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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的共性逻辑与治理路径
——— 基于四类社区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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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当前，城乡社区存在公共空间缺
乏、权威弱化、行政化倾向以及公共参与不足等共性问题，应积极拓展社区公共空间、强化社区权威以及增强
居民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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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Logic and Administrative Ways and Means of
Urban and Ｒural Commu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Four Kinds of Community
FENG Mei， QIU Guoliang
（ Jiang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46，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is the basic unit of modern society． Community harmony i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harmony． At present，there are some common problems，such as the absence of public space，
authority reduction，administration tendency and deficienc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We should actively expand community public space，strengthen community authority
and enhance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the residents．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common logic； administrative ways and means； public
space

一、研究问题和样本介绍
当前，城乡社会结构呈现“多梯度差异化”特征，社区类型复杂多样，大体可分为： 传统农村社区、城
郊结合部社区、城中村社区、老居民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以及单位社区等 。其中，传统农村社区和单
位社区的结构相对稳定，其余四类社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无论是社区结构或是治理方式上均发生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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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理应引起学界关注。根据研究计划，本文选取了 Y 市东湖社区 （ 新型住宅小区 ） 、百路城社区 （ 老
居民社区） 、杏园社区（ 城中村社区） 和梅塘社区（ 城郊结合部社区） ，并对上述四类社区进行比较分析。
东湖社区（ 新型住宅小区社区） ： 该社区归属 Y 市梅园街办，社区面积有 160 万平方米。 社区内共
6890 人，其中流动人口占全部居民比重约 2． 9% 。社区以新型住宅小区为主，共有 7 个封闭
有 2765 户、
，
6
式小区 栋开放式小区楼房，还有 13 栋共 27 户居民私房 （ 自建房 ） 。 社区办公及活动经费严重不足，
社区干部福利待遇偏低，每月收入 2000 元左右，只给买了养老保险。 然而，社区事务却十分繁重，共有
224 项之多，除了一些创文明社区、宣传教育类的事项外，绝大部分是政府职能部门事务的延伸。 社区
工作方式较为单一，主要通过画册、小喇叭广播等方式宣传有关政策信息 ，与居民缺乏经常性、制度性的
密切接触。在公共参与方面，由于受资金所限，社区举办活动少，即便举办一些活动，原住居民参与热情
不高，流动人口则基本不参与。
百家城社区（ 老居民社区 ） ： 该社区位于 Y 市核心市区，毗邻老火车站，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城市社
6759 人。其中，流动人口大约 540 人，多半来自本市农村。社区所辖面积不大，
区。社区共有 2319 户、
约为 90 万平方米，呈方正形状，四条主干道将该社区与其它社区划分开来 。由于是老居民社区，常住居
民较多，且多为老街坊邻居，居民之间关系总体比较融洽，社区公共参与程度较高。在流动人口方面，除
个别政策（ 如医保，低保） 外，流动人口与本地原住居民在政策待遇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 即便如此，大多
数流动人口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也并不积极 。
杏园社区（ 城中村社区） ： 该社区是个典型的城中村。杏园社区位于 Y 市中心，Y 市 H 区政府机关
17 个生产小队，并成立有 7 个村民
就驻扎在社区内。社区辖区面积约 9 平方公里，设有 7 个责任小组，
理事会，居民总户数 800 余户，人口 2700 多人，其中城市户籍人口 1200 多人。 村党支部下设三个党小
组，有党员 63 人，村两委成员 7 人。在治理模式上，该社区不仅在名称上依然为“杏园村民委员会 （ 村
党支部） ”，且在干部来源及工作方式方法上基本沿袭“村两委 ”的格局，社区干部尤其是主要干部均为
本村人。之所以如此，是他们担心村改居后，村里原有自主性可能丧失掉，村里对集体资产收益的处理
也会受到诸多限制。同时，在社区公共活动方面，除了组织和举办一些跳龙灯、演唱戏曲等民俗活动外，
还会有一些自发性的广场舞队、军鼓乐队不定期地开展活动。
3000 多人口，多为本地
梅塘社区（ 城郊结合部社区） ： 该社区紧邻市区，管辖范围约为 10 平方公里，
原住居民。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以前，梅塘社区仍是传统农村社区，人口流动性很低。 尽管距离老市
委所在地不远，但除了个别紧挨市区的村落外，梅塘社区其余村落与传统农村社区几乎没有区别 。从社
区干部来源看，梅塘社区共有 6 名社区干部，全部是社区原住居民，他们与辖区内居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
正因如此，社区干部平时上门做工作，主要靠个人的宗族关系和情感因素 。社区工作内容主要以落实政
府的服务政策为主，较少涉及居民之间的利益纠纷。

二、社区治理的共性逻辑
（ 一）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缺乏
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其明确提出“公共领域 ”概念，认为它是一个超越家庭
且不受国家干涉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领域。 这是一个介于私人和国家的“第三领域 ”，它类似文中
所提到的文化的、社会的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在大多数城市社区，政府通常会花
费巨资建设公园、广场、体育中心等活动场所，一方面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同时也为居民休闲活动提供了
一定的场所。然而，对于促进社区居民交流和沟通而言 ，这种场所也具有局限性。一是相对于城市人口
密度而言，休闲活动场所普遍不足，不能满足社区居民休憩、娱乐和交流需要，也不利于社区风格、社区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二是这种场所只是为居民交往提供了物理的公共空间 ，促进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仍然需要其他因素，如社区组织、人际网络等社会性的公共空间。 而另一方面，又如位于城乡结合部
的梅塘社区，尽管缺乏公园、广场、体育中心等活动场所，但由于传统的宗族及地缘关系依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而三五成群在弄堂、小卖铺甚至田边地头聚在一块沟通交流的情景随处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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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区权威的普遍弱化
马克斯·韦伯曾将权威来源分成三种类型： 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在实践
中，不少社区权威的确立，与社区对经济资源（ 经济权力） 的掌控无疑是分不开的。 在四个样本社区中，
除了杏园社区（ 城中村社区） 外，其他社区所掌控的资源十分有限，客观上造成了社区权威的普遍弱化。
这种现象在包括东湖社区在内的异质性社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
（ 三） 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倾向
根据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
导、支持和帮助”。不难发现，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规范层面上理解，社区治理应强调社区居民的自
主性，政府和社区外部中介组织可以为社区治理提供指导 、服务及其他帮助。 但在实践中，社区承担行
政事务繁杂，甚至高达 240 多项，约占其全部工作量的 60% 以上，这无形中强化了社区的行政色彩。 作
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在理论和规范层面上无疑应独立于政府 。但事实上，由于社区居委会主
要依靠政府输血供养，因而其主要围绕着政府的行政目标而展开工作 ，并渐而发展成为政府组织的
触角。
（ 四） 社区公共参与不足
从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型，旨在实现社区的协同治理。 它要求社区组织、志愿者、居民与政府一
道携手承担社区建设的责任，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正如奥斯本与盖布勒在《改革政府 － 企业家精神如
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中曾所说： “公民是那些自己明白自己问题所在的人，好的公民组成强有力的
［1］（ p35）
社区。”
然而，不少居民在转型过程中通常颇感无所适从 、充满悖论： 一方面，他们权利观念普遍增强，注重
维护自身权利，而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公共责任感，将社区治理视为政府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居
民的公共参与，还表现出社会阶层、年龄结构、居民来源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首先，从社会阶层看，社区
精英是社区公共参与的主要人群 。一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或有着体面职业的居民通常更为积极参与社
区活动。其次，从年龄结构看，离退休老人比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区公共参与中 ，也更加热衷
于社区活动。再次，从居民来源看，本地居民比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体意识更强 ，社区参与度也相应更高。

三、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 一） 拓展社区公共空间
拓展社区公共空间，应注重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应积极培育各类社会服务组织，充分发挥其
社区交流中介的作用。建立和合理布局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等组织机构，推进社区服
务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切实发挥便民利民的服务功能。同时，倡导和发展各类居民互助性、公益性组织，
开辟居民公共参与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渠道 ，形成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推
动社区参与的广泛深入和持久发展 ，从而为社区治理创造良好环境。二是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大力建
构各类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在参与社区活动的群体中，以老年人群体居多，中年人次之，年轻人最少。
为了吸引更多居民群体关注和参与社区建设 ，社区可以打造一个网络信息平台，并通过该平台及时进行
双向沟通： 一方面有利于社区切实把握居民的信息动态 ，另一方面居民也可以通过它了解社区建设状
况。三是建立信息员制度，切实发挥居民治理主体的作用。社区建设不能过于依赖政府的作用 ，应充分
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尤其是要注重发挥社区居民中的“意见领袖 ”的作用。 可以利用社区居民“意见领
袖”在居民中的影响力，一方面以之为核心搭建社区交流平台，使广大居民得到文化的熏陶，拓展居民
的互动空间，进而真正落实居民自治；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了解居民的基本诉求，及时把握后者的信息
动态。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中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由于公共空间是介于政府和市场
之间的“第三领域”，政府介入社区事务过多，社区公共空间则变得狭窄。 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努
力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断扩大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并为社区公共空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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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各类资源支持。
（ 二） 强化社区治理权威
“在愈加多元化的社区，不仅传统的宗族权威难以恢复，就是国家试图恢复的政治权威也缺乏足够
［2］
的再生空间。” 强化社区治理权威，就是要构建社区规则认同，使社区规则更具权威性。 社区规则应
符合以下几点特征： 一是规则的包容性。 鉴于社区成分的异质性，社区规则如果仅考虑部分群体的权
益，则无法强化规则的权威性，反而容易造成社区内部的矛盾与对立 。因而，社区规则须更具包容性，能
统筹、兼顾各方特点、利益与诉求。二是规则的开放性。无论是传统农村社区或是单位社区，那种从物
理性公共空间将社区内外隔阻开来的做法都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 ，不符合现代社会融合的趋势。 社
［3］
区规则应符合这种发展趋势，促进社区健康、持续发展，尤其要防止社区成为新的单位。 三是社区自
我生长性。社会性是社区的重要特征，社区治理的基础要从社区内部挖掘。 因此，社区规则的确立，应
有利于培育社区自组织发展，鼓励社区的自我生长。
强化社区治理权威，就是要确保社区组织的公正廉洁。一是要加强廉政建设，树立社区组织的良好
形象，这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权威。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制度上墙，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以此规
范、监督、约束社区干部的一言一行。二是要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强化其服务意识。社区组织要定期进行考核，以抓干部为突破口，强化社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增强社区干部的亲和力及其对社区居民的影响力 。三是推行网格化治理。即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管理责
任区，社区干部挂点深入责任区，实行目标化管理。
（ 三） 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
实现社区的良性治理，需要居民共同参与并承担社区治理的主体角色 ，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则
发挥主导和服务作用。但是，习惯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居民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方面往往主体性意识较
为淡薄，尤其是那些频频遭遇“社会隔离”、缺乏归宿感的流动人口更是如此。 流动人口之所以遭遇“社
［4］
会隔离”，一是有制度因素。“制度限制或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社会距离的深层因素 。” 二是市民偏见
或流动人口自身社会网络。“城市居民对城市民工的整体性偏见与歧视，是造成民工与城市居民自愿
［5］
性隔离的主要原因，而民工的社会网络又为民工选择自愿性隔离提供了现实条件 。”
增强流动人口的社区归宿感和主体意识 ，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 一是政府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并
采取措施有步骤地实现流动人口的各项基本权利 。当前，可以根据一定条件赋予部分流动人口的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而后逐步向全体流动人口过渡。要努力将社区建设成为居民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纽带 ，从
而实现民众诉求表达和政策信息的畅通 。二是社区要努力提供各种平台，促进居民交流。同时，注重提
高流动人口自身素质，逐渐转变其思维方式。在具体措施上，应借鉴美国的多民族融合政策，积极开办
夜校，为流动人口进行语言培训，同时，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社团活动，鼓励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公共
事务。
参考文献：
［1］〔美〕戴维． 奥斯本． 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邱国良． 多元与权威： 农村社区重建与居民信任［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2） ．
［3］李培林． 社会生活支持网络： 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 1） ．
［4］卢国显． 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6，（ 4） ．
［5］郭星华，杨杰丽． 城市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 1） ．

（ 责任编辑： 余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