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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有限效果之间的反差为起
点，讨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问题。 通过构建“外部环境-供求匹配-治理水平”的分析
框架，将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供求匹配问题作为核心，分析导致匹配不足的环境因素和可能
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1）从需求侧看，嵌入性和专业性是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两个基本
需求，但从供给侧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出现了结构分化，即浮动的专业社会组织（嵌入性
低）、虚弱的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性低）、少量的理想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高）和其他类型
的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低）等并存的基本格局，供需匹配不足；（2）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
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是影响结构分化的关键因素， 核心的影响机制是资源依赖机制；（3）可
能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专业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基层治理的实践
探索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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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我
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
要举措。 宏观层面，党和国家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方
针政策频繁出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城乡社区服
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微观层面，各地基层政府纷纷
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社会组织
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由此观之，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总体上具备良好的制度基础。

然而， 如果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际
情况进行近距离观察， 就会发现不少让人困惑的
现象。一方面，政府体系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颇有
声势，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创新实践层出不穷，降
低了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 增加了购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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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服务的力度，建立了大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
结果是，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①，特别是各类
社会服务机构成立和运营，规模逐渐扩大，它们承
接政府发包的项目， 通过多种形式为社区提供服
务。同时，社区社会组织也在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
经费和社区公服资金等的支持下更为活跃起来。
另一方面，不少基层政府、社区党组织和群众自治
组织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 社会组织对
社区治理的实际作用依然非常有限， 体现为社会
组织缺乏自主性、倾向于提供服务而非参与治理、
难以深入社区，以及解决问题的范围狭小、能力不
足、持续性弱等等。与此同时，不同的社区中，社会
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问题是，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如社会组织数
量、规模、发展速度等）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有限效果
之间的反差，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普遍存在？产
生这种反差现象的机制是什么？存在哪些可能的应
对方式？ 对此，现有研究没有提供系统和恰切的解
释。 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层面：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研究。相关研究聚焦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
与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
式的描述性概念，如“宏观鼓励、微观约束”（俞可
平，2006）、“分类控制”（康晓光、韩恒，2005）、“控制
与支持 ”（陶传进 ，2008）、“利益契合 ”（江华等 ，
2011）、“分类发展”（田凯,2016）等，认为政府对社会
组织存在控制与发展这两种基本态度和管理策略，
而前者是社会组织发展受限的核心原因。 不过，这
类研究关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而非社会
组织与社区的关系问题。假定了正式制度约束与社
会组织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研究却没有为社会组
织发展和社会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提供分析工具。
其宏观的结构讨论较多，而微观的机制研究较少。

第二，微观层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经
验模式研究。 相关研究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
文本为基础， 聚焦于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应
然角色， 论述应该如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
理，以及存在哪些地方经验模式（关信平，2011；高
红，2011），面对何种现实问题，并试图总结推动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方法。 这
类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 规范性研究和概述性研
究较多，实证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缺乏，较少从基

础理论层面建构分析框架或解释逻辑， 难以深入
和系统地回答为何在政府大力推动的背景下社会
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依然效果欠佳， 细致的实证研
究工作（郁建兴、金蕾，2012）尤其少见。

第三，中观层面：社会组织的实践制度环境及
其影响研究。近年来的中观研究，试图突破上述宏
观和微观分析， 从 “制度环境-社会组织-治理后
果”的逻辑链条出发，分析社会组织面临的实践制
度环境特征及其引发的治理后果 （黄晓春，2014、
2015、2017）。这类研究指出，项目制对社区治理结
构产生影响，其内涵的技术理性导致社会组织出现
了依附项目而与社区疏离、可持续发展不足、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虞锦美等，2014；张琼文等，2015），
但研究主要还是关注政府治理机制转型对社会组
织的影响（黄晓春、周黎安，2017），未能明确地将
社会组织置于政府与社区之间进行理论考察，也
很少揭示社会组织场域内部的结构特征。

总之，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国家-社会”或者
“政府-社会组织” 的关系维度讨论社会组织的环
境特征，而较少集中在“社会组织-社区”的关系维
度讨论二者之间的匹配机制， 缺乏源自社区的自
下而上的视角以及中观层次的组织场域视角，难
以为理解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提供基础
性、系统性和机制性的分析思路。 因此，本文尝试
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聚焦社会组织与社区
治理的匹配问题、影响因素及其引发的应对方式，
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本文建构“外部环境—供求匹配—治理水平”
的理论框架， 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问
题和原因。 其中，外部环境，是指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治理时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特征， 主要包括自上
而下的政府环境和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 供求匹
配， 是指社区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与社会组织对社
区需求的供给之间的匹配关系；治理水平，是指社
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和作用情况。

本文的具体分析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将
作为需求侧的社区治理与作为供给侧的社会组织
之间的匹配分析作为核心， 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治理的效果有限， 实质是二者之间存在供求匹
配不足的问题， 即社会组织未能充分满足社区的
需求。 其次，分析影响供求匹配关系的环境因素。
最后，分析供求难以匹配的逻辑后果，以及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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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社区在治理实践中发展出的改善供求关系的
应对方式。

二、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供求匹配问题

（一）需求侧：社区治理对社会组织的双重需求
社区治理对社会组织的需求包含很多方面，

在不同社区会存在差异，而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从理论上进行适当的简化，本文认为，社区治理对
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两个维度的基本需求。 第一个
维度是嵌入性（embeddedness），即社会组织对于
社区的嵌入程度（张琼文等，2015）；②第二个维度
是专业性（professionality），即社会组织应对社区
治理问题的专业能力。进而言之，这两个维度可以
作为考量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之供求匹配关系的
基本标尺。

嵌入性，反映社会组织与社区本身的关联/融
合程度， 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
握社区需求， 多大程度上了解社区的文化观念和
价值规范， 多大程度上拥有社区居民的信任和关
系网络资源， 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扎根于社
区等指标。 嵌入性之所以是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
织的需求， 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实际
运行能否与社区发展的方向一致。

专业性， 反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治理
能力（关信平，2011），主要包括社会组织所拥有的
专职人员、专业人士、专业知识、硬件设施和内部
管理等方面的数量和水平等指标， 影响社会组织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处理其他组织难以处理的问
题，提高社区治理效率或质量等。专业性之所以是
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需求， 是因为它直接影
响到社会组织实际解决社区问题的可能性。

将上述两个维度结合起来， 可以将参与社区
治理的社会组织划分为四种理想型（见图 1）。A代
表嵌入性和专业性都较高的社会组织， B 代表嵌
入性较高但专业性较低的社会组织，C 代表嵌入
性较低而专业性较高的社会组织，D 则代表嵌入
性和专业性都较低的社会组织。 通常而言，A和 D
分别是社区治理需求程度最高和最低的两种社会
组织类型，现实中数量相对较少，B 和 C 则是社区
治理需求程度居中的两种社会组织类型， 现实中
数量相对较多。四种类型之间的箭头，表示政府或
者社区存在推动社会组织从 D 转化为 B、C 再转

化为 A的需求。

图 1 社区治理需求与社会组织类型

（二）供给侧：社会组织的结构分化
给定社区治理的上述需求， 处于供给侧的社

会组织并非铁板一块， 其场域内部常常存在结构
分化。换言之，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不是整体
属于 A、B、C、D四种类型中的一种，而是在这四种
类型中存在较为稳定的分布结构。所谓结构分化，
是指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注对
象、实际功能、作用机制以及与社区的关系形态等
方面形成明显差异并且逐渐固化。

对于当代中国的城乡社区而言， 参与治理的
社会组织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专业社会组织，
即产生于社区之外，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通
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方式参与到社区治理
中的专业型的社会组织， 如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社
工服务机构等；一种是社区社会组织，即产生于社
区内部，“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 在城乡社区开展
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
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 ③通常未经正式的登记注
册，只在街道或者乡镇备案，通过社区居民自我组
织和管理而形成的草根社会组织。

图 2 结构分化：供给侧的社会组织

如图 2，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确实存
在内部的结构分化。 社区嵌入程度和专业程度都
较高的社会组织，是基层政府、干部和社区居民都

社区嵌入性高

专业性低 专业性高

社区嵌入性低

社区社会组织

其他社会组织

理想社会组织

专业社会组织

社区嵌入性高

专业性低 专业性高

社区嵌入性低

B A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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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的理想社会组织，但是数量很少；多数社
区社会组织对于社区的嵌入度较高， 扎根社区一
线，但是专业程度较低，治理水平不足；多数专业
社会组织的专业程度相对较高， 是政府购买服务
的主要对象，但是对于社区的嵌入程度较低，与社
区疏远，参与治理比较有限；此外，还有不少社会
组织的社区嵌入程度和专业程度都较低， 例如长
期不年检或不开展活动的“僵尸型”社会组织就属
于这种类型。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总体性供求匹配问题。

概括起来， 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
结构分化， 体现为不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
不同现状、逻辑和趋势，形成了“浮动的专业社会
组织”、“虚弱的社区社会组织”、“少量的理想社会
组织”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等并存的基本格
局。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结构分化是相对于社区
治理而言的， 本文并不否认不同社会组织有不同
的服务对象和侧重领域， 只是希望刻画出作为供
给侧的社会组织场域内部的结构形态， 映射出其
与社区治理的匹配关系。

此外，图 2 是对总体结构性状态的一种描述，
并不否认专业社会组织内部和社区社会组织内部
的差异性。第一，正如实线箭头所示，本文不否认一
些专业社会组织对于社区的深度嵌入，以及一些社
区社会组织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而是将这些社会组
织都纳入了图中的理想社会组织这一类型之中。现
实中， 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优秀的专业社会组
织，特别注重对于社区的深度嵌入，这体现为对于
社区基本情况的高度熟悉和持续跟踪，取得社区居
民的信任，能够准确把握社区的需求，能够动员社
区层面的各种资源等等；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一
些社区社会组织，因为组织人员的多样背景和知识
的丰富性，而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第二，正如虚线
箭头所示，本文认为，专业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与社
区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都存在减弱的可能性，二者
都可能向“其他社会组织”转化。 现实中，我们也的
确可以发现不少号称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
性很低，不少社区社会组织局限于少数居民，与社
区的融合程度较低，逐步衰弱甚至难以为继。

（三）匹配问题
上述结构分化，使得社区治理的需求与社会组

织的供给之间普遍出现了匹配不足。由于专业社会

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是较为常见的两种社会组织
类型，下面主要分析二者与社区需求的匹配问题。

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区需求的把握问题。 由于专
业社会组织的嵌入性较低， 常常是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而进入社区，即事化的特征明显，只关注
社区的某一个侧面，对社区本身的了解程度不足，
对于社区需求的把握程度有限。第二，参与治理的
机制问题。专业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之后，涉及到与
社区多元主体的关系问题，即与社区居委会、社区
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的互动频率、关系属性
与合作机制，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定位容易偏颇，
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协同不足， 难以获得社区居民
的信任。 第三，取得成果的积累问题。 专业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即使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会因为嵌
入性较低、流动性较高，而难以持续性地在一个社
区产生和积累治理成果， 即使已经积累的成果，也
会因流动而缺乏在社区内部的传递或延续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自身的稳定性问题。 社区
社会组织的人员规模、 结构和继替等都是不稳定
的。从数量上看，规模偏小；从结构上看，兼职人员
居多，缺乏专职人员，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相对
较少；从继替上看，人员流动性高，常常缺乏合适
的领导人物和核心团队，导致难以继替。社区社会
组织自身高度不稳定， 会影响参与社区治理的能
力。 第二，能力范围的局限性问题。 由于缺乏专业
人员和知识等， 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处理的问题有
限， 难以有效应对一些较为复杂或者带有技术性
的问题，往往需要借助居委会、社区居民等的公共
或私人资源。 第三，参与治理的精细性问题。 由于
缺乏专业性， 社区社会组织往往是提出问题或需
求，但难以提供专业化的应对策略或解决方案，即
使提出策略或方案，通常也较为粗放。

三、环境因素与影响机制

接下来， 本文试图对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出
现结构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理论上讲，影响
社会组织结构分化的因素至少包括四个层次，即
个体层次、组织层次、治理层次和环境层次。 本文
主要讨论环境层次的影响因素。

如表 1，本文沿着“外部环境-组织特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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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逻辑链条，分析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
组织面对的不同外部环境、 这种环境之下的组织
运行特征及其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 在分析外部
环境与组织运行之间的关系时， 本文主要是从组
织社会学的资源依赖理论 （Pfeffer & Salancik，
1978）视角出发，强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时的
行为特征受到资源供给来源的重要影响。

（一）专业社会组织的环境
1. 对上负责制：依赖政府资源。专业社会组织

通常成立于社区之外， 其主要的外部环境是作为
资源供给方的地方政府， 而非作为治理需求方的
社区本身。专业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是
利用公益招投标、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通过项目
申请来获取政府资金支持。很多专业社会组织“资
源获取冲动强烈，坚持工具主义的发展策略，而不
是依据特定公益价值而设置”（李友梅等，2012）。
结果是， 政府与专业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类
似于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的“对上负责制”，专业
社会组织主要对作为发包方的政府负责。

2. 注意力分配：难以聚焦社区。对上负责制影
响专业社会组织的注意力分配， 即专业社会组织
会集中注意力去寻找更多的项目资源（黄晓春、嵇
欣，2014）。 第一，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注意力分配。
专业社会组织更多直接关注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包
需求而非社区自下而上的实际需求。第二，多个项
目与特定项目之间的注意力分配。 专业社会组织
更多关注如何获取更多项目， 而非专注于完成特
定项目。第三，项目申请与项目执行之间的注意力
分配。 专业社会组织更多关注如何获得立项拿到
资源，而非专注于项目实施如何取得实际效果。

3. 嵌入性程度：浮于社区之上。上述注意力分
配特征，会使得专业社会组织浮动于社区之上。第
一，参与范围的有限性。 一般而言，专业社会组织
参与治理的范围有限，受到政府项目发包的约束，
局限于项目规定的某个领域。第二，参与治理的积
极性。专业社会组织更多承接项目提供服务，较少
真正深入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处理各类社区问

题。 第三，参与状态的稳定性。 专业社会组织与特
定社区的关系状态，总体上是不稳定的，会随着政
府发包项目的变动而不断变动。 这些都影响到专
业社会组织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度， 带来进入社
区的困难、 与多元主体的关系困境以及治理效果
的积累问题，影响社区治理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 上述逻辑链条展现了大量专
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 但并不是
所有的专业社会组织都遵循着上述行为逻辑，也
有少量专业社会组织呈现出理想社会组织的行为
特征。 例如，在近年来各地的基层治理创新中，涌
现出一些优秀的专业社会组织， 它们在社区治理
中的具体参与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但是共同点却
是能够树立组织自身明确的公益导向， 超越上述
纯粹资源获取的功利行为逻辑， 真正贴近社区居
民和融入社区治理。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环境
1. 社区内生性：依赖社区资源。 社区社会组织

内生于社区，其面临的环境主要是社区本身，而非
社区之外的其他主体。社区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主
要方式，是通过社区内部各种其他组织或者非正式
关系网络等渠道来动员分散在社区中的各类资源，
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等等。 当然，本
文并不否认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其他的资源来源及
获取方式。近年来国家对于城乡基层社区逐渐投入
大量的资源，不过，这些资源涉及社区整体的方方
面面， 提供给社区社会组织的资源还是较为有限。
因此，社区社会组织更多依赖社区内在的资源。

2. 资源整合性：难以有效凝结。社区内生性影
响社区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性， 大量社区社会组
织面对着如何有效凝结社区资源的难题 （高红，
2011）。第一，资源的存量特征。不同社区中的各类
资源存量不同，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整合多少资源，
首先取决于社区的资源存量。第二，资源的互补程
度。不同社区中的资源结构不同，社区社会组织的
治理能力与能够整合资源的互补程度密切相关。
第三，资源的整合机制。不同社区中的资源整合机

表 1 外部环境-组织特征-治理水平

组织类型 环境特征 资源依赖 组织运行 存在问题 治理水平

专业社会组织 对上负责制 依赖政府资源 注意力分配 嵌入性程度 治理参与度

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内生性 依赖社区资源 资源整合性 专业性程度 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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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能不同， 主要包括以正式权威为支撑的纵向
整合机制和以社会资本为支撑的横向整合机制
（帕特南，2001）。 其中，以信任、规范、网络等为核
心的社会资本是更为常见的资源整合机制。

3. 专业性程度：治理能力薄弱。 上述资源整合
性特征，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整
体上较为薄弱。第一，组织自身的脆弱性。社区资源
会影响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以
及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 通常，大多数社区社会组
织的成员以中老年为主，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内部
治理结构较为缺乏，运行不规范不稳定。第二，资源
动员的变动性。 社区社会组织对于社区的治理水
平，随着社区资源和动员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即使
在资源丰富的社区，也需要较强的资源动员，这使
得多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不足。第
三，参与范围的有限性。实际上，社区社会组织更多
聚焦于特定群体的共同兴趣爱好， 如娱乐团队等，
而较少深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李友梅等，2012）。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逻辑链条揭示了多数社
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际状态， 但并非所
有的社区社会组织都是如此， 也有少量社区社会
组织呈现出理想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近年来不
少城市社区中自发形成的停车自管会等社区社会
组织，在解决社区停车难问题、动员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协商等方面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有效
参与了社区治理。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在基层
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支持下， 整合了多种
资源，提升了治理能力。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 我们还需要回答
两个问题， 即为什么在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匹
配问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现实中还会出现接近
理想状态的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与此同
时，这样的理想社会组织为什么数量较少呢？ 这实
际上与政府和社区的应对方式及其局限有关。

四、应对方式及其局限

针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时的结构分化问
题及其环境原因， 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等采取了不少应对策略。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这
些策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即增强专业社会
组织的嵌入性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 当
然，现实中这两方面都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需要

持续地关注和投入。
（一）增强专业社会组织的嵌入性
增强专业社会组织的社区嵌入性存在多种可

能的路径， 核心是需要指向如何使得专业社会组
织能够更好地融入社区。笔者观察，基层在这方面
的探索主要涉及到三个重要的机制，即评价机制、
进入机制和长效机制。

1. 评价机制：深入程度。由于专业社会组织的
注意力分配主要受到政府的影响， 所以政府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时可以注重有关服务质量的评价机
制建设。在评估中，引入考察专业社会组织之社区
嵌入性的相关指标，具有导向作用。例如专业社会
组织对社区需求是否进行了深入调查， 在社区是
否有固定工作人员，扎根社区的时间长度，社区内
部组织与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服务的满意度等。

2. 进入机制：居社关系。专业社会组织对于社
区的嵌入程度， 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居委会或
村委会的支持力度密切相关。换言之，离开了居委
会或村委会的积极支持， 专业社会组织是很难真
正进入城乡社区的。 地方政府注重营造良好的居/
村-社关系。一是寻求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对于专
业社会组织的支持配合， 二是要求专业社会组织
与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3. 长效机制：项目支持。为了使得专业社会组
织能够长期植根于社区开展活动、 提供服务和参
与治理，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注重建立长期的购买
服务项目，改变过去偏好短平快的做法，使得专业
社会组织与社区的关系能够相对稳定， 取得的成
效能够在社区持续积累。此外，长期项目也使得专
业社会组织能够陪伴社区社会组织成长， 将一些
专业知识、技术和能力传授给社区社会组织。

虽然地方政府进行了上述探索， 但是总体上
还处于初期阶段， 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和具有普遍
推广意义的做法。 例如，评价机制方面，地方政府
在购买服务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邀请第三方机构
的专家团队对社会组织进行项目评估， 但是这种
评估往往局限于合同规定的程序和内容， 具有明
显的技术治理的特征， 而常常忽略最为重要的社
区和居民的需求本身。 另外， 上述三种机制的推
进， 会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政府条块以及相关制度
间的关系问题，需要相应的配套改革。

（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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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涉及到多个层
次，即社区基础层面、治理结构层面和外部资源层
面。笔者观察，基层在这方面的实践探索包括基础
结构层面的社区建设，机构合作层面的三社联动，
以及资源引入层面的知识培训等。

1. 基础结构：社区建设。 长远来看，社区社会
组织的发展受到社区基础结构的影响， 社区建设
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路径。通过社区建设，
促进社区各类资源的存量增加和结构优化， 促进
社区公共精神、社会资本和自组织能力的培育，使
得社区资源能够更好地整合起来， 有效地凝结于
社区社会组织， 从而为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
性和治理能力提供基础支撑。

2. 机构合作：三社联动。 中期来看，通过具备
专业水平的组织或者人员来培育和孵化具有一定
专业性的社区社会组织， 在联动中传授提供服务
和参与治理的专业技术方法， 以相互支撑相互合
作的方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也是提升社区社会
组织专业性和治理能力的一种重要路径。近年来，
很多地方政府正在探索推进的三社联动（社区、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尝试。

3. 资源引入：知识培训。 短期来看，从社区外
部引入不同类型的专项资源，针对具体治理问题，
开展专家讲座进社区， 加强专业社会组织对社区
社会组织的知识培训和陪伴成长， 使得社区社会
组织能够学习专业社会组织的技术方法、 治理结
构和运行机制，掌握关于方案设计、活动策划、协
商共治、规则制定、项目申报、纠纷化解等方面的
知识，是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方式。

不难看出， 地方政府在这些不同层面的探索
指向不同的时间跨度。长期、中期、短期的探索，对
于社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提升的作用是依次递减
的， 与此同时， 它们所耗费的成本也是依次递减
的。 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短期内的资源投入可
以取得一些成效， 但难以对于能力提升起到根本
性的作用。

（三）局限与超越
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上述探索实

践， 尚未能改变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结构分化的
基本格局。这说明现有探索实践有其内在局限。一
方面， 现有探索所涉及的制度安排还具备较高程
度的不完备性；另一方面，这些探索主要侧重于资

源对于社会组织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没有触及到
更为深远的文化的导向作用。换言之，虽然资源依
赖机制是影响结构分化的核心机制， 但是仅靠资
源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调整来试图改变结构分化状
态是远远不够的。长远来看，解决社会组织与社区
治理的匹配问题， 有赖于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文
化环境建设。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其参与社区治
理的有限效果之间的反差现象为起点， 讨论社会
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问题。 通过构建 “外部环
境—供求匹配—治理水平”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作
为需求侧的社区治理与作为供给侧的社会组织之
间的匹配分析作为核心， 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治理的效果有限， 实质是二者之间存在供求匹配
不足的问题， 即社会组织未能充分满足社区的需
求，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导致匹配不足的环境
因素和应对匹配不足的可能方式。 与已有研究相
比， 本文将社会组织置于政府与社区构成的双重
环境中，考察“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之间的关联
机制及其诱发的治理后果， 同时揭示了社会组织
场域内部（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的结
构分化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嵌入性
和专业性是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两个基本需
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有限，意味着社
会组织难以有效满足社区治理的这两个基本需
求。第二，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
环境，构成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环境，
成为影响二者匹配关系的关键因素。 第三，双重
环境对社会组织场域内部各类组织（特别是专业
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特征和行为逻
辑产生影响，使得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出现结
构分化，即浮动的专业社会组织、虚弱的社区社
会组织、少量的理想社会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社会
组织并存的格局。 第四，资源依赖机制是外部环
境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效果的核心机制。
具体而言，专业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资源具有高
度依赖性， 这种依赖关系通过注意力分配机制，
影响专业社会组织对于社区的治理参与度，使得
专业社会组织常常浮动于社区之上；社区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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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则对于社区的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 这种依赖
关系通过资源整合性机制， 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对
于社区的治理能力， 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常常较为
虚弱。 第五，理论上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专业社会
组织的嵌入性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 由
此， 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其限制都可以得到清
晰的理解。

注释：
①有研究显示， 截止 2016 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70.2 万个，比 2012 年末增加了 15.5 万（杨宜勇、黄燕芬，

2017）。 如果加上没有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等，全国的

社会组织总量会更大。

②嵌入性概念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概念之一，涵义和

用法很多（刘世定，2015），本文主要是在格兰诺维特（Gra-
novetter，1985）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强调社会组织对于

社区内部网络的融入程度。

③参见《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

见》。

参考文献：
1. 高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

制度保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2. 关信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建设路径》，《人

民论坛》2011 年第 11 期。

3. 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9 期。

4. 黄晓春：《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

个总体性理论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5. 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

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 年
第 6 期。

6.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

展》，《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1 期。

7. 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8.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

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9. 刘世定：《“嵌入性”用于的不同概念、逻辑关系及扩

展研究》，载刘世定主编《经济社会学研究（第二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10. 帕特南、罗伯特：《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

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1. 陶传进：《控制与支持： 国家与社会间的两种独立

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08 年第 2 期。

12. 田凯：《发展与控制之间： 中国政府部门管理社会

组织的策略变革》，《河北学刊》2016 年第 2 期。

13. 杨宜勇、 黄燕芬：《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新

思路、新成就》，《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6 期。

14. 郁建兴、 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

同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年第 4 期。

15. 虞锦美、叶珩、黄晓春：《社会组织发展与公共政策

创新》，载李友梅等著《城市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4 年版。

16.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17. 张琼文、韦克难、陈家建：《项目化运作对社区社会

组织发展的影响》，《城市问题》2015 年第 11 期。

18. Pfeffer, Jeffrey & Gerald Salancik 1978 , The Exter-
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
spective. 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19.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
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责任编辑 余 越

向静林：结构分化：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

106



ABSTRACTS

expansion of Chines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Key words： New Era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expansion of rule of

law；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Eth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of “Two Mountains” Idea
Yin Huaibin， Liu Jianhong

（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Abstract： “Two mountains” idea is deeply concerned 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reveals the moral high ground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idea includes
rich connotation and deep thought， which persists in the unity of Marxism’s view of nature、histor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ety.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re revealed in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towards society as
a whol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human being’s essence of freedom， value regulation of practical
reason application and good life. Its ethical value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value of Marxism
methodology， the value of practical theory about good life， the critical value on the main ecological theories
including “centralism”、 “technology criticism”、 “capital criticism”、 “ecology Marxism ”. Its practical
dimensions are embodied in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uarantee fun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dvantag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ng the cultural self -confidence strength of ecological virt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wo mountains” idea；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od life； advantage of system；
ecological virtue

The Research of Dialogue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NIMBY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Basedon the Analysis of Online Information from the

NIMBY Conflicts in Xiamen， Shifang and Yuhang
Zhou Yayue， Zhang Zhiy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Abstract： The 2007 PX conflict in Xiamen， the 2012 Hongda conflict in Shifang and 2014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conflict in Yuhang are the three iconic NIMBY conflicts. From the analysis of onlin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hree conflicts， it is clear that the NIMBY conflicts are caused by the dialogue
barri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e barrier is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includ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owever， the barrier is not unbreakable， if there ar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interes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e justices can be
achieved by having a transparent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ll of
which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 have a peaceful dialogue.

Key words： justice； NIMBY conflict； NIMBY projects； dialogue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Xiang Jing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construct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xternal environment-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governance level”, this paper takes th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the core issue, then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leading to insufficient
matching and the possible coping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following. 1）Embeddedness and
professionality are two basic need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there is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upply side， which means the basic pattern of coexistence of floating
profess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s （low embeddedness） and weak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low pro-
fessionality）. 2）Top -down government environment and bottom -up community environ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ore impact mechanism is resource dependence mechanism.
3）The possible coping strategies are to enhance the embeddedness of profess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ty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practic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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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ood from this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Profess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Contemporality and the Turn of Spatial Thinking
Yang Da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starts using the spatial mode of thinking and spatialit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lity， while modern philosophy is limited by the time mode of thinking and
temporality is crucial for us to grasp the modernity. It is a shift from the time mode of thinking to the spatial
mode of thinking that has been made when there has been an evolution from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o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Merleau-Ponty， Foucault and Lefebvre have played the key roles in the
turn of spatial thinking.

Key words： modernity； contemporality； time thinking； spatial thinking； French philosophy

The Beginning of Absolute System：
A Critique of Hegel’s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

Li Lin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Hegel’s Introduction o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 which indicates the birth of a monistic philosophy of absolute idealism. In the
Introduction， Hegel finds the new philosophy in three steps： （1）criticizing “natural consciousness”； （2）
proposing the idea of “subject as the entity” and overcoming the problem of the dualistic philosophy of Kant’s
subjective idealism； （3）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 and declaring a
monistic philosophy of absolute idealism.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s “the true secret and birthplace of Hegel’s
philosophy.” Its “Introduc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 of Hegel’s absolute system. “The scie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is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athway to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 of
skepticism. Hegel’s attempt， with a heavy speculative philosophical color， heralds his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 which is a new philosophy with a thick sense of history as soon as it was born，
and has the possibility of abandoning metaphysics and moving toward science.

Key words：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natural consciousness； the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absolute idealism

On Wang Yangming’s Practical Philosophy———Focus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Dragon Fiel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eart-mind Theory

Zhang Xinmin
（Academy of Chinese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Abstract：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Dragon Field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urning-point in the develop-
ment of Wang Yangming’s thought. Full-scale analysis centered on this enlightenment leads us to see that he
has undergone a long and gradual process before the “enlightenment”， mainly by passing the method to the
metaphysical ontology， thus obtaining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Reading and learning as Sage”. His “enlight-
enment” is further followed by a continuous sublimation of spirit， mainly based on the ontology of practice
methods, with the aim to help others integrate into the metaphysical ontology. His philosophy is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the noumenon of life， which is not only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ontology and the appear-
ance of body， but also to incorporate ontology practice, mor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real life so as
to construct a human culture which is full of the warmth and heavenly spirit of conscience.

Key words： Wang Yangmi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Dragon Field； Kung Fu System； life learning；
ontology practice

The Modern Shanghai Novel Map and Its Spatial Metaphor
Ji Lan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Abstract： The precise description of Shanghai’s urban geographic space by modern novelists presented

a unique map of Shanghai’s novels objectively. The Four Road in the British concession was in th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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