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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细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有其特有的运行逻

辑和实现路径。社区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的凝结，情感政治、生活政治成为它的基本面向。基于此，提

出“社区乃是女性化治理空间”这一命题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创造性的。女性化有两重含义: 一是从社会属性

视之，社区是一个扁平化、抗拒等级制和科层制的治理场域，社区治理对过程导向、情感导向、参与导向的依

赖，直接导致了它的温暖面向; 二是从自然属性视之，女性的性格优势与交往优势使得社区的治理主体以女性

为主导。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直接促成了社会资本在社区中沿着性别化的轨道进行持续性积

累。围绕“社区治理为何以女性为主导”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社区是典型的女性化空间。在此空间中，社会

资本沿着体制化、公益化和社会化的路线获得了持续性的积累。然而房权社会中利益政治的出现，使这一积

累机制面临着弱化甚至中断的挑战。如何将社区治理中的情感政治与利益政治结合起来，探索可持续性的社

区发展动力，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承载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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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基因和政治制度框架中，探索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之中。七十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演变过程。随着

社区的成长，一种新型的生活政治场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一个怎样的治理空间? 基层社会治理与

高层治理的区别是什么? 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之凝结的社区所依赖的治理基础、治理资源到底是

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社区之中，试图从性别角度解读社区治理空间。

一 问题提出: 社区治理为何以女性为主导?

研究工作伊始，一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居委会成员以女性居多，而业委会

成员以男性居多? 为什么单位制松懈之后，单位组织中的女性管理者可以顺利实现向社区管理者的转

变，而男性在这一方面的转变鲜有发生? 带着这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展开了本文的分析过程。
根据田野调研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以女性居多，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个结论。早在

2011 年换届时，广州市社区女性“两委”委员占总数比重便已高达 85．53%。①2018 年内蒙古满洲里市
“两委”换届后，居委会成员中女性为 150 人，占总人数的 99%，男性委员仅有 1 人。②本文以上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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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截止到 2019 年 7 月，上海市部分市辖区的社区工作者男女性别比例如下图①所示:

图 1 2019 年上海市社区工作者性别比例

由上述数据可知，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的女性比例整体在 70%上下浮动，即社区治理主体以女性为主

导，这是社区女性化的自然属性之义。那么这种主导地位究竟是现代化的产物还是历史的遗痕?

居民委员会的建立，是国家吸纳基层社会的不同尝试，也是国家重塑基层政权的重要过程。中国的

改革是以国家层面“超级早熟”的社会主义向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体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在计划体

制下政府掌握所有的资源导致了它必须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经济体制改革后分散的利益主体才得以

掌握资源。②这种早熟社会面临现代化的冲击，因此居委会的特殊之处就在于: 它既是国家改造城市基

层社会的工具，无法摆脱其“行政性”，又扎根于社区之中，以居民自治组织的身份贯彻国家意志和管理

社区事务。③在这个历史脉络下，女性在居民委员会的参与也呈现了从巅峰到低谷、再上升的趋势。
1954 年，当时的政务院内务部发布了《关于建设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组织的通知》，同年 12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居委会的建

设正式纳入国家组织法。出于安置家庭妇女工作的考虑，政府通过社会动员和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参与

居委会，打破了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中男性占主导的传统性别劳动分工模式，使得女性成为基层社会的主

要管理者。④据数据显示，截止到 1957 年，在全国各城市的居民委员会中，妇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 80%
左右。⑤女性在居民委员会的参与可谓达到了峰值。

但在强调阶级路线的年代，当选居委会干部成为政治地位显赫的重要标志，大量男性进入居委会的

队伍并开始占据多数，女性在居委会的地位不断下降，工作范围也不断变化。⑥直到 1982 年《宪法》和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才对居委会的定位和职责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即按照

居民居住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调解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办理居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反映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等。1995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 1995—2000 年) 》，指出“应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对妇女政治权利的认识，使妇女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社
会事务，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2001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0—2011 年) 》，提出“居

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要占一定比例。扩大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提高妇女民主参与的水平”。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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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更是直接设立“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 50%
左右”的目标。女性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轨迹逐步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从过去“被动式”的社

区参与逐步转向“主动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过程。

二 范式转移与社区的性别化基础

社区为什么会成为女性化空间? 社区治理主体为什么以女性为主? 既有文献往往忽视了社会性别

视角，对该视角缺乏关注。因此本文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其总结为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这

两种视角对本文关注的问题都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本文选取社区治理中被忽视的社会性别视角，认为

社区治理遵循的是过程导向、情感导向和参与导向的逻辑。在社区这一生活场域中，贯穿其中的是社区

空间性别化改造与社区社会资本性别化积累的过程。
文化主义认为历史宏大叙事的因素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和社群中，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文化和理念。

人的情感、态度以及人类互动的价值观念等主观倾向对行动有决定性作用，文化主义强调政治主体间的

认同和秩序，具有单元化和离散化的特点。①与乡村文化中的“熟人社会”相比，以城市社区为中心形成

了特定的文化现象: 聚集在相对狭小空间内的陌生人形成文化共同体，他们不断融合消解矛盾或产生文

化冲突。②社区文化具备自发性和自塑性的双重特征，它不仅存在着自发形成的文化现象，而且存在着

组织、群体或个人参与协助而形成的特定文化现象。对于社区参与者而言，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摩塞认

为，女性在社会中有三重角色: 一是再生产者，包括生养孩子、照顾别人等; 二是生产者，例如参加工作;

三是社区责任者，例如参与社区的活动与管理，而男性通常只被认为具有一种角色———生产者，他们较

少过问社区事务。③因此，有学者从生命历程视角研究女性的社区参与: 作为“女儿”的短暂社区参与期、
作为“媳妇”的社区参与空白期、作为“母亲”的社区参与关键期和“晚年”的日渐退出社区生活舞台四个

阶段④，还有学者认为女性自身特有的性格特点有助于她们以社区志愿服务者的角色参与社区治理⑤，

应该更多地强调女性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给女性更多的公共空间与研究领域⑥。
理性主义即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以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演绎来研究政治现象。由于个体行为的

自利性可能会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因此集体之间要讲究策略互动。1990 年以来，社区便成为中国

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净增就业岗位的贡献率看，社区非正规就业的贡献率达到 40%。在

生活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女性失业人员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准入障碍较小的社区，社区成为女性占

主导的就业领域。⑦就女性而言，就业中存在性别隔离与性别排挤、女性就业中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

保护不完善、女性被局限于繁琐的家庭劳务和照顾子女与老人的传统角色中等问题。⑧在社会性别与就

业观念尚未完全平等的状况下，进入社区为女性提供了缓解就业压力的渠道，在社区中能更好地平衡家

庭与工作的关系，并且能帮助女性增强自信心、扩展人际关系、重建自我价值。⑨因此，当女性受到传统

家庭观念和性别歧视等因素影响而无法高效就业时，进入社区就业不失为一种理性主义决策。
上述两种视角都可以对“为何女性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的问题提供一定的解释和回答，但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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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区治理的性别化特征。因此本文在政治学研究范式转移的大背景下，从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

然属性两个层次回答该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货币”，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道德”，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关

系”，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真实”，“权力”则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传统的政治学以国家、政
党、政体、选举、革命、民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不断融合，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政治人类

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心理学等交叉学科①开始出现并日趋成熟。在这个背景下，阶级政治逐步转向生

活政治。阶级分析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我们解读国家本质特征的重要思想资源。但

是，当我们进入社区这一生活场域的时候，阶级范式的局限性便立刻彰显。与阶级政治不同的是，社区

是典型的生活政治场域。生活政治学是研究日常生活中公共议题治理的学问。相较于阶级政治，生活

政治是低政治、小政治和弱政治的范畴。当然，当生活政治的内部机理无法协调之时，生活政治就会变

成高政治、大政治和强政治的领域。这就是生活政治的辩证法。此外，在中国社会治理的演进过程中，

情感政治一直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中国共产党采用情感模式，以诉苦、
控诉、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等形式感召普通群众参与革命行动，因此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

至阶级划分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政治色彩。②在国家治理中，“送温暖”、“对口支援”等民心工程联结了政

府与民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情感关怀，不仅体现了儒家“仁爱”的特征，也使得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想象

不仅限于权利与利益，而是道德化、情感维系的对象。③在社区治理中，情感作为纽带柔化了“国家—社

会”刚性的权力机构，重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最终通过提升居民参与

的主体性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④

在生活政治和情感政治的范式转移下，我们将目光定位到性别之中。由于男女两性自然属性的不

同，封建社会中我国古代社会家庭的自然分工模式是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男女两性被赋予了不同的性

别角色，因此在权力体系中也遵循着“三纲五常”式的男尊女卑结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差异和

观念差异依然存在痕迹。基于性别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差异，女性在护士、教师、行政、人力资源等行业

存在天然的职业优势，男性则在警察、机械、建筑、车辆等行业占据主导。从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

料来看，女性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中男性远超于女性，并且在这些

组织中担任负责人的女性比例仅为 11．51%。⑤2010 年开展的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

示，女性主要集中在收入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行业门槛和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行业性别构成变化日趋复杂，女性从事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从事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行业的女性比例依然很低。⑥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女性在公共管理和决策中处于“三低”怪

圈，即机会少、权力小、比例低。⑦此外，从年龄结构来看，根据国务院 1978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

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一般情况下男性工人和干部的退

休年龄是 60 周岁，而女性干部为 55 周岁、女性工人为 50 周岁，上述条件都促使女性优先进入社区。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被认为是“高阶政治”( High Politics) ，社会保障、环保等被

认为是“低阶政治”( Low Politics) 。如果将该理论范式延伸到治理理论中，从不同的治理层级来看，民

族国家和共同体在国家治理中的重大决策与变革，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国家治理被称之为“高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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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王义保等学者将中国政治学的新兴学科划分为四种类型: 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研究特定领域政治

问题或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研究区域或部门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其他学科问题的新兴学科。具体参考王义

保、师泽生:《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 30 年: 回顾与思考》，《探索》2011 年第 4 期。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 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 年第 4 期。
何雪松:《情感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1 期。
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 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6 期。
谭琳、卜文波:《中国在业人口职业、行业性别隔离状况及其成因》，《妇女研究论丛》1995 年第 1 期。
杨慧、张子杨:《40 年来行业性别构成变化趋势———平等还是隔离?》，《人口与经济》2019 年第 4 期。
郭夏娟:《参与并非领导: 公共组织中女性地位的“三低”循环及其成因》，《公共行政评论》2013 年第 4 期。



而群体性组织、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和管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便被称为“低阶政治”。因此从

女性的社会就业、权力结构和年龄结构来看，女性在低阶政治中占主导，男性在高阶政治中占主导。男

女两性在退休年龄上的结构差异使得女性在退休后更容易进入社区，而职业优势则使得女性在社区中

更容易担任社区管理者且业绩相对较好。也就是说，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作用使得女性在低阶

领域中更容易形成优势和聚集，由此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奠定了根基。
基于此，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寻找社区治理女性化的生成路径。本文认为，城市社区的女性化程度

越高，社区治理者的女性比重就越高，社区社会资本性别化积累机制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因此，我们首

先从社区治理逻辑、社区营造和社区公共服务三个方面论证社区是女性化的治理空间，贯穿其中的是社

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本文从“社区社会资本是如何进行性别化积累”的思

路分析，从而回答“社区治理主体为何以女性为主导”的问题。本文的逻辑框架图如下图所示。

图 2 社区治理空间女性化和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三 社区治理空间女性化

社区是女性化治理的空间。从社会属性视之，社区是扁平化、抗拒等级制和科层制的治理场域，关

注治理过程、社会情感和社区参与，即社区治理的逻辑是女性化的; 从自然属性视之，女性的性格优势与

交往优势使得社区的治理主体以女性为主导。
( 一) 社区治理逻辑女性化

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特征是构建社区治理逻辑差异的本质要素。从社会性别视角

来看，男性被认为具有“独立性、主动性、理性、逻辑性、确定性、可预见性、控制性、精神的、掠夺性、生产

性、公众性、文化形成与文明塑造”的气质，女性被认为有“依赖性、被动性、情感、非逻辑性、模糊性、不
可预见性、服从性、肉体的、被掠夺性、生殖性、私人性、强调自然与原始状态”的印象。①行政单位和企业

等隶属男性化空间，其管理主体关注“级别、权力、身份和学历”等，并以此为标准在职场中获得晋升和

较高绩效，本质上是男性的理性、独立性、逻辑性、掠夺性和生产性逻辑在运转。而社区则是女性化空

间，因为社区具有过程导向、情感导向、参与导向的特征，如社区社会资本的激活主要依靠社区公共议题

的联结，是过程导向型而非结果导向型。那么突破社区公共议题引发的集体行动困境，如公共停车问

题、楼道公共空间利用问题、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问题等，需要不同的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协商，也就是参与

导向型路径。此外，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党员等社区积极行动者遵循的是价值和情感层面的逻辑，如上

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的退休居民万毅伦为社区居民免费拍照和修复旧照片，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梅

花碑社区的陈文英独自建立网格工作室协助居民调节邻里纠纷。由此可见，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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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载居住和居民公共空间服务的职能，因此社区治理遵循的是居民自治与协商民主的女性化特征，

而并非权力本位和竞争掠夺机制。
( 二) 社区营造女性化
在社区治理逻辑女性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社区营造和社区公共物品的提供。社区营

造是针对不同社区的历史传统、社区文化和发展特色，通过自下而上、多主体合作的形式营造社区的共
同关怀，从而改善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按照主导力量的不同，

我国的社区营造目前可以划分为政府、学者、社会组织、企业推动型和社区自我内生型五种模式。①从社
会学视角来看，社区营造侧重社会网络资本的构建与维系，强调“造人”与社区组织能力; 从人类学视角
来看，强调地方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构建，即强调历史文化类社区资源的复苏与活化; 从政治经
济学视角来看，侧重社区的维权、赋权和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 从规划学视角来看，侧重社区软硬件建设
衔接和生活空间的设计拓展; 从建筑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关注建筑空间与社会空间、生态空间等多元发
展需求，追求建筑、社会、生态与人的和谐一致性。②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中国当前的社区营造呈现女
性化趋势，即营造出高接触密度和频率的公共空间，对注重等级和效率的男性化组织空间进行超越。社
区营造的女性化可以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层次解剖。

以社会属性来看，社区营造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形成社会联结，增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接
触频度和密度。上海市徐汇区面对多元化的居民服务需求，自 2016 年开始行动，着力改变公共服务空
间少、资源散的现状。徐汇区以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家门口 5 分钟生活服务圈为标准，建设成“邻里汇”
服务项目。邻里汇为社区居民建设亲子活动室、老人活动室、健身房、按摩室、DIY 活动室等，节假日期
间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课程，这些公共空间的营造增强了居民的交往密度，是对权力和等级占主导的男
性化空间的超越与重塑。

从自然属性出发，女性的性格优势和交往优势促使社会营造理念关注自然、情感与和谐。上海市杨浦
区睦邻中心由社会组织运营和托管，居民自下而上地参与社区自治，因此也被称为杨浦百姓“家门口会
所”。尤其是位于创智天地园区的创智农园，从一块临时围挡的垃圾地变为了生机勃勃的都市农园。在社
区营造中，设计团体秉承参与性景观理念，结合驻地营造采用社区营造工作站、创智农园社区共建群等运营方
式改造并成为了网红案例。这种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参与式理念便遵循了女性化营造的思路。

( 三) 社区公共服务女性化
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区营造是一脉相承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女性化是社区营造的直接结

果。社区公共服务女性化有两重含义: 一是针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二是温暖、
温情的服务空间和服务设施的供给与开辟。

在城市社区中，城市公共服务与设施的提供并未充分考虑男女两性不同的需求。以城市中的公共
卫生间为例，女性入厕时间平均是男性的 2．5 到 3 倍，但过去多数城市的卫生间数量是按照 1 ∶ 1 的比
例提供，这便导致无论是在商场、旅游景区、火车站、公园还是餐厅，女性排队的数量和等待时间远远高
于男性。不仅如此，很多城市的公共空间并未提供母婴室或哺乳室，公共场合哺乳不仅损坏个人形象，

更影响城市风貌。哺乳作为女性的基本义务之一，却常常被忽视，可见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未
充分考虑女性的利益需求。但与社区营造女性化一致的是，近些年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开始
关注女性群体的利益，如部分商场提供母婴室，尤其是餐饮等服务行业提供婴儿座位。此外，有的城市
社区还拥有社区幼儿园、社区餐厅、社区影院等，这些服务设施的提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以女性为主要
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需求，这不仅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女性化，更是城市和社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体现。

除了针对女性群体的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也呈现“有温度、温情化”的特点。杭州市上城区紫
阳街道金狮苑小区的樊建华阿姨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社区公益节目《社区英雄》中通过比拼获得 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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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红、郭圣莉:《从社区建设到社区营造: 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逻辑和话语变迁》，《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8 年第 2 期。
李敢:《“社区总体营造”: 理论脉络与实践》，《中国行政管理》2018 年第 4 期。



公益基金，经过协商最终在社区楼道门口安装了 118 个扶手和 33 处无障碍设施以方便老年人出行。这些服
务从人的基本需求出发，推动社区与居民的可持续发展，以女性化的逻辑培育了社区治理的温暖面向。

因此，从两性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出发，社区治理逻辑是社区空间女性化的基础，在社区营造女
性化情况下，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呈现女性化的特点。那么在女性化的社区空间中，究竟是什么导致
了社区治理中女性占据主导?

四 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使得女性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那么社区社会资本何以在性别化的轨道
上完成自身的积累呢? 自格兰诺维特对经济学提出质疑，用弱关系理论来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
时候起，社会资本便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层
次: 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在个体层次上，主要聚焦于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得嵌入关系
中的资源以产生回报; 在群体层次上，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并维持社会
资本，增加群体成员的信任、互惠和规范，最终获得集体收益。①从总体上来看，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
民主、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国家介入等方面的研究。如果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性别化特征嫁接在
一起，本文认为，女性正是依靠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进程。

社区是女性化的空间，女性的性格优势和专业优势则使得社会资本更容易积累。从广泛意义上来讲，

女性在性格上具备细心、善于沟通、同情心强等特征，女性在专业社工和护理方面也具有专业优势。相较
男性而言，她们面对繁杂的社区事务更易处理，且更容易建立非正式关系。由于家庭分工和职业差别，女
性更容易以同理心的思维模式发现与提出公共议题，并以此为支点撬动与整合治理资源。因此，女性特有
的性格优势和专业优势推动女性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更容易通过体制化、公益化和社会化的途径进行积累。

( 一) 体制化积累
社区工作者的录用、晋升和流动等考核机制直接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国务院在 2011

年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中直接提出“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 50%左右”的
目标，更是为女性从事社区工作提供了无形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和基层社会关于社区工作
者和社会工作者的概念使用较为混乱，本文中社区工作者主要是指在居民区和街镇等公共事务岗位直接
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由街镇等政府部门承担全部经费保障和统一管理的全日制工作人员。由于社区工
作者由各地区自行聘用，因此全国的录用标准不一。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社区工作者主要由就业年龄段
的居委会全日制工作人员，街道中心聘用人员，街镇聘用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区委、区政府批
准纳入的人员构成。社区工作者的聘用主要通过选任和招聘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指通过依法选举产生的
居民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而后者主要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人员配比上，按照每个居民区配备 4—9 名
社区工作者的比例，按照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结构发放薪酬。在年龄结构上，2019 年杨浦区招聘社区
工作者要求女性年龄为 45 周岁以下，男性为 55 周岁以下，因此和过去相比，近些年社区工作者队伍呈
现年轻化的趋势，并且在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无论是入职、培训还是提拔，对女性的要求和培养越
来越高。伴随着工资的调整和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份职业，这无疑为女性的进入和维持提供
了良好的环境。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街道党建办副主任告诉我们: “现在上海市社工的工资提高了就好
很多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当社工了，不像没提工资之前，那工资是真的低。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工资提
上来之后，有的社工比我们有编制的工资还高呢，但是干的活儿都差不多，所以当社工也挺好的。”②

社区通过体制化的方式对女性社区工作者进行资质培养和潜能开发。在此，我们试图以垃圾分类
为例，揭示社区治理主体的性别化积累机制。众所周知，垃圾分类是社区中最为重要、与每一个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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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以 Granovetter，Burt，Portes，Lin Nan 等人为代表，对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较

为关注; 第二类在社区层面，以 Bourdieu，Coleman，Fukuyama，Skocpol，Lily L． Tsa 等人为代表，关注社区集体行动。
该对话来源于 2018 年 7—8 月在上海市 Y 区 X 街道与某科室副主任的访谈记录。



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议题。有人把治理酒驾和垃圾分类这两大议题相提并论。其实，我们每个人不一

定是酒醉驾车者，但一定是垃圾生产者。垃圾治理的普遍性、日常性、生活性，直接决定了它是测量生活

质量、环境质量、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变量。2019 年 7 月 1 日起，依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

海市正式实行垃圾分类，相继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截止到 2020 年底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引发

全民分垃圾的热潮。其实早在 2011 年，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三村便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并成立
“绿主妇、我当家”的环保自治小组。几年内，该地便吸引了全国各地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

划署的参与。然而梅陇三村实际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老旧小区，小区整体规模大，且设施陈旧，

居民多是动迁安置户。当时居民与物业矛盾不断，居民拒缴物业费，小区垃圾遍地，居民怨声载道，因此

小区也就成为了“垃圾村”。社区工作者体制化的培养体系推动梅陇三村党总书记尚艳华建立了“绿主

妇”环保小组。起初，绿主妇们将可回收的垃圾通过手工制作将其变废为宝，制作成手提袋、围裙、遮阳

帽、家庭摆饰等，随后便以积分兑换的形式吸引广大居民，垃圾分类回收率早已达到 90%。随后，“绿主

妇”成为品牌，相继建立家庭阳光一平方米菜园队、环保创意设计组、“绿主妇”调解工作室等，成为了社

区居民自治的核心力量。①如今他们正通过“湿垃圾不出小区”，探索厨余垃圾循环利用的绿色生态循环

链，走在了垃圾分类的前列。社区通过体制化的方式对女性社区工作者进行资质培养和潜能开发，促使

她们以垃圾分类为支点撬动社区治理，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持续性积累社会资本。
( 二) 公益化积累

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同样也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补给。女性与慈善

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被视为慈爱、慈祥和慈善的化身，甚至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可也通过慈善实

现。②以女性为主题或由女性组织推出的慈善项目涉及扶贫、教育、卫生、医疗、环保、法律等社会服务的

多个领域。根据上海市妇女研究会与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于 2011 年开展的社区文化与女性发展调查

显示，在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中女性比例都高于男性。③因此，女性是中国慈

善事业和志愿活动的主力军。
在城市社区中，女性作为公益行为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作为社区工作者形成的公益化辐射

和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公益化凝聚。首先，女性社区工作者作为志愿力量的主体，其自身的公益行为将会

辐射到其他志愿者和社区居民。我们调研的一位社区书记曾经对我们说:“有一户特别穷，家里只有两

个老人，子女也不管。最近查出来重病，我们居委会就挨家挨户地凑钱，我作为书记，自己先捐了两百。
他们家条件一直都不好，之前我也一直在关照他们，真是太可怜了。”④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社区干部的

这些公益行为已经超越了体制规定的角色行为，她们借助公益活动推动着社区情感资源的积累。
其次，虽然社区中的联结资源日趋稀薄，但是很多女性群体借助自身的情感优势与专业优势推动着

社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下列案例中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培育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上海

市普陀区有一位叫陈婕的妈妈，她的孩子两岁半的时候患上了自闭症，寻求多家医院治疗无果，被医生

告知孩子不可能自理未来的生活，这无疑是给她的孩子判了“死刑”。这位妈妈凭借自己对孩子的爱，

辞去上海市公安局的文职工作四处寻求治疗。由于当时上海的康复机构较少，于是她自主学习，对孩子

进行开导和训练，最终帮助他们走出困境。2015 年她创办了上海奇翔儿童康复发展中心，这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主要是为患有自闭症、学习障碍、多动症及各类发展性障碍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为特殊儿童家

庭提供公益亲子活动。截止到 2017 年，康复中心使得 2 000 人次的儿童受益，影响公众上万人次。陈婕

也出版了《蜗牛牵我去散步———自闭症专家妈妈的育儿经》，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推广到全国，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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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案例参考内部资料，人民网: 《“垃圾三村”是怎 样 变 成“花 园 三 村”的》，http: / / sh． people． com． cn /n /2015 /0929 /c134768-
26583640．h。

靳环宇:《慈善事业与近代女性角色意识的彰显》，《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
上海妇女研究会、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社区文化与女性发展调研报告》2011 年 4 月; 周秋光、贺蕃蕃:《中国当代女性慈善公

益活动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该对话来源于 2018 年 7—8 月在上海市 Y 区 X 街道对某居委会书记的访谈记录。



家庭受益。这位妈妈的公益行为吸引了普陀区的关注，区委与社会组织等联合开展关爱自闭症群体的系

列活动，关爱自闭症群体的社会组织也纷纷成立。陈婕通过自己的行为凝聚了公益力量，对社会的弱势群

体产生了互惠效应，并以公共精神提高了社区中的信任资本，吸引了社会对该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因此

作为社区工作者的公益化辐射和作为社区居民的公益化凝聚共同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公益化性别

积累。
( 三) 社会化积累

在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如果说体制内的考核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女性的“慈善”性格优势有

助于培育公共精神，那么女性的专业优势则有助于团体与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培养，形成社会化的积累。
社区就业是女性占主导的就业。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压力逐步变大，女性下

岗、失业人员比男性职工更倾向于选择准入障碍较小的社区就业，帮助家庭增加收入来源的同时，也不耽

误处理家庭事务。①女性进入社区后，很多社会团体的负责人由女性担任。在社区营造女性化的基础上，

她们结合自己的性格优势和专业优势，以自我为支点，通过群体性行动撬动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下述案例就是一位女性利用专业力量在社会化轨道上推动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有力例证。上海市

徐汇区凌云街道的仲燕，七年前生下儿子米乐成为全职妈妈。由于传统的坐月子风俗和想要自己带孩

子的想法，米乐妈妈左手提幼儿车、右手抱孩子，就这样每天从一楼爬到五楼，逐渐出现腰痛等症状并越

来越严重。四年前，米乐妈妈尝试各种方法进行治疗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随后，她意外开始练习瑜

伽，并寻找了小区附近的杉树林作为练习场地。如今长期坚持练习的米乐妈妈，一改虎背熊腰的形象，

成为社区身形苗条、气质优雅的知名健身达人。随后，她开始在瑜伽馆担任瑜伽老师，也为自己谋得生

计。街道在得知此事后对居民的课程需求进行了调研，协助她成立了“米乐妈妈生态瑜伽工作室”，许

多居民非常关注该课程，定时抢位上课。公益瑜伽课程的设立，不仅帮助居民塑形健体，也舒缓了他们

的心理问题。米乐妈妈作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以公益瑜伽的形式为社区居民缓解生活压力和对抗健

康危机，并经常举办社区公益亲子活动，增加了居民之间的交流、团结和信任。因此，作为社会团体负责

人的女性以社会团体所承载的功能为纽带，促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五 结 语

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的社区领域，社区空间呈现女性化的特征，即社区治理逻辑、社区营造

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女性化。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促使社会资本在社区中以体制化、公益化

和社会化的形式持续性积累，使得女性在社区治理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房权社会的来临，社区中的冲突从邻里冲突转变成利益性冲突，并且该迹象越来越明显。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还能持续吗? 这一积累是否会出现中断? 当住房成为

一种商品的时候，必然会导致“房权社会”的诞生。房权社会迫使社区成为利益政治场域，逐步消解社

区中形成的互惠、信任和规范，对情感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在利益政治的诞生和扩张过程中，对

利益政治有着天然偏好的男性便进入该场域。因此，如何将利益政治和情感政治的治理逻辑和治理经

验整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认为，社区公共生活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和利益性

公共生活，女性在社区中的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围绕房权而

形成的利益性公共生活，会对社区的女性化特征和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如何将

以上三种社区公共生活中的治理经验整合在一起，将成为决定中国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迈向成熟状

态的重要因素。 ( 责任编辑 刘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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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mmunity
( by LIU Jian-jun ＆ ZHANG Lan)

Abstract: A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cell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a cornerstone and basic uni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its own operation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As the
condensation of small politics，weak politics and low politics，a community has its basic orientation of
emotional politics and life politics． Therefor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proposition that a community is a
feminine governance space． Feminization has two meanings． Fir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ttributes，a
community is a flat，anti-bureaucratic governance field，so that the fact that community governance relies on
process-orientation， emotion-ori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orientation directly leads to the warmth of a
community． Seco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attributes，community governance is mainly carried out by
women due to their advantages in character and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and natural attribut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directly contribute to the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long the gendered path in a
community． This paper answers the question why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dominated by women and
analyzes the gendere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eminine space， social capital has achieved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by the way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beneficence and socialization． However，the emergence of
beneficial politics in the housing-rights society has made the accumulation mechanism face the challenge of
weakening even interrupting． How to combine the emotional politics and beneficial politic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dynamic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mportant mission for
social governance at China’s urban grassroots．

Keywords: social capital，feminine community space，gendered accumulation，emotional politics

Ｒesident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A Chinese Ladder Model
( by HE Xue-song ＆ HOU Qiu-yu)

Abstract: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committees and residents，this paper builds a
ladder model of resident participation with eight levels，i． e．，being an onlooker，being demanded，trying to
enter，being accepted，entering “inside”，being autonomous，leading and keeping balance． This model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 participation from passive participation to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and then
to autonomous participation． Based on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the participation ladder of Chinese local
residen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ower-centered model of foreign countries． Behind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resident participation ladder is the logical paradox betwee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autonomy．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resident participation may eventually lead to a“balanced”participation stage，
which will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Keywords: urban community，resident participation，ladder of resident participation

“Legal-Institutional”Analysi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 by WANG Xiang-min ＆ LU Bing)

Abstract: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al force in addi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force in a
city，so the govern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s significant for urban governance．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focuses
on law and the central role of law in governing，accordingly the documents of law and policy constitute the
formal governing framework．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ing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a smooth chang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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