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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体系
通过“观察—洞察—涌现”，从案例中发现中国方案并不容易，我们从全球视野、历史格局和严谨方法 3 个

方面给出操作建议。首先，以全球化视野考察，不能“孤立封闭”。
“ 扎根中国”并不是要切断与国际管理学术圈

的联系。西方管理学从 1911 年开始快速发展，累积了大量现代管理思想和成果；而以工商管理学科为代表的

中国管理学科则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张玉利、吴刚，2019）。中国管理学者需要通读各自研究领域的经典
和前沿理论，厘清文献的基本假设和核心逻辑，以全球化视野考察中国实践，反过来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构建新
理论对话文献。
其次，以历史观为根基。
“ 全球化视野”不是要忘记中国的历史。尽管中国近现代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全
球管理理论从经验主义转向科学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使中国管理学者未能掌握国际话语权；但中华民族五千
多年的历史文明延绵至今，恢弘的历史和延绵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行为方式，大量中国现代企业
的管理智慧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璀璨的思想。现代中国管理学者应该肩负起历史使命，不断系统和深刻总
结和传播中国管理思想精髓，让其获得该有的地位。
最后，以严谨方法为依托，不能“不负责任”。扎实的科学哲学训练，掌握严谨的方法，以“负责任”的方式
才能做出“真”的研究，创造出“可靠且有用的知识”
（徐淑英、仲卫国，2018）。概括来说，我们认为“真”研究要

应该有以下 4 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识真山真水——认识中国管理实践的真实世界，揭示中国企业的智慧；说真

话真相——采用严谨的方法呈现真实管理世界，系统刻画真实的管理逻辑；明真知真理——呈现真实可信的

结论与理论，解释并指引真实管理实践；育真人真才——培养真才，解决中国真实管理问题，服务中国经济。
注释
①参见：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us [Accessed on 20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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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案例研究方法在构建中国特色
农林经济管理学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郜亮亮

推动农林经济管理学研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
“ 5·17 讲话”
）开启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发展阶段。讲话强调，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农林经济管理学
必在构建之列。从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三农”领域发生了翻天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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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变化，这些实践创举既得到了既有农林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又为农林经济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沃土。而且，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等新的发展实践
亟需发展着的理论的指导。总之，以我国农林经济发展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
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农林经济管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支撑农林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利器。
“ 5·17 讲话”指出：
“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

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研究方法不足导致的。缺乏科学方法论意识、不
能规范运用研究方法，将使研究者视实践为无物，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能力大打折扣，导致“实践孕育理论”的
速度非常缓慢。总体而言，社会科学研究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方法传承。近 30 年，国内定量研究（主

要表现为各类计量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多，并逐渐替代定性研究（主要表现为案例研究或纯文字性的论文）成
为主流的研究方法。两类方法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但学术界对它们的认识仍
存在一些误区 ① 。一方面，两种传承相互否认，以计量模型运用为核心的定量研究群体认为案例研究或纯文字
研究比较简单和缺乏严谨性等，而后者认为前者唯模型，缺乏故事性和过程性分析等。另一方面，不管是定性
派还是定量派，即使对各自自身所认可（或引以为豪）的方法，每一派都存在认识误区和运用不规范问题：如部
分定性研究群体认为纯文字的论文不必讲逻辑、不必追求严谨或者不能进行严谨的因果关系分析；部分定量
研究群体认为只要论文里有数学公式或计量模型就意味着严谨了，部分群体忽略计量实证研究结果的外部有
效性，认为其结果可以任意推广等。实际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推论逻辑上是相通的，都追求分析的严谨
性，都可以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等。当然，两者各有优势，如果说计量方法的优势是更严谨地识别（或验证）一个
理论假说的话，那么案例研究的强项就是提出或发展出一个理论假说；如果说前者擅长于识别一对因果关系
的话，那么后者更擅长于分析这对因果关系背后的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因果机制分析；如果说前者更适
合在样本同质（至少可依据某些特征归并为同一类总体）前提下对大样本 ② 进行平均推断的话，那么后者更擅
长对一些现实中特有的且重要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和抽象推断，等等。本文认为，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可以根
据研究目标及特定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开展研究；当然，对两种方法进行综合运用或许能让只用一种方法
的研究变得锦上添花。
当前阶段，在农林经济管理学研究中充分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正逢其时。案例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传
承中最常用的方法。案例研究 ③ 是对单个案例（或一小组案例）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的目的——至少部分目
的——是解释一组更庞大的案例（总体），或者将研究结论推广至更大一组具有相同的一般化类型的案例（吉
尔林，2017）。由于其研究的问题可以是探索性的（提出新问题）、描述性的（全面系统地展现实际情况），也可

以是解释性的（因果分析），因此在某些条件下案例研究更有用武之地。第一，当事物总体处于快速发展变动
中时，即总体未定时，运用抽样获得数据进而开展计量分析变得不易实现，此时用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根据
现象的重要性及研究的必要性来选定研究个案（即所谓的理论抽样）并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当事物总体中样
本的空间分布分散，如一个村或一个镇或一个县等范围内都找不出几个样本时，此时用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进
而获得大样本数据的成本较大，若用案例研究深入剖析某些个案就更具现实可操作性。第三，当事物总体中
的样本个数极少但特色鲜明时，如以国家为样本时，中国的发展实践具有独特性，尽管无法进行大样本跨国比
较研究，但对这种独特且重要的现象依然有研究的必要性，此时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第四，当研究目标是进
行因果机制（因果路径）分析时，案例研究具有突出的优势，尽管很多定量研究已开始用计量模型研究因果机
制，但仍限于初步探索，还无法对机制环境及路径进行深入分析。第五，当研究目标是提出问题（如假说、理论
或概念）时，就有必要用案例研究对某些具体社会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而问
题提出往往从案例研究开始。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
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从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
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如果提出问题后，还要进一步进行大样本计量分析，那之前的案例
分析可看作计量分析的前提环节。当前，农林经济管理发展现实也具备如上这些理论条件，案例研究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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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随着中国农业进入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阶段，各类主体的生产效率比较就

是重要的研究问题。由于小农户、家庭农场等各类主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即生产主体的总体是未定的，而且
总体结构（各类主体占比）也缺少先验信息，因此抽样的实现难度较大。而且，由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
业龙头企业是典型的规模化经营主体，它们在空间上分布分散，在一村一镇等层面很难调研到大量规模经营主

体样本，获取大样本数据的成本较大。但对这些主体的形成、变迁及现状等进行及时研究又很有必要。此时，
不妨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一些典型家庭农场进行深入分析，当然也可以聚焦两个家庭农场进行多案例比较分
析。再如，跨区作业收割机是很重要的生产服务主体，对这种流动着的样本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显然更具优势。
例 2：乡村治理研究。对第一书记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采用抽样方法获

得大样本数据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少数第一书记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具体比较有无第
一书记或者两个不同学历背景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效率差异——这是常见的因果关系识别研究；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是在因果关系基础上分析第一书记“为什么”或者“怎么样”产生了治理效率——即因果机制或
因果路径的研究，而这正是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所在。
例 3：脱贫攻坚研究。中国的减贫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种独特的、复杂的，其他地区短时间内

不易重复的现象是最能产生新理论的沃土，需要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这种扶贫模式进行经验总结，提炼新概念，
产生新理论。
最后，本文想强调的是，本文并不否认以计量分析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只是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特别
是以“提出问题”
“ 发展理论”为主要目标的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具有独特优势。本文提倡综合使用各种方法
的思路，而且建议把主流计量经济学各种方法的核心精神吃透，并运用到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中。
实际上，多案例研究就是将计量分析中的匹配、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将核心变量的偏效应隔离出来等思想加以
运用的实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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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案例研究或者案例研究方法一直存在多种定义的问题（殷，2017）。但是，不管哪种定义，都包括如下基本要义：研究的对象是
个案（但不限于一个个案）；案例研究是对个案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可能用个案验证某个存在的理论，也可能发现新的理论，或者只是
纯粹地展现一个个案的全面情况。本文不对相关方法的定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东西进行细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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