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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讨论复杂性与社会现象关联特征的基础上，我们梳理了探索复
杂性的方法及其演进，回顾了社会学家们对复杂性的探索与贡献。 伴随信息
通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与复杂性的关联更加密切，给社会学研究
带来了新的挑战。 社会学家们了解复杂性研究的相关知识与进展，积极参与
其中，是回应时代挑战的有效方式。 与此同时，拥抱复杂性也为拓展社会学
边界提供了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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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便强调，相较于天文、物理和化学现象，社会
现象具有复杂性。 他把社会类比为有机体，并认为与研究非有机体不
同，对社会有机体的研究要借助整体去观察部分。 尽管孔德的观念后
来被斯宾塞、涂尔干等继承并强调，但实际上社会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
期并没有找到应对复杂现象的有效方法，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认识仅
停留在哲学观念上，因此也常将复杂性“ 当成一个便利的抓手肆意滥
用” ，结果是“ 总以复杂性为托辞，逃避对整个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进
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解决的责任” （ 米勒，２０１７：４） 。

信息和通讯技术（ ＩＣＴ） 的社会化应用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与规模连接在了一起，密集的互动加速了信息的传递、传播与交流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 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１１；Ｒａｉｎｉｅ ＆ Ｗ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２；邱泽奇等，２０１５） ，
社会正在从一个个局部性的、边界明晰的离散聚集转变为高度互联的
庞大网络，局部行动者某些十分微小的行动可能会在大的范围内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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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预测的社会后果（ 俗称“ 蝴蝶效应” ） 。 移动设备、社交网络、无处
不在的传感器等数据采集设施的大规模应用正在汇集大量数据，使得

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探索突破了原有的数据限制（ 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Ｇｏｌｄｅｒ ＆ Ｍａｃｙ，２０１４；邱泽奇，２０１８ａ） ；计算设施的成本下降和可及性增
强大大提高了计算能力，也为研究社会复杂现象的科学规律提供了条
件。 对复杂性的关注正成为席卷科学界的思想浪潮。 卓越的科学家们
预测，对复杂性的探讨将带来一场科学范式的革命。 霍金也曾断言，
“２１ 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 （ Ｈａｗｋｉｎｇ，２０００） 。

值得社会学家们骄傲的是，社会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复杂性的

关注 （ 如 Ｂｌａｕ，１９６４；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１； 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２；
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９） 。 只是社会学的关注与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复杂性
研究相比，仍然显得零星与分散。 多数社会学者对当下科学界的相关
学术进展与成果了解不足，更没能很好地跟进和做出贡献。
针对这些状况，佩奇曾在《 美国社会学年鉴》 上引介了复杂性研究

涉及的基础概念，呼吁社会学者应该懂点复杂性（ Ｐａｇｅ，２０１５） 。 他认
为复杂性研究与“ 社会何以可能” （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１０） 相联系，了解复杂性
科学的进展对开展社会学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从研
究主题切入，对社会学已有的探索进行归纳。 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
传统议题，而在新技术（ 不仅是 ＩＣＴ） 环境下，复杂性研究对理解当下社
会还具有现实意义。 除了解相关概念和进展外，更需要注意社会连通
性的发展已然使复杂性成为社会学无法回避的研究问题。
本文落脚在阐述复杂性研究为社会学突破传统边界带来的机会
上。 为更好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从复杂性与社会现象的关联特征
入手，回顾社会学涉及复杂性的经典理论以及探索复杂性的主要研究
方法；在梳理和归纳社会学既有成果后，我们将讨论二者互动的现实意
义，以及其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拓展社会学传统边界的价值。

一、复杂性与社会现象
现代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其中有众多行动者，行动者
之间有丰富的互动，并产生相互影响，其结果又构成了行动者面对的环
境，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后续行动。 在这个系统中，由零星的负面消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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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行动，极可能经由行动者的“ 非理性” 反应急剧放大，形成反馈，最
终导致“ 雪崩” 。 布克斯塔伯（２０１８） 系统地概括了金融危机复杂性的
特征，指出其本质在于计算不可化约性、非遍历性、涌现性和根本不确
定性。 计算不可化约性是指，人类社会活动的很多本质特征难以利用
数学工具进行演绎和刻画；非遍历性意味着行动者的过往经历、所处环
境、与他人的互动都会影响其当下行动；涌现性指某些属性或功能并不
为行动者自身拥有，却在互动的动态系统中出现，且出现的整体不是部
分的简单加总；复杂系统会面临一些不可预测、根本不确定的意外结果
或事件，它们无法被放到概率分布中，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可调和源自随
处可见的互动反馈和自我参照。

复杂性现象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几乎同时进入研究者视野。 复杂性研究从
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
物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在其中
寻找着各自的议题。 由此，对复杂性内涵的理解也是多角度的，即使圣
塔菲研究所①内部也无法达成共识（ 沃尔德罗普，１９９７） 。

但无论如何，与以复杂性为“ 托辞” 而逃避分析的策略不同，从事

复杂性研究的学者们往往都会像布克斯塔伯理解金融系统那样，先对

复杂系 统 的 一 些 基 本 特 征 给 予 明 确 描 述 （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韦 斯 特，

２０１８） 。 当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复杂性的兴趣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从既 有 文 献 （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 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 Ｐａｇｅ，２０１５； Ｍｉｌｌｅｒ ＆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７；阿瑟，２０１８） 来看，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发式行动（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即个体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作为有

限理性的行动者，遵循一些十分简单的规则，比如习惯、规范或爱好，在
社会经济活动中也会受到如信心、故事、幻觉等动物精神的影响（ 阿克
洛夫、希勒，２０１２） 。 第二，适应性行动（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即行动者的过往经
历及所处环境都会影响其当下行动，行动是经验引导的。 随着时间的

推移，行动者能更好地利用环境达到自己的目的。 霍兰德 （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认为适应性是造就复杂性的重要原因。 第三，行动者间的互动
①

圣塔菲研究所（ 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Ｉ） ，是一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平台。 它始
建于 １９８４ 年，是复杂性研究的策源地，也是目前最著名的复杂性研究共同体。 详情参见
沃尔德罗普，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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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这会传递信息并对彼此产生影响。 主体间相互依赖和互动

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特征，在高度互联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四，反馈机制（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即行动者不仅会对环境作出反应，其适应
性行动还会反作用于环境，进而改变环境，这种行动者与环境间的相互
作用又被称为反身性。 当代社会学者将反身性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
征，并注意到其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 吉登斯，２０００） 。 第五，行动
主体是异质性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 第六，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这既
是复杂性的来源，又是其在结果上的表现。

涌现性是讨论复杂性时一定会涉及的概念，也是复杂性的另一个
十分重要的特征，简单讲就是整体不等于其组成部分的线性加总。 宏
观系统是行动者互动的后果，可是宏观系统的属性和功能并不存在于
较低层次的行动者身上；行动者还会依据环境而适应性地调整行动，并
重新作用于环境，进而导致宏观后果发生动态演化。 在复杂性研究中，
与涌现性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组织（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本文不对二者进行
严格区分，而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涌现性概念。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更早参与了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讨论。 阿
瑟是“ 复杂经济学” 的提出者。 他认为，经济的常态并不是均衡，而是
非均衡的动态，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并非相互独立且完全理性，而是不断
互动并相互影响，且认知能力有限。 在阿瑟等经济学者的努力和推动
下，复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初步搭建起来。 他还有信心地指出，复杂
经济学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以往的均衡经济学只是复杂经济
学的一个特例（ Ａｒｔｈｕｒ，１９９９；阿瑟，２０１８） 。

与经济学相比，社会学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涉及复杂性，但关注却失

之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社会学对复杂性的早期涉猎散见
于经典理论家的讨论。 涂尔干从孔德那里继承了社会“ 整体性” 的观
念，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实体的社会。 他认为在社会层面存在着
某些不能够还原到个体的突生属性（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这其实与“ 涌
现性”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同根近义。 有学者将涂尔干视为社会学涌现理论的
先驱（ Ｓａｗｙｅｒ，２００１） 。 然而，涂尔干的这一思想与复杂性研究中对涌现
性的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在于，涂尔干认为必须使用同样处
于整体层面的事实对社会事实进行解释，而不应涉及个体层面，埃珀斯
坦将这种思想归为古典的涌现理论。 从事复杂性研究的学者则认为，
尽管整体性质不是部分性质的加总，但不意味着整体层面的涌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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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由部分解释，解释要依靠自下向上的生成模型（ Ｅｐ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９） 。 涂
尔干虽然认识到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但他用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事
实只是一种从“ 复杂” 到“ 复杂” 的研究策略。
韦伯认为社会学应当从受他人影响的个体社会行动出发，这一思
想与复杂性研究强调的要在微观互动中解释宏观涌现的基本思路相一
致。 然而，韦伯并没有很好地将这种思路付诸实践。 科尔曼认为，对于
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韦伯只述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而众多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个体是如何相互
结合，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 韦伯的分析中几乎完全没有提
及” （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４：９） 。 齐美尔除了也强调微观个体对社会的重要性
外，还认为只有当人们通过互动产生相互影响时，社会才会存在，这也
与当下复杂性研究中强调行动者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涌现，在基本
思想上高度一致。 布劳受齐美尔影响，发展了社会交往结构理论，希望
能“ 从遍布于个体之间的日常交往和他们人际关系的较为简单的过程
推导出支配社区和社会复杂结构的社会过程” （ Ｂｌａｕ，１９６４：２） 。

科尔曼用“ 船形” 模式明确提示社会学者要注重微观到宏观之间

的转换问题。 他认为图 １ 中 Ａ 到 Ｂ 和 Ｂ 到 Ｃ 的解释路径都容易明确，
而 Ｃ 到 Ｄ 的路径（ 即个体微观行动后果如何转变为社会宏观层次结
果） 经常比较模糊，困难即在于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性。

图１

科尔曼关于微观与宏观转换的图示

科尔曼强调的微观行动到宏观社会后果的转换，其实就是复杂性

研究中的涌现性问题（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４；Ｒａｕ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船形” 模式实
际上为社会学讨论涌现性提供了基础参考框架。 遗憾的是，它仅像是
一个宣言，尽管科尔曼试图在方法论上贯彻自己的主张，但他也没有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赫斯特洛姆，２０１０） ，其主张的
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假定，还被格兰诺维特批评有“ 低度社会
化” 之嫌。 格兰诺维特认为，探索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连接，需要借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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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和“ 嵌入性” 观念，推进更具复杂性的研究方案，考察各领域、不
同层次对象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

格兰诺维特的导师怀特开创了社会网络研究的“ 哈佛革命” ，将关

系结构 视 角 带 回 到 社 会 学。 他 在 关 于 “ 市 场 从 哪 里 来 ” 的 讨 论 中
（ 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１） 虽未明确使用涌现性概念，实际却提出了一个有关市场
是如何在参与者互动、观察和调整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并提供了一种分
析市场涌现的数学方法。 然而怀特的分析是静态的，他只关注市场达
到平衡状态时应满足的条件，却绕过了如何达成平衡的动态过程（ 王
晓路，２００７） 。 从这点上看，怀特的方法与目前复杂性研究中主张的在
动态变化中寻找涌现的方法仍有区别。

就在社会学者针对社会现象复杂性开展理论讨论的同时，探索复
杂性的方法也在不断演进。 虽然上述社会学理论家提供的方法各有局
限，但是他们在对互动和涌现进行早期探索时，还是积累了一些基本分
析工具。 近些年，一些新方法也不断发展并获得广泛应用。

二、探索复杂性的方法及其演进
（ 一） 基本分析工具

早在 １８ 世纪，斯密针对市场的描述就已蕴含了复杂性思想，“ 看

不见的手” 其实是宏观涌现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为其寻找依
据，回答个体对私利的追求何以导致宏观市场秩序的达成。 然而它却
将经济活动参与者假定为原子化个体，忽略了现实中丰富的互动及由
其带来的影响，被社会学者批评为“ 低度社会化”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

针对行动者间的互动，社会科学已发展了相对成熟的分析工具，有

学者认为，基于图论与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以及基于博弈论的行动分
析是探索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有效工具（ 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

博弈分析的确能够将行动者间的相互影响纳入，但是需要依靠严

苛的假定，如行动者完全理性。 由于行为假定在经验上常难以成立，博

弈模 型 的 预 测 与 行 为 实 验 的 结 果 之 间 存 在 很 大 偏 差 （ Ｇüｔ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２） 。 如果放松假定，后续分析则需要使用更繁难的数学工具。 而
且，纳什均衡只能解释模式在什么条件下会维持，不能够解释模式是如
何在动态变化中出现的。 另外，博弈模型无法处理行动者间的互动结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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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为此，有学者尝试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博弈论相结合（ 伊利斯、克莱
因伯格，２０１１；杰克逊，２０１１） ，但由于早期社会网络分析局限于静态结
构，对涉及动态过程的建模无能为力，故也只能有限度地解决复杂演化
问题。
进化博弈分析允许放松传统博弈分析的一些假定，其所应用的差
分或微分方程建模方法也适宜开展动态分析。 但如果使用数学方法求
解，却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复杂性现象；再复杂一点，差分或微分方程
求解也会遇到困难（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Ａｄａｍ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
（ 二） 方法的演化
为进一步探索复杂性问题，研究者们希望寻找既能避免已有方法
缺陷，又易于运用的替代性工具。 圣塔菲研究所主张的基于行动者建
模（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ＢＭ） 已成为复杂性研究的最主要工具。 研
究者可以利用计算机编程灵活模拟行动者的行动与互动，观察可能产
生的一系列社会后果，更好地理解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模式及动态。 元胞自动机和多行动者建模是 ＡＢＭ 的两种具体形式。

元胞自动机（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 是 ＡＢＭ 的简单方法。 它由许

多可识别的元胞组成，元胞用于表示个体或集体行动者，并被安排在规
则空间中；元胞具有某种状态，可以是态度、个体特征、行动等；元胞演
化存在时间进程，每步中的元胞状态都会发生变化；元胞状态由一组规
则决定，规则指定了元胞当下状态如何取决于其此前状态和其直接邻
居的状态（ 参见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 。 这已体现了许多与复杂社
会现象相关联的特征，如行动者依简单规则进行启发式行动、行动者间
相互作用、动态过程以及构造属性的涌现等。 不过其局限性也十分明
显，比如可容纳的行动者类型单一、能力有限、需分布在规则空间等，尽
管如此，它仍然是十分有用的计算建模方法。

经济社会学家托马斯·谢林是第一个使用 ＡＢＭ 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的人。 在《 数理社会学杂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创刊
号上，谢林发表了一篇讨论迁移和种族隔离的论文，采用的便是一个简

单的元胞自动机模型（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１） 。 图 ２ 是该模型的简单示意，＃
和 Ｏ 分别代表黑人和白人。 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
邻居（ 周围 ８ 个格子） 中有 １ ／ ３ 以上和自己是相同种族。 如果邻居中
同种族与不同种族的比例小于 １ ∶ ２，他们便会迁移到其他空格子，大于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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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则留在原处。 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没有人对邻里状况不满。 图 ２ 的
ＩＩ 和 ＩＩＩ 是谢林给出的两种结果，它们都是从 Ｉ 的初始格局中演化而
来。 能直观看到，ＩＩ 和 ＩＩＩ 的种族隔离程度相比于 Ｉ 都提高了。

谢林从事这项研究时，美国的种族隔离状况十分严重。 当时流行

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存在较严重的种族隔离是因为白人对黑人的容忍
程度较低。 谢林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元胞自动机模型① 来说明，即便
白人对黑人邻居更宽容，能够接受更多数量的黑人邻居，种族隔离仍很
可能出现。 模型展现了种族隔离现象的动态演化，并为它提供了一种
“ 生成性” 解释，这种方法也较科尔曼和怀特的方案更具优势。

资料来源：谢林，２０１３。

图２

谢林用于模拟种族隔离的基于行动者模型

多行动者模型（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ＭＡＭ） 是 ＡＢＭ 的高阶方法，针

对更复杂 的 过 程 和 主 体 行 为 建 模。 顾 名 思 义， 与 元 胞 自 动 机 相 比，
ＭＡＭ 能容纳不止一种类型的行动者。 行动者还可以有更多属性及能
力，如知识、推理、表达、计划、情感等，空间分布也可更灵活。 模型还能
将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纳入，以模拟行动者在学习和进化中采取的适
应性行动（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

埃珀斯坦等（ Ｅｐｓｔｅｉｎ ＆ Ａｘｔｅｌｌ，１９９６） 的“ 糖域” 模型是 ＭＡＭ 的经

典示例。 通过构建非常简单的多行动者模型，他们考察了财富不平等
的涌现：若干行动者初始随机分布在一个 ｎ × ｎ 网格空间中，可以自由
①

３２

谢林最初的设计十分简单，仅利用两种硬币和一个手绘 ８ × ８ 棋盘便可以完成模拟。 该
模型已是许多介绍复杂性研究文献中的重要内容（ 参见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伊利
斯、克莱因伯格，２０１１） ，其标准设置也收入在计算机模拟工具 ＮｅｔＬｏｇｏ 自带模型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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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网格中还不均匀地分布着一定数量的糖。 行动者依靠吃糖维持
生命，还可以将多余的糖储存下来，作为财富积累。 行动者需要搜索
糖，且各自的搜索能力相异。 他们要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寻找最多的糖，
如果符合条件的格子还没有被别人占据，他们就移动过去将格子里的
糖吃掉或占为己有。 另外，行动者还要进行新陈代谢，如果新陈代谢的
速度很快，又没有能力获得足够的糖，行动者就会死掉。 在这些简单设
置下，只需经过不多的几步运行，无论是行动者的空间分布，还是他们
占据财富的数量分布，都呈现出从相对均匀到集中的变化（ 图 ３ 为作
者运用 ＮｅｔＬｏｇｏ 模拟得到的变化过程） 。 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增加行动
者间的交易和冲突等过程扩展这一基础模型，讨论更多的问题。

注：圆点代表行动者，阴影代表糖，阴影越深代表该处分布的糖越多。

图３

“ 糖域” 模型

综合来看，与传统的分析工具相比，ＡＢＭ 和 ＭＡＭ 具备如下优势。

第一，可以模拟有限理性行动者的各类启发式行动过程，并允许存在异
质性行动者。 第二，易在模型中纳入行动者间的互动及影响，并考察网
络结构的效应。 第三，易于纳入环境的影响，模拟行动者受环境影响而
采取的适应性行动，以及行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适于对动
态过程开展分析，建模者可以“ 经历” 动态过程，考察系统变迁的动力
学特征，而非通过数学推导获得均衡。 在理论研究中，这种计算模型更
利于帮助我们探索因果关系发生的机制。 ＡＢＭ 可以被看作一种理论
实验，研究者能通过“ 理论驱动的调参” 来观察某些社会现象出现的必
要或充分条件（ Ｅｄｍｏｎｄｓ ＆ Ｈａｌｅｓ，２００５；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 在政策
研究中，应用计算模型也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学的决策，帮助政策制定者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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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更优的政策条件组合（ Ｗａｌｄｒｏｐ，２０１８） 。

早在十多年前，赵鼎新（２００６） 和沙莲香等（２００７） 便向国内社会学

引介了 ＡＢＭ 方法，但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又有学者对
ＡＢＭ 投入关注（ 梁玉成、贾小双，２０１６；吕鹏，２０１６） 。 不过他们多聚焦
于计算模拟，较少从复杂性研究与传统社会学之间的联系甚或区别进
行讨论，对复杂性的时代意涵更缺乏关注。

三、社会学近期对复杂性的探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一些运用复杂性研究理念、方法和模型工具讨论

社会学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在主流期刊上出现。 这些研究十分重要，
它们表明，社会学正在更多地与复杂性研究展开互动。

我们尝试使用社会学的两大经典范畴———行动和结构———对这些

研究进行概括和梳理。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关注宏观层面的涌现性
后果，且都较成功地将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并非单纯讨论行动者的微
观选择，或仅对宏观结构进行分析。 当然，如此分类是出于刻画便利，
不意味着这两类研究截然不同。
（ 一） 对行动的研究

１． 集体行动的发生

默顿将由行动者虚假情境定义导致真实后果发生的过程称为“ 自

我实现的预言” ，并最早用这一概念解释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街头发
生的银行挤兑，以及美国的种族冲突等群体行为（ 默顿，２００６） 。 默顿
给出的只是叙述性概念，谢林则较早使用模型语言对自我实现的预言

进行了分析。 他借用核物理工程学中的临界质量模型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对如起立鼓掌等集体行动发生的机制进行解释。 他发现对课
堂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当起立鼓掌的人数足够多时，他们便会愿意跟着
起立鼓掌，但每个人对“ 足够多” 的理解不尽相同。 由此假定，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个“ 已经有多少人鼓掌，我才鼓掌” 的临界阈值。 图 ４ 给出
了一种可能的人群中临界阈值的累积分布，这条累积分布函数 Ｃ 与 ４５

度虚线的交叉点 Ｍ 在横坐标上的对应值即为临界质量。 如果开始时
认为应当出于礼貌或感激而起立鼓掌的人数超过了临界质量，就会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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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自我实现的预言便发生了；如果鼓掌的起立人数
没达到临界质量，就会出现“ 逐渐没落” （ 谢林，２０１３） 。

资料来源：改写自谢林，２０１３。

图４

起立鼓掌的临界质量模型

格兰诺维特（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８） 构建了一个与此类似的模型，称为

“ 门槛值模型” （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 ，并重点考察了临界阈值（ 即门槛值）

为正态分布的情况。 他发现，即使两个群体门槛值的总体平均水平相
同，门槛值分布在结构上的细微变化也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后果。 集

体行动的大规模爆发还具有类似“ 临界相变” 和“ 混沌边缘” （ Ｌａｎｇｔｏｎ，

１９９０） 的特点。 格兰诺维特在后续的文章中对模型进行了拓展，比如
在模型中纳入参与者退出、求异行为（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Ｓｏｏｎｇ，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等因素（ 可参见刘炜，２０１６） 。

谢林和格兰诺维特的研究获得了后续复杂性研究者们的关注与大

力推崇（ Ｇ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１０） 。 不过，二位在最初构建模型时都没有使用标准
的 ＡＢＭ。 格兰诺维特使用的差分方程便于处理动态过程，但在容纳更
多反映丰富现实的假定上仍面临困难。 还以起立鼓掌为例，现实中新
参与者会成批加入鼓掌，参与鼓掌的人可能分布在空间的不同区域，人
们更可能受到邻居的影响，受较远的人影响较小。 这类复杂互动很难
纳入简洁的数学模型。 米勒等利用 ＡＢＭ 模拟了这些更符合现实的条
件，讨论了更复杂的起立鼓掌发生模式（ Ｍｉｌｌｅｒ ＆ Ｐａｇｅ，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

现实中的集体行动还会有组织行动者参与，组织与个体间也会发

生相互作用。 福勒等的研究（ Ｆｏｗｌｅｒ ＆ Ｓｍｉｒｎｏｖ，２００５） 同时涉及个体行
动者选民和组织行动者政党，试图回答为什么投票作为集体行动会发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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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为什么政党会按特定的方式选择选举纲领等问题。 既有研究
很难将投票者和政党同时纳入，应用 ＡＢＭ 则能够通过模拟政党与选民
间的互动，解决二者结合的问题。

创新的扩散也可视作集体行动的后果。 达夫昂特等在拓展格兰诺
维特门槛值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创新在组织间扩散的过程。 他们在
格兰诺维特的模型中引入了组织间交流讨论、决策不确定性、少数极端
主义者的影响等（ Ｄｅｆｆｕａｎ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 近些年还有学者基于管理咨
询技术被广泛采用的背景，利用计算模拟考察了除企业自身采用意愿
及相互之间的模仿以外，咨询提供者的流动以及企业与他们之间的匹
配和双边互动等如何影响创新扩散（ Ｓｔｒ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
２． 新行动者的出现

论及组织行动者，从公司组织、政党到民族国家、国际联盟，无一不

是由成员个体组成，却都在组织层面具有采取一致性行动的能力。 这
种一致性行动的能力来自哪里？ 新行动者的出现，其实同集体行动一
样，都可以看作是宏观涌现的结果。
组织决策是组织采取一致性行动能力的体现，也是最重要的一种

组织行动，科恩和马奇等人针对组织决策行动的“ 垃圾桶模型” （ 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２） 属开创性研究，也是社会学家参与复杂性研究的又一早期
代表作。 他们发现组织决策并不像传统决策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个理性
选择的过程，却很像从垃圾桶中拣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正式的模型
表述中，组织决策被看作是问题流、解决流、参与者和决策机会等过程
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过程都是时间的函数，还会受到参与者互动结构
及注意力分配的影响。 科恩等开发了一个计算模型模拟各种条件下涌

现的组织决策。 不过，最初的计算模型并没有采用 ＡＢＭ 的标准形式，
这一工作后来由其他研究者完成并拓展（ Ｆｉｏｒｅｔｔｉ ＆ Ｌｏｍｉ，２００８） 。

阿克塞尔罗德关心新政治行动者的出现，想回答诸如民族国家和

区域联盟等政治共同体是如何从一群更小的政治行动者的集聚和相互
作用中涌现的（ 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９５） 。 他开发的“ 进贡模型” 借鉴了关于战争

与国家创立的既有理论讨论，同样利用元胞自动机模拟了国家的形成，
并验证了高压政治、强取豪夺等机制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还有
研究者关注新经济行动者的出现（ Ａｘｔｅｌｌ，１９９９；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 。 阿克斯

特尔就开发了一个公司内生的模型。 在初始条件下的行动者集合中，
每个行动者都有一个努力程度，其效用是收入和休闲的函数，这二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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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努力程度相关：希望获得高收入，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希望有更
多休闲时间，就可以去找清闲一点的工作，相应付出的努力程度也较
低。 每个行动者拥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从关系人处获得信息和工作
机会。 被随机激活的行动者根据其所在团队的规模、总产出以及自己
前一期的努力程度，更新自己当期的努力程度；同时根据从朋友处获得
的信息，决定是继续留在团队，还是“ 跳槽” 到其他团队，抑或自己成立
公司单干。 在这种模型设定下，每个行动者只需要按照偏好行动，较大
规模的公司体就能够涌现出来。 模拟得到的团队规模服从齐普夫分

布，①与对美国公司人员规模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一致（ Ａｘｔｅｌｌ，２００１） ，
规模变化率的分布也与此前的经验发现吻合。

帕吉特与合作者们借鉴化学反应视角，分析了经济生产系统的涌

现和进化（ Ｐａｄｇ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他们将产品类比为化学品，它能够被
技能改造，并转化为新的产品；技能类似于化学反应，是将一种产品转
化为另一种产品的规则；企业是同时包含产品和技能的容器。 如果一
个相互联系的技能—产品自催化（ ａｕ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网络出现，且能通过自
复制实现维持并更新，便可认为经济生产系统“ 生成” 了。 他们利用计
算模型考察了网络结构、复制与学习模式以及企业搜索能力等对经济
生产系统涌现的影响。 帕吉特和鲍威尔通过总结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成果，同时吸收化学和生命科学的思路，提出了一种理解组织和市场涌
现的新思考框架（ Ｐａｄｇｅｔｔ ＆ 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
（ 二） 对结构的研究
１． 社会的分化

社会分化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但很少有研究会将社会分化的宏

观结构与微观过程联系起来，从微观行动者的互动中讨论分化的生成
性涌现。 这类研究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关注群体在空间上的
分化机制，是对谢林种族隔离模型的延续和扩展，其研究问题涉及在谢
林规则基础上的其他更符合社会现实的条件如何影响种族隔离的形
成；另一类研究关注社会经济特征的分化，如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具
有怎样的规律性，以及为什么会呈现特定的形态。

福塞特把社会距离作为另一种解释机制引入谢林模型 （ Ｆｏｓｓｅｔｔ，

①

齐普夫分布（ Ｚｉｐ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是一种特殊的幂律分布，其累积分布函数的幂指为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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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强调空间竞争和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这里所
说的不同社会群体可以来自不同的职业、地位、文化和兴趣等。 与谢林
仅考虑种族偏好相比，他纳入了更多的偏好维度，发现即便没有种族歧
视，社会地位偏好与住房质量偏好也可能导致并维持居住隔离水平。
这些研究得到了同行认可，被认为是对谢林居住隔离模型做了最丰富、
细致的扩展（ Ｍａｃｙ ＆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２００６） 。

布鲁赫和马雷（ Ｂｒｕｃｈ ＆ Ｍａｒｅ，２００６） 的思路与福塞特不同：如果说

福塞特的研究是从“ 依据什么做选择” 的角度改进了谢林模型，布鲁赫
等人则是从“ 何时，做什么选择” 的角度进行改进。 他们认为，刻画个
体动机的偏好函数有不同类型，而不同类型的偏好函数导致的涌现后
果也可能十分不同。 谢林假定的偏好函数是两段式的，即个体偏好只
存在一个阈值。 布鲁赫等考察了多种偏好函数形式，但发现只有当偏
好函数为两段式时，高水平的居住隔离才可能发生；当偏好函数为阶梯
形或连续形时，出现的居住隔离程度较低。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仅用
种族偏好可能不足以解释美国城市的高度居住隔离现象。 对布鲁赫和
马雷的研究，梅西团队（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指出了可能存在的错
误。 之后，布鲁赫等又对错误做了纠正，并指出个体偏好形式影响居住
隔离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Ｂｒｕｃｈ ＆ Ｍａｒｅ，２００９） 。

至于财富等社会经济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早在 ２０ 世纪初，帕累托

便发现意大利人的财富拥有状况服从幂律分布（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也
称帕累托分布） 。 他还发现，财富状况服从幂律在当时的很多国家都
存在，与政治、税收等社会制度设置无关，国家间差异仅体现在幂指差
异上。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解释帕累托分布的形成。 安格尔将不平等
过程置于微观交换和竞争中考察，为财富不均衡分布的形成提供了一

种解释（ Ａｎｇｌｅ，１９８６） 。 他抽象了三条微观财富分配的简单规则：第一，
财富易在行动者间转移，并假定转移时不存在损失和创造；第二，财富
拥有者有从别人身上获取财富的能力，剩余财富越多的人，更有可能在
竞争中成功，进而从他人身上获得剩余财富；第三，即便是富有者也有
一定概率在竞争中失败，失败时流失的财富与其拥有的剩余财富成正
比。 依这些规则进行计算模拟最终能生成帕累托分布。 安格尔模型只
是众多探索之一，近些年，这一问题还引起了很多自然科学家的兴趣
（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 他们对财富分化给出了若干种可能解释，共
同点是都试图用微观互动和动态过程解释财富分布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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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的第二条互动规则是马太效应的体现。 马太效应是默顿在
研究科学活动的多重发现和科学家声誉分布时提出的。 他发现即便是
多人合作的研究成果，或多个独立研究者得到类似的发现，那些已拥有
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也会得到更高的声誉（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 ，这后来被概括
成“ 富者愈富” 和“ 赢家通吃” 。 在现实社会网络中，人们拥有朋友的数

量同样存在巨大分化，朋友数量也多呈现幂律分布。① 巴拉巴西和艾
伯特基于马太效应，提出了偏好依附机制（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即在
网络形成中，人们更愿意和那些朋友较多的人交朋友。 经数理分析和
计算模型双重检验，他们发现偏好依附是解释无标度网络幂律特征形
成的关键机制（ Ｂａｒａｂáｓｉ ＆ Ａｌｂｅｒｔ，１９９９ ） 。 萨尔加尼克等 （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利用线上数字实验证明，流行度也会在行动者彼此影响的条
件下呈现幂律分布，尽管特定产品流行与否具有偶然性且不可预测，但
幂律的规律性在每次“ 历史重演” 中十分稳定。
２． 制度的起源和维持

制度是社会学最为关注的宏观设置。 对制度从哪里来，社会学至

少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制度是外生的，蕴含在古老习俗、宗教观念等
之中，世代传承；二是认为制度是在微观互动中自发演化生成的。 前一
种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制度起源的问题。
阿克塞尔罗德将规范存在性问题转化为程度性问题，从行为角度

对规范进行界定，并对其涌现开展讨论。 他构建了一个类似 ｎ 人囚徒
困境博弈的架构，但不假定行动者完全理性。 通过计算模拟，在博弈演
化中考察两种行动在程度上的变化，分别是（１） 个人依一种特定方式
行动的程度和（２） 对违背这种行为方式的人进行惩罚的程度。 研究发
现，当在博弈架构中引入元规范机制之后（ 即对拒绝惩罚进行惩罚的
规范） ，规范会成功地建立起来（ 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８６） 。

对于制度如何维持，又如何扩散和影响等问题，阿克塞尔罗德还讨

论了文化差异性的持续。 他模拟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将个体文化抽
象描述为文化维度和文化特征，每一维度上都有一组特征可供选择；随
机选定某一个体文化，在它的邻居中随机选定另一个体文化，以彼此相
似度为概率令两文化相互影响。 最终一些稳定的文化区域在这一过程
①

朋友数量的分布在网络理论的术语中一般用“ 度分布” 来指称。 由于幂律分布的概率分
布函数在数学上具有无标度的性质，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的网络通常被称作无标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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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涌现出来。 为回答文化差异性何以维持的问题，他考察了保留下来
的稳定文化区域数量以及哪些因素会对此产生影响。 模拟结果发现，文
化复杂性、相互影响范围及版图规模都会作用于稳定文化区域的数量，
版图规模与稳定区域数量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较小和较大版图中稳定区
域的数量都较少，中等版图有更多稳定文化区域出现（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９７）。

森托拉等（ Ｃｅｎｔ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讨论了为什么不受欢迎的规范会流

行，为此他们区分了信仰规范与执行规范行动。 在社会压力、规范执行
成本等机制的作用下，他们考察不同嵌入性、狂热者分布以及网络结构
条件所导致的执行规范者占比变化。 他们发现行动者局部嵌入和狂热
者空间集聚会加剧虚假规范执行，小世界网络则会抑制。 另一项研究
专门讨论了网络结构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小世界网络的长连接跨越
异质性群体，直觉上被认为会有助于降低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整合。
梅西等利用计算模拟发现，在负向仇外和分化机制的作用下，小世界网
络的长连接会促进文化的两极化而非整合（ Ｆｌａｃｈｅ ＆ Ｍａｃｙ，２０１１） 。

以上是从行动与结构两个方面梳理的社会学近期对复杂性的探

索。 但仅凭这一梳理，我们还较难窥见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互动的
全貌。

注：图中椭圆形节点代表与复杂性研究相关联的主题范畴，矩形节点代表文中涉及
的主要文献，边代表文献与相关主题范畴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涉及的主题范畴依受
广泛关注的年代顺序从左向右排列，文献依发表年份从左向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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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泰拉尼（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２０１８） 曾绘制过一张关于复杂科学发展的

“ 地图” ，用节点代表关注的主题，采用年代叙事，勾勒了复杂科学的发
展路径与现状。 以此为线索，我们选取与本文内容最为相关的节点，也
绘制了一幅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互动的示意图（ 图 ５） ，这有助于把社
会学的局部贡献链入到复杂性研究的网络之中，也有助于在复杂性研
究演进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社会学与外部学科互动的历程。 根据它，我
们能对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互动的基本趋势做出判断。

四、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机会
克里斯塔基斯曾在《 纽约时报》 发表短评，认为社会科学近几十年
间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没有参与科学前沿，因此是时候摇动它一下了。
他主张社会科学要敞开怀抱，把大部分力量部署到自然与社会交叉的

新领域之中（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２０１３） 。 复杂性正是这样一个前沿交叉领域。
有学者认 为， 社 会 与 文 化 研 究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会 出 现 复 杂 性 的 转 向
（ Ｕｒｒｙ，２００５） 。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尽管社会学者与复杂性研究之间的
互动增多，在理论和研究成果上也有一定的积累，但令人遗憾的是，复
杂性研究及相关进展并没得到大多数社会学者的关注。 尽管一些社会
学引为经典的理念与复杂性研究秉持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距
离和张力。 为此，我们和佩奇一样（ Ｐａｇｅ，２０１５） ，认为社会学者有必要
了解复杂性的相关知识与进展，并积极参与到蓬勃兴起的科学运动之
中。 拥抱复杂性也正为我们提供着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新机会。
（ 一） 运用复杂性视角理解当下社会
技术是推动社会变迁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近二十年间，ＩＣＴ 的发
展对社会变迁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关注复杂性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
些社会变迁，对当下社会形成更深入的理解，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解影响社会的技术发明和应用。 ＩＣＴ 发展催生了许多新

技术发明，对这些技术发明的应用也正在改变着生产和生活。 社交网
络、交易平台、人工智能等都是 ＩＣＴ 推动下得以应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技术发明，它们都与复杂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例如各类平台组织是
由多种类型的参与者构成的复杂系统，平台组织的成长和生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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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涌现的结果。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技术发明与
应用在本质上就是复杂系统（ 阿瑟，２０１８；乔天宇等，２０１８） 。

第二，理解技术变迁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使其

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开始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以更具复杂性的方
式影响着社会。 邱泽奇（２０１８ｂ） 以北京公交车票变迁的案例说明了这
种转变，司乘之间过去“ 拿钱买票” 的直接双边互动关系，变成了乘客
与公交服务系统的一系列行动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

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从以下两方面概括了 ＩＣＴ 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 Ｃｏｈｅｎ ＆ Ａｘｅｌｒｏｄ，２０００） ：一是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互动方
式，信息传递速度加快，行动者比以往处在更丰富的互动之中，也更易
受其他行动者的影响；二是由于计算、存储、传输和传感器等技术的进
步，人类行动和社会系统的信息得以更快采集、处理、分析和反馈，行动
者可以更迅速且直观地了解社会系统的状况，更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
行动。 ２０１８ 年底始于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即体现了这些影响。 互联网
对信息的即时反馈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到运动之中，导致运动规模呈
爆发式增长；同时这种局部波动又在高度连通条件下迅速蔓延。
第三，理解社会形态特征的变化。 关注复杂性意味着更应注重从
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入手刷新对社会的理解。 社会学从不缺乏互动视
角，但过去更多关注的是局部互动。 信息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令工业社
会的原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当下的社会形态
进行过描述。 从复杂性视角看，可以将当下社会理解为一个全局互动
的社会，人类整体处于高度互动的状态。 同时，社会还呈现个体化趋
势，个体行动者会更多依其自身意志而行动，直接参与到整体连通的社
会之中。 个体直接参与的全局互动可能引发更多难以预料的涌现性后
果。 复杂性理论与方法为理解高度互联社会的行动和动态提供了基本
视角和框架，帮助我们认识由高度互联带来的社会后果，尤其是社会风
险，也为其治理提供依据和可能方案（ 范如国，２０１７） 。
（ 二） 用复杂性思维认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如果说我们能从现实角度看到拥抱复杂性对社会学的价值，那么
从理论角度，运用复杂性思维对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自身演进以及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互动中，社会学理论
似乎面临着两种困难。 一种是微观到宏观转换的问题，这被科尔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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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学的核心任务（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４） 。 它也是社会学的心病，一直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近年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再度提及微观到宏
观的转换问题（ 赫斯特洛姆，２０１０；格兰诺维特，２０１９） ，并将该问题与
复杂性研究关联。 社会如何从行动者的微观互动中涌现，可以看作是
运用复杂性思维对“ 社会何以可能” 这一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
社会学理论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在与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中遇到
的。 社会学强调社会化对行动者的影响，传统上却倾向于接受行动者
完全内化了规范的假定，被称作“ 过度社会化”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
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则是社会化不足，被认为陷入了“ 低度社会
化” 的误区。 格兰诺维特较早指出了这两种极端理论状态的存在，主
张采用嵌入性观点，避免二者的缺陷（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 一方面，嵌
入性观念推动了社会学中网络研究的发展。 由于复杂性研究对互动的
强调，网络思想很快被其吸收并在复杂性研究的其他学科中扩散，反过
来又促进社会学网络理论朝着关注多重和动态性的方向发展。 很多参
与复杂性研究的社会学者尝试将既往关注的如组织、制度等议题转化
为网络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Ｏｗｅｎ⁃Ｓｍｉｔｈ ＆ 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 。 阿瑟曾认
为，“ 低度社会化” 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例，我们或
许也可以认为，“ 过度社会化” 的传统社会学处在另一个极端，也是充
分接纳了网络思想、运用复杂性思维的社会学的一个特例。
当然，这仅是运用复杂性思维再认识社会学基本问题的两个例证，
复杂性与社会学其他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可留待进一步讨论。
（ 三） 在复杂性研究中重塑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些社会学者曾尝试发展理论工具，解决微观与宏观之间断裂的

难题，但都并不成功（ 赫斯特洛姆，２０１０） 。 在经验研究中，统计分析常
用于解决同一层次变量间关系；后来多层次分析技术可用于驾驭宏观
环境对微观行动的影响。 但是对微观行动如何演化为宏观图景，常规
统计方法几乎无能为力。 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学推崇的案例研究方
法有可能通过揭示微观社会机制，实现解释宏观的目标（ 张静，２０１８；
渠敬东，２０１９） 。 案例研究能揭示微观行动的大量细节，的确为解释宏
观创造了条件。 但问题在于，它较难对宏观后果进行有效测量，也难以
在微观行动与宏观图景之间建立可确证的路径。 ＡＢＭ 是呼应需求的
方法创新，它能克服统计分析与案例分析的局限，开启了一种“ 扎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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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和复杂性的新范式” （ 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

除了 ＡＢＭ 类的计算模型，参与复杂性研究的社会学者还采用了更

多新颖的研究手段，如挖掘与分析在线大数据、实施线上数字实验等，
萨尔加尼克等人的研究（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已成为利用线上数字实
验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经典之作。 这类研究也被归入计算社会科学的
范畴（ 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它们不再满足于在理论上探索导致宏观涌现
的微观机制，而是更具经验性地观察社会行为的复杂模式，或对理论模
型进行验证。 计算社会科学与复杂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
不过侧重点不同。 计算社会科学更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数字技术
和计算方法的运用，而计算方法恰是研究复杂性的主要工具和手段。
对于国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教学而言，增加应对复杂性问题的计算思
维与方法等相关课程模块，应当说已迫在眉睫。
当然，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的互动之路也受到很多限制性约束。
例如，针对动态和多重社会网络的研究在社会学中仍不多见，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满足研究需求的数据不易收集。 另外，从事此类研究要求研
究者具备更复杂的能力，还可能要与自然科学家开展合作。 复杂性研

究内部也 存 在 张 力 甚 至 激 烈 的 争 论 （ 参 见 塔 勒 布，２０１１； 巴 拉 巴 西，

２０１２） 。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我们仍想呼吁，社会学应以更加包容开放
的心态，广泛开展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越来越凸显的时代，跨出传统的边界，回应时代的呼唤，对复杂性这一
既古老又崭新的领域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勇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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