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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暨 
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事务所 成立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暨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

中心上海事务所成立仪式于 1 月 14 日上午在华东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举行。 

成立仪式由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副教授和都市文化研究

中心上海事务所副所长山口久和教授共同主持。华东师大罗国振副校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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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立大学金儿晓嗣副校长分别致辞。华东师大社科处处长许红珍、国

际教育处处长黄利平、宣传部部长忻平、法政学院院长范军、人文学院院

长王斯德、资源环境学院院长曾刚、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事务所所长荣原永远男、副所长水内俊雄、事务局课长仲岭八朗、大阪国

际经济上海事务所副所长杉中庸二等出席了成立仪式。 

成立仪式后，罗国振副校长宴请了日方代表团和其他与会嘉宾。 

当天下午，两中心举行了第一次共同研讨活动。金儿晓嗣教授、林拓

副教授、水内俊雄副教授、陈映芳副教授依次作了专题发言。 

晚上，日方宴请了我校有关领导和与会代表。 

        罗国振副校长的致词 

各位尊敬的来宾，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对金儿副校长以及

大阪市立大学的诸位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对华东师范大学现

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和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事务所的成立

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这儿我想介绍一下华东师大的简单情况。华东师大创建于 1951 年，

是全国首批 16 所重点大学之一。学校现有人文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法政

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等 13 个学院，含 33 个系，开设 53 个本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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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中有 5 个专业为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有 6 个

国家重点学科，5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0 余个研究所和

一批跨学科的研究、实验、计算、测试中心。拥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

专家学者。 

华东师大具有研究城市的学术传统。其中社会学专业是全国 早设立

硕士点的专业，长期来一直以城市社会学为基本方向。其他专业，如历史

系一直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中西城市历史比较研究。哲学系、

中文系一些学者所从事的城市知识分子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在全国也有较

大的影响。地理学方面的学者所进行的行政区划研究、城市生态研究等也

有着突出的成就。 近，华东师大的领导正在规划整合学校各学科的研究

力量，开展新一轮的城市研究，以此作为华东师大的一个重点的学科建设

项目。 

华东师大与日本学术界有着友好交流的传统，我们与日本好几所大学

有友好关系，经常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尽管如此，这一次现代城市社会研

究中心与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合作的意义依然是引人注目

的。两中心的合作、特别是大阪市立大学来我校设立事务所，这样一种模

式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交流方式。我想，两中心的成立和合作对于我们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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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学术发展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相信我们的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

心会成为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来沪合作交流的的一个重要窗

口。 

  后，我代表校方表示，学校将给予两中心 大程度的支持。我祝愿

双方的合作富有成效，希望能看到两中心在城市研究、上海研究方面取得

丰硕的成果！ 

谢谢大家！ 

 

 

金儿晓嗣副校长的致词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我是大阪市立大学副校长金儿晓嗣。值

此设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开设之际，谨

致问候辞。 

  今天，在这值得纪念的开所仪式之际，华东师范大学方面有这么多的

来宾出席，在此深表感谢。 

  上海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会而闻名遐尔，又以面向 21 世纪朝

着中国 大的国际都市的目标飞速发展的状况，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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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上海市和大阪市是友好关系城市，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大学之间

的学术交流至今未能兴盛起来。位于同一个亚洲的近邻，同样作为 大商

业都会的两市，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之中，共同存在由都市而产生的众多

问题。正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大阪市立大学，需要携起手来解决这些

诸多的问题。 

  幸运的是，去年 4 月 1 日，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和华东师范大学

的 5 个学院之间签订了学术交流协定，又于 10 月 15 日两所大学作为大学

级别签订了关于学术交流的协定。对我们来说，能与作为华东地区有代表

性的师范大学、被中国教育部指定为直属重点大学的华东师范大学缔结这

样的协定，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前不久，日本文部科学省从 2002 年度开始实施了「为形成世界性研究

教育据点的重点支援― 21 世纪 COE（Center of Excellence）工程― 」。大

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以「为创造都市文化的人文科学研究」为据点计划，

光荣地被这个「21 世纪 COE 工程」采用了。按照这项工程中陈述的研究

计划及两校之间交换的协定书之宗旨，这次在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大阪

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刚才我已经讲过，上海和大阪都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大都市，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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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都市特有的诸多问题。两所大学在这个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各项

事业，如果能够对就这些诸多问题进行理论上而且是实践上的研究的进展

有所贡献的话，如果能够共同构筑起世界级都市研究的基础的话，没有什

么能比这更令人喜悦。我衷心希望两所大学戮力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 

 后，对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设立赐予理解、还有对今天的开所式给

予极大帮助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黄理平处长、社会学系陈映芳系主

任以及其他老师，借此机会，致以衷心的谢意。 

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话。 

 

 

两中心举行第一次共同研讨活动 

    当天下午 14 时-18 时，两中心第一次共同研讨会在中心会议室进行。 

    大阪市立大学的金儿晓嗣教授、荣原永远男教授、山口久和教授、水

内俊雄副教授参加了研讨会。中国方面出席研讨会的主要有陈映芳副教授、

许纪霖教授（历史系）、罗岗副教授（中文系）、姚南祥副教授（社会学系）、

文军副教授（社会学系）、林拓副教授（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达

良俊副教授（资环系）、余海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倪文尖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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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李宏图教授（历史系）。社会学系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旁听。 

    研讨会上，金儿晓嗣教授、林拓副教授、水内俊雄副教授、陈映芳副

教授依次作了专题发言（内容概要见下页），每位发表者后，都有短暂的讨

论。中日学者们就有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大家踊跃发言，会场气氛热烈。 

�          日本近代价值观和宗教意识的质变 

金儿晓嗣 副教授 

 宗教观是价值观的一种，宗教观的变化也反映了价值观的转变。伴随着工

业化和都市化的现代化进程，日本人的宗教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

统宗教（看得见的宗教）的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近几年来，日本的

青年阶层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其父辈们的新的宗教观。本文我就对这种被

成为“ 后现代宗教” 的宗教意识作一论述。 

我对我所在的大学（大阪市立大学）的大学生做了一项题为“ 宗教印

象” 的调查，以此来考查他们对宗教的看法。消极派（反对方）对宗教采

取批判的态度，而且他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怀疑程度又超过了对新宗教的怀

疑。他们完全不相信宗教，认为宗教只不过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主张

不要与宗教有任何接触。积极派（支持方）对宗教持肯定态度，认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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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宗教中得以解决。持这一态度的年轻人大多是

受其父母的影响较大，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较浓的环境里，接受宗

教的熏陶，他们对宗教深信不疑。以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对宗教采取中庸

的态度。 

根据我的研究，日本人的宗教态度的构造层次大致可分为三种：宗教

倾向性（自我修养式的行为）、报恩观念（告慰先灵的行为）和因果报应观

念（现实利益式的行为）。宗教倾向是指对宗教持有好感、恶感的直接可见

的态度问题。报恩观念是指作为一种风俗或例行的节日、活动向先祖或大

自然贡献一些东西，对自然界有一种虔诚的心理。这一类观念主要是以佛

教的报恩观念为核心的。因果报应观念主要是指一部分人相信灵魂的存在，

相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相信人世的轮回，从而相信宗教。 

近代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家、社会、组织及团体的忠诚和强烈的

归属意识。对国家的归属意识是指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爱国心，这种

归属意识曾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新

宗教，由于它规定了社会所必需的一些伦理和道德的准则，因而与国家主

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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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当代的中老年人正处于经济长期停滞发展阶段，向

来勤勤恳恳工作的他们一时失去了奋斗的目标，迷失了人生的方向，甚至

有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其孤独感增强，越发感觉到人间的世态炎凉。为

了寻求人生的意义，他们只得求助于宗教，期许能从教义中找到“ 天国、

极乐、幸福……” 。而年轻的一代由于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的社会，。他们

追求的是对豪华生活的享受，效忠于国家的意识自然淡薄。这就会导致他

们非常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宗教上就是报恩观念和因果报

应观念。另外，关于个人成功的途径，年轻一代与其父辈的观点也截然不

同。父辈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年轻人则认为成功靠偶然的

运气。这是因为现代年轻人的内在价值观与宗教信仰有重大关系，他们相

信灵魂或奇迹的存在，因而将自己的成功寄托于上帝的垂青或神的恩宠。 

综上所述可知，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的日本多数的现代青年，

正是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而相信因果报应的，对宗教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

有选择地相信宗教，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宗教活动。 

 

城市化进程中浦东基层政区的变迁及其调整 

林  拓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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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在当今中国备受关注，不少人认为，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

经济增长轴心发生转移，即从工业化推动型增长转为城市化推动型增长的

新阶段。相应地，城市化研究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前沿

课题，涉及工业化水平提高、非农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生态环境改善等丰富

内容，众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已取得卓有成就的进展。90 年代特别是在中

期以后，中国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

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而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双重作用，共

同构成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崭新内容。 

然而，当前中国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城镇的新发展已遇到不同程度的障

碍：在城镇体系上，目前不少大中城市郊区普遍存在的建制镇数量过多、

面积偏小的现状，使城镇规模的梯度层次难以形成；在产业发展上，原来

分散的农村工业化就因小城镇的分散布局而难以克服耕地锐减、污染严重

等弊病，而城区工业外移及开发区建设的推进，又进一步出现了与县级、

镇级政区格局难以协调的尴尬局面。更重要的是，基层政区（县级与县级

以下政区）的不合理进而成为乡镇体制创新的地域限制，直接影响城市化

的发展进程。 

很明显，原有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基层政区框架与格局，已难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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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前中国城市化的新发展，这一深层次的矛盾正日益突显，当前以政府

主导型为基本特征的城市化更使这一矛盾的解决显得尤为迫切。基层政区

改革虽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区划调整却是其中的基础性内容，而区划

调整稍有不慎就易于导致不良的负面效应，这已为目前一些地区的区划调

整所证实。相关的理论研究亟待展开。 

上海浦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及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在城市化新

形势的催化下，浦东原有 22 个建制镇政区格局的不适应性相当突出，因此

浦东以整建制的方式将原 22 个镇一次全面调整为 13 个。这一大规模的调

整历时不足半个月，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充分认可，

没有出现不必要的反弹，更为浦东郊区城市化发展奠立了重要基础，促使

城镇经济大幅增长。浦东乃至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率先

或先兆性，浦东建制镇区划调整更是如此。 

笔者对浦东基层政区调整前的设计、调整中的操作以及调整后发展等

进行全过程的追踪，并参与相关政策的研究。可以说，对这一成功典范及

时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不仅有助于其他地区的经验借鉴，而且可以构成

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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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的阶级差别与贫困问题及其城市政策 

水内俊雄 副教授 

大阪是日本诸大城市中 早发展资本主义的城市，这种资本主义的城

市化给大阪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阪政府制定了一

系列相对应的城市政策，因而大阪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积累了很多处理城市

社会问题的经验。本文我就以大阪在城市化进程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阶级差别和贫困为切入点，考查大阪在城市变迁中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以

及政府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在日本，被称为贫民的有三类人：部落民、打短工的以及从事小规模

工程的。日本城市的发展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当

时，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样，日本的贫民概念中又增加了一个

群体：朝鲜人。大阪贫民的比例在日本是 多的，再加上进来很多朝鲜人，

社会比较容易动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市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城市规划、社会福利、住宅地政策、创设了大阪市立大学等。大阪市立大

学也由此成为日本 早的一所城市大学。 

贫民窟的改造是从 1927 年开始的，“ 部落民” 居住之外的地方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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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造。但由于当时城市发展的郊区化，在郊外出现了新的阶层——中产

阶级。当时的城市建设除了在市中心区域内进行改造外，也开始修建铁路，

使铁路为这部分中产阶级服务。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此次城市建设于 1937

年中断。从 1937 年开始，日本不再进行城市发展，集中发展军事工业。因

为日本国内的青壮年都出去打仗了，参与日本国内建设的几乎都是朝鲜人。

当时这些建设日本的朝鲜人战争结束后留在了日本，从而形成了新的贫民

阶层。由于美军的空袭，大部分地方被烧毁，战后，日本开始实施另一个

都市复兴计划。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多火灾的国家，所以其城市的各项设施不断地进

行改造。战后，还实施了对市中心的被歧视人口居住区的改造。大阪市内

的地位较低阶层的集居区所占比例较高，约占 4%--5%。这些 5%的被歧视

地方被全部取缔。1970 年，日本曾举办世界博览会，那时候进行轨道交通

建设，涌向大阪的人特别多，政府为这些外来民工划了特定区域居住，大

概三万人口。这有利于政府集中对这部分人所居住地区进行整顿。 

关于一些并不贫困比较富裕的群体，政府把他们放在了郊外。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当时保护环境的运动较多，为此许多有钱

人住在郊外，工厂外移，市中心的人口减少。当时在第二个圆和第三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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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区域内有许多工厂，后来这些工厂就被迁出去。同时也出现了另外

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 

 

 

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 

陈映芳 副教授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分层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等受到研

究者们的普遍关注。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

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深感对于城市下层社会的调查和研究还有一些问

题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城市下层的调查早有传统，1914 年，北京青年

会发起了“ 关于北京 302 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 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

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中国 早的

城市下层调查主要是由外国教会团体和教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所倡导的。

不过自 20 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也开始从事自己的城市问题调查。大量模

仿美国城市社会学、人类学进行的社会调查涌现出来，内容主要涉及人口、

劳工、风俗、妇女、教育、灾祸和社会概况等。各类社会调查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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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仅在 1927 到 1935 年的 9 年间，全国各类

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 9027 件之多。各类调查多以城市下层为调查对象，

以生活调查为重点。但是理论上、方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1950 年代开始，一方面，随着社会学专业的被取消，社会调查活动在

中国基本上消失。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有关

“ 阶级” “ 阶层” 的概念发生变化。中国的社会学专业恢复于 1979 年。1981

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开

展了城市社区研究，对居民生活，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自那以后，

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相关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调查和研究也渐趋

深入。总的看来，1990 年代以来，有关城市下层的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①下岗工人问题研究；②社会分层研究；③社

会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城市下层研究面临的课题。（1）关于“ 城市下层” 的概念和社会

构成。在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城市下层，虽然已有不少相关

问题的调查研究，但城市下层群体一般被表述为“ 下岗工人” 、“ 贫困群体” 、

“ 弱势群体” 等特殊的群体。如何将“ 城市下层” 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

以确立、并进而展开研究，仍是个课题。（2）关于城市下层研究的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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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基于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迅速分化的事实和既有研究的现状，笔者认

为，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相应的研究尝试。①城市生态学的研究、②

生活结构理论的导入、③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城市下层的调查和研究，这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在目

前的中国，起码有两项工作是需要政府和学界去共同努力：其一是各级政

府需要把对社会分层状况和城市贫困状况的调查加以制度化，也就是定期

地、规范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调查；其二是学术界需要展开跨学科的共同研

究，如在城市生态研究、社会生活研究中，社会学需要与文化地理学、生

态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的交叉。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界来说，一方面

它本身依旧存在着专业如何进一步学科化、规范化的问题，与此同时，现

实又迫切需要它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于一个恢复发展才 20 多年的新

兴学科，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 

 

 

 

－写在后面－ 

《城市研究简讯》与大家见面了。藉着华东师大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

心和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事务所成立的机运，它应该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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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市研究领域中一片小小的园地。 

当此时，“ 城市研究” 已成为中国学界特别是上海各界的一个热门话

题，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99 年夏秋交替时节，当我初进华师大、由教研

室领导安排主讲“ 城市社会学” 课程时。虽然知道这是华东师大社会学专

业的传统主方向，可放眼望去，国内有关“ 城市” 的参考书寥寥可数，关

于城市调查和研究的话题在学界也显得有点边缘又落寂。于是就尝试着寻

找城市研究的各种可能和机会。后来，就有了与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

究中心合作开展共同研究的设想和事实。近一年来，在我的导师森田洋司

教授的大力推促下，包括大阪市立大学校长代表团在内的日方代表团曾三

访华师大，从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与华师大法政学院、人文学院、资环学

院、外语学院、教育学院缔结院际友好合作协定再发展到两校缔结校际友

好合作协定，一直到今天两中心的成立。其间师大校领导、各学院负责人

以及国际交流处、社科处、设备处等相关部门一路绿灯，全力支持，令人

深感欣慰，当然也倍觉肩负的期待压力。 

我们所期望展开的，是多学科交叉的城市研究，是与全国各地及世界

各国的研究者互相砌磋交流的城市研究。两中心在华师大要担当的，应该

是跨学科城市研究的一个舞台，国内外研究者合作交流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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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着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陈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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