们意味着什么？对上海
这座城市会带来什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建
设又会带来什么？ 

李向平：该联合研究中心，以及研究生的联合
培养，当然是能够促进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
趋势，通过国际比较的视野、中外学术的理论与方
法贯通，既能够把这个社会发展诸问题的研究纳入
研讨范畴，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中外比较、理论与
方法互动中，可以更好地认识、把握东西方问题的
差异。相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与华东师范大学
—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
学），将在未来几年内，不断发挥自身的学术专长，
凝聚更多国内外的顶尖学者，从多学科、跨学科的
多维立体视角，建设与开展跨国的研究生联合培养
机制与研究实践，为上海市、乃至整个中国的城市
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研究作出更大更好的学术贡
献。 

5



新闻摘要 

1.上海开展第9届国际社会工作日宣传活动 
2015年3月17日为第9届国际社会工作日，民

政部确定今年的宣传活动从3月17日开始，持续至
3月26日，共计10天。本届国际社工日的主题是“促
进人的尊严与价值”，各省市相继开展了形式多样
地的主题宣传普及活动。 

由上海市民政局主办，闸北区民政局、上海电
台《市民政务通-直通990》承办的2015年国际社
工日上海宣传活动开幕式在闸北区彭浦新村街道社
区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上，上海市社会工作应急
服务团宣告成立，并发布了招募倡议。上海市民政
局职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处、上海市民政局职业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处、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
中心等30余家有关单位、社会组织开展了面向社区
居民的现场咨询和项目展示活动，吸引了大量居民
前往观看、咨询。 

2.“社会工作”写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

社会建设”中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并首次
提出“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这意味着“社会工作”
正式纳入顶层设计，成为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
之一。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购买服务
的方式来提高政府的效能，这反映了政府已意识到
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老龄化、离婚率
上升、青少年犯罪等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
力不足，迫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同时也反映
出政府看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第三方力量”在解
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以及服务社会弱势群众中的特
殊地位和作用。 

自此，作为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的专业力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了政
府工作议程，这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 

3.厦门政府购买专业社工服务累计已达3000
多万元 

2015年3月21日上午，厦门市民政局、厦门市
社会工作协会在五一文化广场联合举办2015年国
际社会工作日现场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市、区两
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资金总量已累计达到
3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18%。全市已有2069名
持证社会工作者，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1497名、
社会工作师572名，同比增长32%；专业从事服务
的民办社工机构29家，同比增长163%。 

厦门的专业社工服务已日趋多样化，其中思明、
湖里、海沧、集美四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已几乎覆盖
到每个社区，服务类型也由原来的以文艺、休闲、
娱乐为主扩展到反家暴、预防青少年犯罪、社会养
老、无偿救助等各个领域，更加切实地满足了广大
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需求。 

4.养老产业亟需大量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2015年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列席会议的民政部部长李立
国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民政部正在前期调研，着
手制定“十三五”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拟实
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35张—40张，日
间照料服务设施将覆盖所有的城市社区和50%以上
的农村。李立国表示，去年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共
投入250亿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养老机
构、社区服务设施和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养老床位
达到每千人26张的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已经覆盖了
70%多的城市社区，农村日间照料服务设施覆盖面
也达到37%；因此，对养老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加。民政部和教育部已制定相关指导意见，利用高
等院校、包括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来设计与养老服
务相关的专业，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 

5.长三角社会组织专场招募会   南京一机构上
月薪万元招社工 

  2015年3月21日，首届长三角社会组织专场
招募会在南京举办，来自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
的70家社会组织现场招募优秀的公益人才，向应、
往届毕业生开放了近300个专职岗位，200个实习
岗位，并提供了上百个公益志愿服务名额。其中，
南京市玄武区同仁社工事务所负责人表示：“只要
有合适的人才愿意加盟，在机构服务满5年，每个
月薪水不低于万元”。南京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
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并投入1400万向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 

6



PUBLICATIONS 

• Gong , X., Xu, D., & Han, W-J. (2015). Household income and preschool attendance in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86(1), 194-208. 

• Han, W-J. (2014). The role of family SES and language background in shaping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of Asian origin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 mobility.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6(1), 85-101. 

• Han, W-J., & Shibusawa, T. (2015). Trajectory of physical health,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elderly.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60(1), 168-177. The winner of the 2013 Nobuo Maed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ward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 Huerta, M. C., Adema, W., Baxter, J., Han, W-J., Lausten, M., Lee, R., & Waldfogel, J. (2014). Fathers' leave and 
fathers' involvement: Evidence from four OEC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16(4), 308-346. 

• Lee, R., Zhai, F., Brooks-Gunn, J., Han, W-J., & Waldfogel, J. (2014). Head start participation and school readiness: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Birth Cohor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1), 202-215. 

• Tapp, N. (2014). Miao migrants to Shanghai: Multilocality, invisibility and ethnicity.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5(3), 
381-399. 

• Tapp, N. (2014). Shamanism and Violence: Power, Repression and Suffering in Indigenous Religious Conflicts.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1), 85-90. 

• Tapp, N. (2014). Religious Issues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5), 433-452. 

• ⽂文军. (2014).重构中国传统村落的社会意义.⼭山东社会科学, (9). 
• ⽂文军. (2014).增强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自觉.⼈人民⽇日报, 第7版. 
• ⽂文军. (2014).迎接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城市管理, (1), 2-3. 
• ⽂文军. (2014).社会⽂文化共识是基层治理的⽀支点.⽂文汇报，第10版. 
• ⽂文军. (2014).在反思中前⾏行：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青年学报，(4), 23-27. 
• ⽂文军, &罗峰. (2014).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 ⼀一个消费社会学的解释视⾓角.学术⽉月刊, (4), 81-89. 
• 安秋玲 & Mimi V., Chapman. (2014). The Earl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of a New Social Worker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50(2), 322-333. 
• 刘拥华. (2014). 抵制运动、规则意识与极化机制——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社会科学, (7), 148-160. 
• 刘拥华. (2014).空间、权⼒力与寻找政治——以鲍曼为中⼼心的考察. ⼈人⽂文杂志, (7), 92-101. 
• 孙琦，⾼高伟民，&⽂文军等. (2014). “⽼老养残”家庭现状及思考——以上海市为例.残疾⼈人研究, (1), 13-18. 
• 李向平. (2014).公开信仰，破除邪教秘密崇拜. 南⻛风窗, (13), 62-63. 
• 李向平. (2014).公民基督徒与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 ⽂文化纵横, (4), 105-110. 
• 李向平. (2014).⽣生态共业与社会环保——⼈人间佛教信仰⽅方式的新建构. 中国宗教, (3), 32-33. 
• 李向平. (2014). 邪教的危害及其犯罪特征. 检察⻛风云, (13), 30-31. 
• 李向平. (2014). 中国亟需建⽴立公共信仰. 检察⻛风云, (5), 32-33.  
• 李向平. (2014). 中国⼈人真的缺信仰吗？. ⼈人民论坛, (25), 28-30. 
• 赵晔琴. (2014).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1136-1180. 
• 赵晔琴. (2014). 从边缘到主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华⼈人移民研究综述.法国研究, (2), 24-30.

7



PUBLICATIONS 

• 赵晔琴, &梁翠玲. (2014). 融⼊入与区隔: 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 CGSS 2010 的数据分析. ⼈人
⼝口与发展, (2), 23-32. 

• ⻩黄晨熹. (2014). 超⾼高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上海城市管理, (3), 31-37. 
• ⻩黄晨熹. (2014). 我国流动⼈人⼝口社会政策的进展、问题和对策. 中国名城，3, 4-10.  

（按字⺟母及姓⽒氏笔画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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