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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的不断扩张，

世界范围内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和

重视。发展研究正在逐步从原来更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转向越

来越重视社会发展；从原来一味地进行批判转向一个不断自

省的新时代；从原来更多关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转向更

加关注发展实践中的政策问题。可以说，发展研究的外延正

在不断扩大，无边界的学科背景使得发展研究变得更加多维、

立体。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了

社会发展议题，他们不仅是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者，也是社

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的实践者。 

成立于2013年的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

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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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

新的研究机构。本中心是一个专门致力于社会发展研究、充

满活力的协作型研究机构，其不仅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有关社

会发展议题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提高两国社会发展质量的实

践和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本研究中心成立一年时间以来， 

我们不仅搭建起了高水准、国际化的研究团队，开展了

跨国联合研究实践，成功地举办了“展望未来中国及全球社

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还就“中美儿童身心健康状

况”的具体研究项目展开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初步取得

了几项研究成果，为下一阶段的跨国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中美两国尽管社会发展背景和阶段不同，但未来面临

的许多发展挑战却是共同的。聚焦于社会发展议题的研究成

果不仅是为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

社会发展实践与政策制定也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将

不断发挥两个合作院校的学术专长和专业力量，凝聚更多国

家的优秀学者，一如既往地将本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充满创新

活力和合作精神的国际性学术平台，为全球社会发展议题的

研究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文军教授主任 
韩文瑞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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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日

主任致辞

中⼼心简介 2 | 研究报告 2 | ⼈人物专访 2 | 新闻摘要 5 | 学术活动 5

1



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中国⼉儿童⾝身⼼心健康最新研究报告 

此次研究的数据来自上海7个学区的2200名一年级小

学生的家长们，所在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该研究中心

自2013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调研中美两国的贫困现象和

多向社会资源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作为研究中心成立之后

首个大型科研项目，此项调研将会持续跟踪这些儿童和他

们的家庭，以期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进行纵身研究，

时长至少持续至受调研儿童小学毕业。 

此项研究发现，参与调研的一年级小学生们大都健康

快乐，但也有一些例外：  

•男孩、低收入、或农村户口家庭的儿童与城市职业

家庭的儿童相比，前者学校表现不如后者，且身心健康指

数低于后者。  

•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显示的数据类似，

受访儿童中，70%体重正常，而30%体重超标或过于肥胖。

然而，和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较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其

肥胖率较高。 

总体而言，受访儿童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和谐融洽、

快乐的双职工家庭，他们的父母大都35岁上下，家庭年收

入($29,000)达到中国中产家庭水平。数据结果也显示，

大多数的家庭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要求较高。 

—— 更多信息，请点击访问项目网页 

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于2013年联合在上海纽约大学成立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将三校教授学者们紧密联系起来。此合作力求创

造一个充满活力与合作精神的学术机构，不断用高品质的社科研究和社会信息研究，帮助改进并推动两国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核心

任务在于，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来解决两国社会所存在的贫困和不公平，然后用对症下药的路径来解决各自的问题。

中⼼心简介

研究报告

⼈人物专访
吴瑞君博士生于1963年，籍贯浙江余姚，现任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华东师

范大学国际移民与侨务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社会科

学创新基地（上海人口结构和发展趋势方向）首席专家暨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吴瑞君工作室领军人物。兼任华东师

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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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上海人

口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老年学会理事、上海海外交流协会

理事。受聘担任国务院侨办第四届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

海侨务理论中心/国务院侨办上海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委

员，上海市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口发展

决策咨询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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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Q&A
1、您⺫⽬目前有在持续进⾏行的学术或科研项⺫⽬目研究吗？

你所带的博⼠士⽣生们在进⾏行哪些课题研究？ 

!
“我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三方面：中国城镇独生

子女的婚姻和教育问题研究；人口变动与公共服务资源配

置的协同研究；大陆海外移民回流的模式及其社会经济效

应研究。上述领域的研究项目，在读的博士生都有参与。”!
2、⺫⽬目前上海的都市移民呈现哪些主要的特点？在针

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子⼥女的社会公共服
务（⽐比如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等）领域有何新的发展？
基本权益是否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区域性不均衡现象是否
有所改善？ 

!
“上海的都市移民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是白领或成

功人士，以非上海户籍的大学毕业生为主体，也包括海外

以及国内其他地区来上海创业的成功人士；二是外来农民

工。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常住上海半年及以上

的非上海户籍人口中，农业户籍的占80%左右；外来人口

在上海呈现常住化、家庭化、扎根化之特点。近年来，上

海也十分重视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工作，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子女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若干新进

展：一是2013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

行条例》，规定外来务工人员达到规定的积分后，可享受

子女在上海参加高考等市民权利；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在沪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更趋规范，符合一定条件（合法

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享受义

务教育权利；三是外来人口可继续在沪享受计划生育相关

的十多项免费的公共服务；四是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

员可继续享受公共卫生相关的服务；例如儿童预防接种、

流行病的防治、以及大病救助等；五是在2013年全国颁布

《社会保险法》以后，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参保标准随

之提高——由原来保障水平较低的综合保险改为同上海本

地居民一样的城市社会保险。 

2000年以来，上海人口郊区化进程加快。迄今为止，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区，而外来务

工人员主要聚居在近郊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的非均衡配置、

以及人口的空间移动，致使中心城区、近郊区与远郊区之

间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状况有所扩大。” 

3、作为研究社会与⼈人⼝口发展的专家，您如何看待时

下上海的⼀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或现象？⽐比如区域内城、郊
教育资源不均衡，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和城市居民家庭⼦子⼥女
在医疗、教育、娱乐等社会资源或条件的不均衡，等等。 

!
“上海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大都市和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与医疗水平等方面领先于国内大部

分地区，对外来人口有着较大的吸引力。2000-2010年间，

上海每年净增的外来人口达66万人。外来人口的大量导入，

在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贡献的同时，也对环境、

交通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形成巨

大压力，“大城市病”日趋显现，对城市管理尤其是社会

治安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全球大都市发展来看，上述社会

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上海城、郊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的产生，一方面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大多集中于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的同

时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尤其是优质资源未能同步化推进，加

剧了城、郊间的分布不均；另一方面与中国现行财政分级

管理体制相关，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尚不完善。”!

吴瑞君博士长期为国家、上海市及其他地方政府部门

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调研报

告《构建和谐自主创新环境‚吸引华侨华人来张江创业的

对策研究》‚2010年6月获第七届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

一等奖，调研报告《未来上海人口发展的总体战略研究》，

2014年7月获国家卫计委、中国人口学会第六届全国人口

科学优秀成果调研报告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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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Q&A
为了化解外来人口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

服务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并逐渐由不均等趋向均等。一

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制定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厘清

公民权与市民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理分

摊、在市级与区（县）政府之间构建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

：二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线图。当前，在努力实

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基础上，提供一个稳

定、统一、公开、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外来务工人员享

受公共服务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让来沪人员明确：在何时

符合何类条件即可获得哪些公共服务，从而对其在上海的

发展具有明确预期。同时，须进一步改进区域公共服务财

政支付机制，加快推进基于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建立人口导出区对导出区的财政补贴机制，以促进上海公

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缓解并最终解决人口导入区

公共服务需求量大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从而实现

公共服务在不同户籍居民、不同人群间的均衡配置。 

!
4、上海和纽约这两座代表东⻄西⽅方的特⼤大城市因为⾼高

等教育⽽而联系在了⼀一起，您如何解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
展学院和纽约⼤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
系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相关⾼高等教育会产⽣生如何的影响⼒力？
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
在全球化时代，教育国际化是一趋势。以往，高校学

术机构间的国际合作大多基于互访或项目合作等，更多的

属于一种互惠式的合作关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和纽约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基于上海纽约大学平台，成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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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各自的师资人才优势，就共同关注的社

会发展研究领域开展长期、团队式的合作，联合开展社会

学博士生双学位培养。这是一种融合式的合作模式，有助

于产出更高水平的系列研究成果，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要

的高水平人才。同时，由于这一合作模式基于双方共赢的

发展理念，因此合作关系将会更紧密、更持久可持续发展。

这种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在经过探索逐渐形成经验后可

复制可推广，必将有助于推动更多的国内外高校间的融合

式合作，推动上海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此外，

基于国际视角的团队式合作，也将有助于破解上海乃至中

国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的和谐

进步与有序发展。 

!

  

5、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纽约⼤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的合作如何对相关学者的学术科研提供新的平台和挑
战？对致⼒力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学者及学⽣生提供了怎样的
新机遇？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纽约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合作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

心（上海纽约大学），为双方机构的学者提供了一全新的

合作模式和研究平台，为相关学者提供更多参与国际学术

合作和研讨的机会，在国际顶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合作发表

论文，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对致力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

者和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和学习模式。如此的合作

模式，无疑也对中心学者的学术规范性和国际对话能力等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作为

一国际性的学术平台，承载着合作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

联合培养高水平人才、促进两院学者交流与合作等诸多使

命。希望中心在两位主任的精诚合作和共同领导下，整合

不同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优势，在不断产出高水平学术成

果、尽快形成自身研究特色的同时，积极参与与其研究定

位相一致的中国暨上海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使之成为高

水平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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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
中国贫困问题仍⼗十分突出  

局地⾯面临上学就医等困难 

中新网10月14日电 国务院扶贫

办副主任郑文凯今日表示，中国贫困

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贫困程度还比较

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

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

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国新办

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郑文凯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

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郑文凯表示，今年8月1日，国务

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

确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

为“扶贫日”，具体活动由扶贫办商

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
北京出台三⽆无⼈人员帮扶政策    

特困⼈人群补助1500起 

新京报讯 （记者林野）北京针

对城市“三无”人员出台了帮扶政策。

从今年9月1日起，北京城市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认定赡养、抚

养、扶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未满16岁

的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城市特困人将

由政府提供居住、养老、看病、上学

等保障，且每月要给零用钱。 

!
⼲⼴广州第11次提⾼高低保标准 

中新网广州8月12日电(蔡敏婕文

燕媚)广州民政局12日发布消息称，

广州今年第11次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1月1日起，该市城镇和农村的低

保标准从480元人民币(下同)最高提

升至600元；7月1日起，该市的城镇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

赡养义务人”的“三无人员”的供养

标准从702元提高到1065元。

研究中⼼心学者近期学术活动
韩⽂文瑞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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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oblems, 6(1), 85-101.  

Li, J., Johnson, S.E., Han, W-J., Kendall, G., Strazdins, L., Dockery, A., & 
Andrews, S. (2014). Parent's shift work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35(1), 53-75. 

Han, W.-J. (2014). Current US Social Welfare Syste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ism. Presented to the Shanghai Social Worker Agency for Public Affairs, 
March 12, 2014, Pudong, Shanghai, China. 

Han, W.-J. (2014).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S.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March 17, 2014.  

Han, W.-J. (2014).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pril 23, 2014. 

Han, W.-J. (2014).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licy Respons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May 9, 2014. 

!
⺩王富⽂文教授（Nicholas Tapp） 

!
Tapp, N. (2013). Religion and mobility in a globalising Asi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4(1), 102-112. 

Tapp, N. (2014). Review essay of Diana Riboli and Davide Torri's Shamanism and 
Violence Power, Repression and Suffering in Indigenous Religious Conflicts.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1), 85-90.  

This semester Nick Tapp was proud to host a research symposium on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of Business' in Shanghai on 18th. 
April together with MINES ParisTech and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and 
invited several visiting anthropologists to give talks at th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t ECNU; Helen Rees (UCLA), Sacha Cody (ANU), Dru Gladney (Pomona), Jean 
Debernardi (Alberta), Michael Herzfeld (Harvard), Marla Frederick (Harvard), and 
Prof. Qianha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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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学者近期学术活动
!⽂文军教授 
!
⽂文军主编：《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南京市秦淮区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 

⽂文军：“城市化建设与居民⽣生活结构的重建”，载《都市社会学研究读本》，陈恒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
377⻚页。 

罗峰、⽂文军：《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文军、吴越菲：《多域转型中的“⽂文化抗拒”：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路向及其特征》，《探索与争鸣》
2014年第7期。  

2014年3⽉月22-23⽇日，⽂文军教授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席“中国社会学⾼高峰论坛”，并在论坛上做了“新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学研
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专题发⾔言。来⾃自社会学博⼠士点负责⼈人以及中国社会学会的领导60多⼈人出席该研讨会。 

2014年6⽉月3⽇日，应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邀请，⽂文军教授参加由两个单位共同举办的“城乡发展⼀一体
化研讨会”，并做了“农民市民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核”的主题发⾔言。 

!
赵晔琴教授 
!
Yeqin Zhao, Florence Padovani. Expulsion of residents from shantytown (penghuqu)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ves of new migrants 
in Shanghai. Evidence from the community of Yuanhenong, L'Espace Politique.2014-1 

Zhao Yeqin, Liang Cuiling. Integration and Distinction: migrant workers’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class identity: based on analysis 
of CGSS 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4, No 2. 

2014.6.1- 2014.6.28 Visiting Scholar at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 Paris VII 

!
李向平教授 
!
李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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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3期 

李向平、李思明：《解决中国宗教难题的新思维与新⽅方法——读卓新平新著,<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世界宗教研
究》，2014年第2期，第174-178⻚页。

如需了解更多研究中⼼心相关信息，请点击中⼼心官⽅方⺴⽹网站：shanghai.nyu.edu/research/social 

或扫描左⽅方⼆二维码 !
如需咨询或联络，请发送电邮⾄至： 

shanghai.research@nyu.edu 

中⼼心地址：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地理楼，34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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