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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还是阻碍?

———社会转型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之探析
赵摇 洁, 段摇 恺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北京 100191)

摘摇 要: 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器观点始于 20 世纪初的德国。 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能否
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取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制定时的倾斜度。 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中等收入
阶层有所侧重,鼓励其发展壮大,维护其阶层利益,这一阶层就能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
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持续受损,其阶层利益无法寻求合理的表达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社会
变革,如果寻求不到社会变革的良性途径,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成为影响和阻碍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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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or Impedi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鄄income Class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Zhao Jie, Duan Kai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tabilizer among middle鄄income class originated from German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owever, the role of social stabilizer among middle鄄income class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 and
the policy we made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he middle鄄income class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if they are emphasized particularly and their interests safeguarded. Otherwise, the middle鄄
income class will demand for social revolution if their interests had been suffered and cannot get their own benefit.
And, if they cannot find a benign way to revolution, they will become a key force to affect and hinder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middle鄄income class; social stabilizer

名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白领“ 是阶级利益的平衡

一、引言
社会转型期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居
于社会中间地位。 由于其位于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
阶层之间,在维护社会稳定、协调阶层利益矛盾方面

轮和稳定器,是给社会带来和谐的使者冶 [1] 。 亨廷
顿则认为,中产阶层具有保守的阶层特征,这种保守
倾向“ 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
量冶 [2]264 。 德国学者贝克认为,中产阶级不是独立于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的力量,其阶级意识不够

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器。

成熟,但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劳资间

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阶层具有稳定器作用的是德

起缓冲作用,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器和稳定器,是

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1912 年,他在《 现代经
济发展 中 的 私 人 基 础》 一 书 中 提 出 这 一 观 点。 此
后,不少西方学者认同并发展了这一观点。 美国著

给社会带来和谐的使者冶 [3] 。

由此,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学者基本都认

可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器作用,并也大都对这一观

摇 收稿日期: 2013鄄10鄄15

摇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30420110756)

摇 作者简介: 赵洁(1982—) ,女,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 26 卷 第 6 期摇 摇 摇 赵摇 洁等:缓冲,还是阻碍? ———社会转型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之探析

点表示认同,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具有能够维持社会
稳定,政治立场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充当阶
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 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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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革命冶 的 方 式。 而 在 革 命 的 过 程 中, 尤 其 是 在

1848 年欧洲大革命中,当中间阶层的左翼提出了普
选权和民主改革的政治要求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边倒地认同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器功能的,且在

更加认为: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由于其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能否起到稳定器

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能担任革命的领导者;另一方

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

面,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至少是其左翼,是可

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的。 当然,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待中阶层的态度是轻蔑和不屑的,他们认
为,中间阶层之所以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
认为中等收入阶层是革命
可争取的力量

者,主观上并非是为了战胜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在两
大对立阶级中间寻求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但
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充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变

摇 摇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 整
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
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冶

[4]

,但是

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中等收入阶层或中
间阶层这一利益群体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在革
命到来时,不能起到协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

他们从来也没否认过在这两大阶级之间,还存在其

的作用,反而很容易投身到革命中来,成为无产阶级

他阶级或阶层,即中间阶层。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的同盟者。 当然,囿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和

的中文版中频繁地使用中产阶级、中等阶级、中间阶

恩格斯并没有能够分析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

级、小资产阶级、过渡阶级、中等阶层、半资产阶级等

后中间阶层的作用。

词汇来介绍同一个利益群体。 这一利益群体指的是
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有社会集团,包
括小工业家、小商贩、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医
生、律师、牧师和学生等,其主要组成是小资产阶级,
他们因其经济地位和收入水平而居于社会的中间
地位。

1865 年恩格斯在《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

三、历史经验:中等收入阶层是
革命和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 一) 中等收入阶层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1.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俄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 列

政党》 一文中写到: “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

宁认为,小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小

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 这个小资产阶级

为主的落后工业国家。 这一阶级是十分重要的阶

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他们之间的类似
是由原来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微高出一
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冶

[5]

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

认为这一利益群体的经济水平是介于社会中间层
的,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都是介于

资产阶级。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一个以农业
级,因为列宁认为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
级都“ 约占人口的 30% ~ 45% 。 如果加上工人阶级
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 50% 冶 [6] ,因此,必
须要分析和研究这一利益群体的作用和特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妨称其为中等收入

列宁认为,这一阶级虽然大多情况下社会态度

阶层。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并不认为这一利益

暧昧,但是在某些时候会因为受到压迫而表现出强

群体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相反,马克思和

烈的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愿望,甚至会“ 比工人还

恩格斯认为他们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有
力助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
命运动此起彼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
代。 资产阶级在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推翻封建统治的

要革命 些冶 [7] 。 既 然 这 一 阶 级 有 着 强 烈 的 革 命 愿
望,就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来一同推翻资
产阶级的统治。

2.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早在 1925 年,毛泽东就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同时,也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分析》 一文中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认

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必须通过“ 工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

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为其应该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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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遭受外资和军阀的
打压时赞成革命;另一方面当革命形势大发展,在中
国有无产阶级参加,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积极援助
时又害怕革命。
虽然当时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具有革命的不彻

月风暴冶 。 这场运动逐渐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且持
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甚至让当时的法国戴高乐政
府做好了巷战和游击战的准备。[8]

2.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

兴起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全球民主

底性,但是事实证明,这一阶层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

化运动,改变了人们对中等收入阶层稳定器作用的

一定的作用。 在建党之初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

认识,因为在这一波及全球的运动中,对民主化最积

间,中共中央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

极的支持者并非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者,而是

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

城市中间阶层。 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

估计和政策,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 虽然以毛泽东

国台湾地区,他们的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变革中成

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同志在这一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

为反对威权体制的主体力量。 可以这么认为:“ 若

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正确的认识没有得到普及。

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

应该符合事实。冶 [9]

政策和策略上逐渐趋于成熟,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
工商业。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

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台

湾地区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其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主
化运动的重要力量,倘若没有中等收入阶层,要求社

团结的力量,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由此可见,

会变革的民主化运动即使发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中国革命的大多数时间,当时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具

中等收入阶层要求改革,反对威权体制,要求打破社

有革命的愿望,充当了革命的同盟者的。

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要求民主化和追求人权保障。

( 二) 中等收入阶层是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1.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左翼的改革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兴起了一股

由此可见,不能笼统地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就是
社会的稳定器。 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国情下,
中等收入阶层也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

要求改革的浪潮,这一运动的直接推动者就是美国

发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的推进器。 当然,这种由中

左翼知识分子。 而他们恰恰是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

等收入阶层引发的社会变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组成部分。 正如亨廷顿所评论的:“ 城市是国内反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

进程。 因此,在分析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壮大

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

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时,也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

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
者。冶 [2]265
这一时期正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时期,
美国高等院校的师生纷纷成立激进组织,发表左翼

四、现实条件:影响中国中等收入
阶层发挥稳定器作用的障碍

学者观点,宣传社会变革运动。 1960 年 5 月,美国

摇 摇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过

在市政厅大楼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众议院非美活

用遇到种种障碍,难以成为稳定器。

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和旧金山其他几所高校的学生

动调查委员会的非法传讯。 这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
全美学生运动的起点,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

渡的社会转型期,中等收入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作
(一)中等收入阶层极易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首先,中等收入阶层极易成为中国目前日益扩

会运动。 这些社会运动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 20 世

大的贫富差距的替罪羊。 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

南撤军的步伐,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改革。 而在这

社会问题。 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利用自己在政治、经

些社会运动中形成的“60 年代精神冶 成为美国社会

济等各方面的既有优势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当代美国不断改革和

而压缩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空间;低收入阶层由

发展的原动力。

于生活窘迫、缺乏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他们要么产

纪 60 年代美国的民权立法,促使美国政府加快从越

现象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

美国的左翼改革运动不仅在本国,甚至在全球

生盲目的仇富心理,极容易把依靠知识、勤劳致富的

范围内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

中等收入阶层归入高收入阶层、强势群体一类,要么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 1968 年 5 月源起于法国的“ 五

把他们的生存困境归咎于同他们接触最频繁的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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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阶层如律师、医生、普通公务员等,从而对他们

公民及其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使国家权力得以同社

产生敌对和仇视心理。 另一方面,在近年来出台的

会的共同意志相沟通,从而在公民利益表达的基础

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规

上经过利益综合,形成正确的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

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但是,中等收入阶层的

的有效治理。 这是国家权力自主行使的合法性来

特性决定了他们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群体,因此很

源。 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利益表

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即高收入阶层由于收入高度非

达的渠道不足以承载这种高涨的利益表达诉求。 在

规范化从而很容易躲开国家的调控,而中等收入阶

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益还不能被自主组织起来反映

层却首当其冲,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这种现

真实的社会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自主性仍不足以

象其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遇到的共同

主导其自身的发展。

难题,如在美国,年收入 2郾 5 万 ~ 7郾 5 万美元的中等

因此,在利益驱动和发展经济的压力下,地方政

收入人数逐年减少,2郾 5 万美元以下和 7郾 5 万美元

府和经济组织( 集团) 的联盟就会成为难以避免的

其次,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虽

却使财富相对集中,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从

然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社会成员中处于中间地位,

而使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不能得到

但是,由于高收入阶层不断挤占中等收入阶层的生

有效控制。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

存空间和社会资源,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处境面临

够充分,规模较小,只占社会人口的少数,而且不够

尴尬局面。 一方面,生活成本的不断攀高是制约中

成熟。 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要求和权利

等收入阶层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这当然是社

愿望还没有在一定规模上形成,还不可能有公民行

会转型期中国全体社会成员都遇到的难题,但是由

使自主权利的积极行动和组织自觉。

以上的两个群体人数都在增加。

现象。 其联盟促使经济在一定阶段上飞速发展,但

于中等收入阶层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因此他们

中等收入阶层的阶层意识正处于不断重构和形

成为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最先受害者,这包括高额

成的过程中,但如果得不到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他

房价、高额医药费、高额教育投资等问题。 另一方

们必然会对现有的政治制度、民主法治产生不满情

面,收入水平没有随生活成本的攀高而上升,尤其是

绪,再加上经济状况得不到改善,要求改变现状的愿

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

望就会更加强烈。

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而
且会对他们工作的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
酬的难度加大。

( 三) 网络媒体舆论是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维稳
作用的重要因素
网络舆论具有隐蔽性,发声者不用承担法律和

因此,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如果中等收入阶层面

道德责任,因此,当今社会最敏感的话题基本上都是

临的困境却有增无减,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成为

由网络率先披露。 一方面,这使公民言论表达的渠

“ 被剥夺者冶 ,且社会地位持续向下流动。 倘若社会

道得到了扩展和延伸,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从理论

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不能持续上升

更好地走向了自由和开放的实践领域,有利于纠正

甚至相对下降、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那么,由于所

社会不公、披露事实真相;另一方面,由于其匿名性

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他们

和隐秘性,网络暴力和思想暴民也渐露峥嵘,人肉搜

将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器,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助

索、攻击社会主义等类案例层出不穷。 这些人很大

推器,而社会变革有可能以社会动荡的形式呈现出

一部分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他们不像西方社会的改

来,甚至有可能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动荡的组织者和

革运动参与者一样选择街头政治,而是通过电脑发

参与者,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泄不满,有些言论甚至会诱发网络群体事件。 但是

( 二)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制约了其不能
顺畅表达自身利益

这种发泄和利益表达言论良莠不齐,有一部分是极
端的,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从国家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的形成和

因此,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人口

发展是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正是由于社会

的不断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维

利益自主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国家成

权手段日益丰富,由于其普遍具备上网能力且传统

为超越市场和社会的政治力量,要求国家自主地行

媒体存在弊端,网络媒体逐渐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维

使公共权力,实现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合理调控,而不

权和表达利益的最重要渠道;另一方面,1998 年到

受某些经济社会组织利益要求的影响和支配。 正是

2008 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经济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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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各级政府部

其次,判断中等收入阶层能否起到维护社会稳

门普遍缺乏进一步改进的欲望,疏于推出与社会诉

定的作用,需要结合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和具体国

求相兼容的改革措施,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日

情来综合考量。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小、流动

益增加。 因此,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

性较强,本身具有不稳定性,而且中等收入阶层由于

层,由于容易受经济衰退影响而向下流动的特性,他

国情、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的不同,发挥的作

们迫切要求对现有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这些变革

用也各不相同,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稳定器观点,

诉求需要通过各类媒体寻找出口,很显然,只有网络

更何况,西方的中产阶级也曾经是推动社会变革的

媒体能充当其发声工具。

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网络媒体成为中等收入阶层表达言

总之,不能笼统地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就是社会

论的主要渠道,并且由于网络媒体的隐蔽性特点,容

的稳定器。 如果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维护

易将一般的社会问题放大化,从而由网络群体事件

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那么中等收入阶层渴求稳定、

演变成现实群体事件,或造成现实群体事件和网络

害怕变革的特性就会发挥作用,使中等收入阶层成

群体事件并发,

[10]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随着经济增
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却持续受损,那么他们就会

五、结论
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分析中等收入

要求社会变革,一旦寻求不到社会变革的良性途径,
其积极革命的特性就会发挥作用,使中等收入阶层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阶层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不能直接照搬西方学者的
稳定器理论。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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