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文化治理及其公共性重建

李山! ! "吴理财! " "

内容提要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 社区治理是基层
社会治理的基础% 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 社区文化治
理愈加突显% 目前" 关于社区文化治理的研究" 主要集
中于#社会个体化$ #社区公共性消解$ 与#社区公共
性重建$% 进入个体化社会以后" 个体化洪流不断冲刷
着社区共同体生活" 社区生活共同体所固有的免疫系统
与防御机制逐步遭到蚕食" 社区文化社会资源不断流
失" 社区共同体要素开始萎缩" 社区公共性持续消解%

社区文化治理成为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社区公共性重建的
一个重要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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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中文语境下开创性建构起#文化治理$ 概念后" 大
陆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文化治理的研究% 目前" 我国文化治理研究不再局限
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构" 而进一步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层面
的经验总结与实践行动% 由于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 社区治理就
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 于是" 文化治理研究逐步实现社区转向" 社
区文化治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视域% 近些年来" 对于社区文化治理的研
究" 学术界主要围绕#社会个体化$ #社区公共性消解$ 与#社区公共性重
建$ 三个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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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目标" #文
化治理$ 随之成为学术界与实践领域探讨与行动的热门议题% 祁述裕将文化
治理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并提出了文化治理的三
大任务!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文化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

! ! "范玉刚则从顶层设计层面" 探讨国家文化治理的着力点" 推
动政府文化管理走向国家文化治理%

! " "景小勇从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个视角"

研究了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构成与特征"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之
路%

! ' "文化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新领域与新形态%

何谓文化治理2 可以说" 文化治理是治理理论与文化权力视野相结合的
产物% 目前"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治理研究是在引介西方文化政治学思想与借
鉴西方治理理论过程中逐步展开与发展的% 尽管学术界对#治理$ 的概念尚
未达成一致" 但是它们的理念与内涵基本相同! 治理是区别于统治的多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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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述裕! )国家文化治理建设的三大核心任务*" )探索与争鸣* "#!+年第$期%

范玉刚!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国家文化治理*" )湖南社会科学* "#!+年第"期%

景小勇!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构成& 特征及研究视角*" )中国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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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网络模式" 治理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
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其权力运作凭借对话& 协商& 合作等主体间行
动网络机制% 从西方国家现实发展而言" 治理理论是在#国家失灵$ 与#市
场失灵$ 境况下" 西方国家重构政府与市场& 社会间关系的经验性知识与知
识性建构% 当下" 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期" 同样面临着如何建构起同市
场经济& 公民社会相协同的政府职能问题% 治理理论随即被引入中国" 并不
断本土化" 成为政府改革与行政实践的主导理论资源%

西方学者对文化权力及其治理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更为系统& 深入% 爱德
华5泰勒'eE19FE _96>DF(& 雷蒙5威廉斯'h968D5E i:>>:987( 等学者从文
化人类学维度将文化界定为! 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世界的呈现形态的统
一% 他们认为" 人类在共同生活实践过程中彼此间展开主体性的交往行动"

不断感受世界" 反省体验" 完善自我" 建构意义与累积知识% 在此逐步建构
人类自身& 生活世界" 乃至世界意义进程中" 形成呈现人类主体生活意义的
文化形态% 米歇尔5福柯'j:3-4>NDG39G>.(& 斯图亚特5霍尔'O.G9F.R9>>(

等学者深入解剖文化结构的内在机理" 着重分析了知识& 真理与表征的权力
话语" 揭示出文化所蕴含的隐性权力关系与权力机制% 在此基础上" 托尼5

本尼特'_D56P4554..( 融通文化与治理的内在逻辑" 探讨了文化治理性的现
实面向% 他认为" 文化可以作为治理的对象与工具" #它应该作为一门改革者
的科学$%

! ! "

本世纪初" 我国台湾学者王志弘首先开始关注文化的治理性及其相关实
践路径等问题" 在借鉴融合西方文化与治理理论资源的基础" 正式提出#文
化治理$ '3G>.GF9>HDB4F59534( 这一个独立的中文术语" 并对其加以系统性地
探讨% 他指出" 文化治理#正是企图结合HDB4F59534和HDB4F5845.9>:.6这两种
概念! 文化治理一方面须注重其不拘限于政府机构的性质" 以及治理组织网
络化的复杂状态- 另一方面" 必须关注文化治理乃是权力规制& 统治机构和
知识形式及其再现模式的复杂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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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学者对文化治理概念在中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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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开创性建构" 引起了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 吴理财基于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实践" 呼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认为经由文化治理建
构公共生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与内涵! ! "

% 同时" 他还分别从政治& 社会
和经济三个方面对文化治理的不同面孔进行初步分析" 在理论上深化对文化
治理的理解! " "

% 胡惠林从发展文化产业的维度" 以市场经济方式实现文化政
治的功能转换" 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 建构国家文化治理" 进而改变和
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 "

% 李少惠从治理理论出发" 提出了我国政府文化治理的
路径选择! + "

% 毛少莹从学理沿革脉络" 梳理了文化治理的学术资源与国际经
验" 重点阐述文化治理的网络结构与关键性制度安排! $ "

% 王前& 李世敏考察
了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 % "

" 并以文化治理为主线将我国文化政治
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国家意识形态笼罩的文化治理& 市场经济导向的文化
治理& 回应社会需求的文化治理! ( "

%

就中国语境下的文化治理内涵而言" 所谓#文化治理$ 主要涉及两个方
面! 一是文化事务的治理体系问题" 即一般常说的#文化建设$ 问题" 主要
涉及的是文化治理多元主体建构& 文化治理体制安排以及文化治理机制协同
等方面的内容- 二是文化的治理性功能发挥与运行问题" 亦即文化的政治社
会学机理" 主要牵涉到文化权力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这两个方面问题"

究其实质" 都可视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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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文化治理属于
文化政治学的范畴" 展现着文化权力的运行逻辑! ) "

" 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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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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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我国文化治理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
构" 而进一步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经验总结与实践行动% 地方性文化
治理开辟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路径与发展空间"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于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 社区治理就成为基
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 于是" 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 社区文化治理就更
加突显出来% 李世敏& 吴理财在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调查基础上" 主张引入社
区文化治理的概念" 着重加强社区文化空间建构& 文化价值重构& 文化认同
培育" 推进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

! ! "赵晓峰& 付少平在研究老年人协会实践
基础上" 认为社区老年协会的文化活动能够孕育出契约主义文化& 提供社区
治理的文化网络& 提高社区治理的参与度" 增强农村社区居民认同感& 维护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秩序稳定%

! " "社区文化治理越来越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
重要研究课题" 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就目前而言" 社区文化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社区
公共性消解及其重建% 社区文化治理的研究逻辑是社会个体化造成社区公共
性消解" 社区公共性重建急需文化治理% 具体而言"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伴
随现代性快速成长与传统性逐步衰落" 现代个体的生活样式逐步同曾经的共
同体生活方式产生某种程度的张力" 从而导致社会不断个体化% 由于社区是
社会生活的现实场域" 社会个体化必然在社区层面得以更加充分展开与显现%

在当下社会日趋个体化的境遇中" 社区公共性处于不断消解之中" 社区共同
体生活逐步衰落% 从整体社会变迁而言" 社区公共性消解的根源在于现代主
义文化矛盾演进所导致的社区文化社会资源的流失与社区共同体要素的枯竭%

也可以说" 社区公共性消解是作为社区社会生活方式总和的社区文化要素失
调的后果% 在个体化社会" 急需重建社区公共性" 整合社区社会生活" 推进
社区发展% 而社区公共性重建的内在逻辑也就在于调适社区文化" 培育社区
内在的共同体要素" 重建社区共同体生活样式% 由此可见" 在个体化社会"

社区文化治理成为社区公共性重建的行动策略% 目前" 就社区文化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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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学术界主要围绕#社会个体化$ #社区公共性消解$ 与#社区公共性
重建$ 三个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在)公共性消解与重建* )社区文化治理!

个体化社会的社区重建之道* )村庙与乡村公共性生产* )中国城镇化推进中
的公共性不足及其培育* )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 等文
献中" 关于社区文化治理的三个关键问题的内容与逻辑得以具体阐释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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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启蒙运动之后" 个体确立了社会优先性地位" 个体自主性不断得到彰
显% 这种主体性不断产生出强烈自我意识" 在社会文化中逐步形成关系到自
我的主体性结构! ! "

% 在现代社会之内" 个体处在自我与超我的紧张对立状
态" 单个人的自我#内在地$ 成为某种完全自为的东西" 而社会中的他者则
是作为某种#外在的$ 和#异己的$ 对象性之物与个体相对立% 正是这种个
体的自我意识与其对象性存在" 个体才感觉到自己成了#主体$" 进而意识到
世界的他者变为#客体$" 从而形成人的主客体的意识结构与思维逻辑% 如此
一来" 在个体与其之外的对象性存在之间便产生一道界限分明的鸿沟" #个人
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个体" 是一个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个体" 而把其他人视
为一种+异己的, 存在" 一种在根本上与自己的+内在, 本质毫无关系的存
在" 视为一种+周围世界," 一种+环境," 一个+社会,%$

! " "在现代社会发
展进程中" 逐步形成关注个体自我的现代主义文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这种关注自我主体性的现代主义文化" 培育出大量
现代个体% 正如齐格蒙特5鲍曼'k6H8G5.P9G895( 所指出" 在现代主义文
化思潮塑造下" 关注自我的个体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成员" 也是现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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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8 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 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 译林出版社"##,年版" 第!(页%

7德8 诺贝特$埃利亚斯! )个体的社会*" 翟三江& 陆兴华译" 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 译林出版社"##,年版"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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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尼尔5贝尔'a95:4>P4>>( 则分析性强调" 现代主义文化催生
的#现代性的最根本前提是" 一个社会的社会单位不是群体& 行会& 部落或
城市" 而是人$%

! " "这个#人$ 是现实的具体的& 个体的& 自治的#现代
人$" 他享有自立自主自决的自由% 这些现代人一经出现" 便充满着摆脱传统
规范与生活结构束缚的强烈冲动" 拥有着不断努力开拓未知疆域与尽一切可
能重塑自我的欲望" 甚至将过去曾经拥有的传统根基彻底抛弃也在所不惜%

这些现代人在持续超越自我的扩张过程中" 必然会发生着个体的异化" 正如
贝尔所言" 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 就是他想要超越自我" 拒绝自然之必然性"

追求自我无限大的狂妄自大" #其结果是" 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他拒绝接受
有限" 坚持要不断扩张- 而现代世界则经历着永远超越的命定过程111超越
道德" 超越悲剧" 超越文化$%

! ' "

在现代化进程中" 这种从个体自我意识生长出来的挣脱传统意义体系约
束与寻觅独立自主个性自我表达的现代主义文化" 逐步浸淫整个社会生活领
域" 并掌控着社会生活的主动权与支配权% 在现代主义文化汹涌浪潮推动下"

由现代个体所充斥的整体社会变得快速流动与变动不居"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
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
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
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 +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流动社会内" 现
代个体纷纷将理性商品市场视为理想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将猖獗个人主义作
为自己的为人处事的行为逻辑- 现代个体热衷将无休止猎取新奇的直接性感
官体验视为意义表达的文化形式" 将#没有限制的自我$ 作为自己个体意识
的表征逻辑- 现代个体不断将绚丽图像装扮起来的充满诱惑力的享乐主义视
为值得过的社会生活方式" 将经济领域商品生产的宗旨作为满足自身变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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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多样性个体欲求%

尽管这种关注主体性自我的现代个体在注入现代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

也奠定现代社会成长的基础% 但是" 这种没有边界的个体性自我追求不断被
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所强化而突破它的阈值" 合力将现代个体推入到#过度自
我$ 的轨道" 从而造成现代个体的#异化$% 正如齐格蒙特5鲍曼所言" #在
人类个体努力不停地形成个性特征的过程中" 它也许是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敌
手$%

! ! "这种个体过度追求自我必然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人们满怀自私自利
的冲动与图慕虚荣的情感" 千方百计地追逐享受& 快乐& 实惠与幸福" 永无
休止地追求权势" 直至死而后已% 这样" 现代个体的自我体验与实现的无止
境欲求占据了社会生活的行动空间以及社会意识的道德领域%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 现代个体的过度自我膨胀" 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个
体在不遗余力地完全成为他自己主人的同时" 也必然会成为他者的手段与工
具" #现在他自我束缚" 变成为他自己的债务人和奴仆$%

! " "如此一来" 在自
我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丧失了彼此共处的意志和意愿" 更为重要的是" 人们
跟别人争相攀比" 失去了与人分享与自我牺牲的能力%

! ' "于是" 在社会生活
之中" 狭隘的利己主义开始泛滥横行" 人际交往的凝聚力不断减弱" 彼此间
的互信度持续弱化" 社会集体规范逐步解构% 正如艾瑞克5艾瑞克森'eF:U

R2eF:U7D5( 所言" #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 尤其是抱着利己
主义的价值标准" 那么" 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就会出现问题$%

! + "社会就会变成
由独立自主与各行其是的个体构成的#大杂烩$% 在这个近乎托马斯5霍布斯
'_-D897RDAA47( 所言的#自然状态$ 中" 现代个体必然会遵循着#丛林法
则$ 奋力#自我保存$" 并承受毫无安全保障的焦虑与恐惧%

在此社会境遇之下" 过度自我的现代个体纷纷着眼于当下" 面向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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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绝过去" 从而切断了曾经扎根于传统文化范畴的自我之根% 因之" 在社会
共同体生活之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与道德规范等文化范畴逐渐瓦解" 而高扬
任意自我表达& 放纵感官体验与彰显独特个性等个体主义思潮成为现代主义
文化的主旋律% 这种现代主义文化再也难以维系曾经社会价值体系的连续性
与合法性" 也无力承担起社会价值整合与生活情感慰藉的功能- 这种现代主
义文化不断深化人们内心深处感受到的虚空感与孤独感" 不断生产出道德虚
无主义% 在这种现代主义文化笼罩下" 社会生活充满了以个体为中心的相对
主义" 一切事务无#是$ 无#非$" 皆以我之是非为是非%

在现代主义文化强势推进的现代社会中" 现代个体只有欲求" 没有了节
制- 只有远方" 没有了传统- 只有亵渎" 没有了神话% 在现代主义文化纵容
与包容下" 现代个体纷纷从传统文化规范及其所建构的社会范畴中#脱嵌$

'E:748A4E845.( 出来" 他们抛弃了传统" 隔绝了过去" 奔向了远方6 伴随着
现代个体不断异化" 社会共同体生活不断发生解构% 正如乌尔里希5贝克
'M>F:3- P43U(& 鲍曼& 丹尼尔5贝尔以及阎云翔等学者所做出的分析性判断!

正是现代主义文化矛盾推动现代社会步入了个体化社会%

在全球化快速推进时代" 现代主义文化及其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得
到迅速传播& 展现与发展" 并推动当代中国进入个体化社会% 与此同时" 由
于目前中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期"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同时展现了前现代& 现
代和晚期现代的情形$"

! ! "中国社会必须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情形所衍生的后
果% 由此可见" 中国社会面临着交叠型个体化的冲击与压力"

! " "它所产生的
社会影响也就更为深刻与深远% 由于社区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场域" 现代主义
文化矛盾必然会在这里得以切实运行与展现- 社会个体化也必然会在社区层
面得以更加充分体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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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内在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本质属性" 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核
心价值% 在社会生活层面中" 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领域内
的积极交往行动中所生成的维持公共领域存在和行动者积极行动的价值规范%

由此可见" 公共性体现为#共处$ #共享$ 与#共识$ 的关系状态" 呈现出
公共行动& 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等形态% 就社区层面而言" 社区公共性是社
区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 是社区社会生活的生命力源泉% 在个体化社会" 个
体化洪流不断强势冲刷着社区共同体生活" 社区生活共同体所固有的免疫系
统与防御机制逐步遭到蚕食" 社区文化社会资源不断流失" 社区共同体要素
开始萎缩" 社区公共性持续消解% 社区公共性危机让社区生活充满了诸多流
动性与风险性% 具体而言" 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 社区公共性消解主要体现
在社区公共精神衰落& 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与社区认同弱化等方面%

'一( 社区公共精神衰落

正如理查德5桑内特'h:3-9FEO4554..( 所言" 现代主义文化成长所带来
的现代个体崛起" 致使私人领域不断殖民公共领域" 造成私人生活与公共生
活发生失衡" 出现了所谓亲密性社会与亲密性专制统治% 在现代社会的社区
生活中" 由于过度关注自我" #每个都变得及其自恋" 所有的人类关系中无不
渗透着自恋的因素$%

! ! "在社会生活之中" 目前社区成员开始从外在的他人导
向行为方式向内在的自我导向行为方式过度" 人们大多从个体出发" 运用感
性语言言说公共事件" 使用感性思维方式理解公共事务" 动用私人领域的爱
来对待由非人格意义规则主导的公共事务% 在社区生活中" 私人领域排挤压
缩公共领域" 私人感性舆论左右社会生活世界与公共事务的价值评判% 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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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 社区公共领域逐步萎缩% 由于社区私人领域不断扩展" 社区成员将社
区公共领域当作空虚地带而闲置或抛弃" 他们越来越抱有一种渴望过亲密生
活的憧憬" 希望固守私人的生活世界% 在社区日常生活实践中" 人们逐步意
识到" 社区生活充满着大量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人们越来越疏离社区公共生
活" 却将更多精力放在由家庭及其朋友构成的社区私人领域% 在社区成员的
思想意识中" 社区私人领域成为一个理想的抵御社区生活风险的避难所" 成
为具有更高道德价值的世界% 于是" 家庭生活就成为人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
感的港湾%

同时" 在社区生活中" 个体由于惧怕不经意间会向他人泄漏自己的情感"

而受到他者的影响与控制" 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利用沉默或变得冷漠" 尝试不
再进入社区公共空间与其他人进行交往" 也不再关注社区公共事务% 随着社
区居民逐步将社区公共生活的范畴转化为个体自我心理的范畴" 社区内社会
关系越是接近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理需求" 就越是真实的& 可信赖与真诚的%

于是" 现代个体纷纷专注于动机的自恋主义与变幻不定的私人情感" 将集体
意识与群体利益等公共精神之感觉悬置高阁起来% 最终在社区生活中形成一
种桑内特称之为的#没有上帝的人道主义$

! ! "的亲密性专制% 社区成员的个
体矛盾性人格在瓦解社区集体生活的心理基础与摧毁社区公共领域的同时"

不断解构社区公共精神% 大部分社区成员不再将自身当作是社区公共生活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力量" 很少再关注社区公共事务% 伴随社区公共精神的不断
解构" 社区成为人们匆匆而过且相视无言的孤立身影充斥的空洞空间" 社区
生活变得如同初冬将至之时黄叶漫天飘零般的萧条%

'二( 社区社会资本流失

由于个人主义文化的盛行" 社区成员在个体行为与经验等方面越来越趋
于多样化" 在社区的共同生活中" 个体间的彼此联系与相互关系不断遭到分
离" 甚至隔绝% 在此状态之下" 社区成员共同相处的全部方式便是有增无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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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自身社会感情与行为方式进行全面规范" 从而导致对作为人本身所固有
的本能的改变" 甚或放弃% 在社区共同生活的必要行动交往中" 人们纷纷运
用礼仪客套的言辞作为面具相互设防& 掩饰来保护自己% 社区成员宁愿沉浸
在社区私人领域内部那种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中" 他们也不愿意去体验那些可
能在较为陌生的地方与陌生人交往可能发生的不快与挫折% 而这些不快与挫
折却是个体不断去修正自身信念" 进一步采取持续交往行动所必需的体验%

逃避社区成员间交往行动" 追求私人领域内人际关系的温暖与亲密" 它缩小
了社区生活客观经验的范围" 结果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是密切" 他们
就越是不可能彼此交往" 越会为这种关系感到痛苦" 而且也越会彼此伤
害$%

! ! "

于是" 在社区生活实践中" 社区居民缺乏参与社区交往行动的意愿" 他
们刻意回避彼此间真诚地沟通交流" 从而难以形成各自理性的行为预期" 更
无法孕育出作为社会凝聚力的人际互信% 其结果是" 社会信任很容易造成恶
性循环" 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人可信度的预期会影响我们的可信度" 而这又会
影响他人的未来行为% 在社区日常交往行动中" 失去诚信自律的人会觉得自
己是不可信之人" 对别人也充满了不信任感% 一旦社区成员之间缺乏彼此诚
信" 社区内部的互惠性合作就不可能存在% 这是因为在社区共同生活中" 由
于缺失社会人际互信网络的保障" 社区成员间便充满愤世嫉俗& 疑神疑鬼与
短视自利的情感" 时刻担心对方失信背叛而侵犯自身利益" 从而拒绝互惠性
合作% 在个体化社会里" 社区社会资本会不断流失" 社会互信与互惠性合作
逐步失去社会基础" 曾经彼此间的帮工与互助等自发性合作行为与集体行动
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三( 社区认同弱化

在个体化社会内" 个体从社区生活的各种社会范畴#脱嵌$ 出来" 过着
流动的生活" 承受着流动的恐惧% 在这个漂泊不定的风险社会中" 追逐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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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瞬间满足便成为个体当然行为逻辑% 在社区日常生活实践中" 人们纷
纷恪守理性至上原则" 信奉放纵享乐主义% 社区成员的自我确证不再是根植
于文化场域的认同" 而是转向消费行为的炫耀% 在社区生活中" 社区成员试
图凭借即时结成的经济性消费关系来确证自我的社会存在与个体的存在价值"

然而这些经济性消费行动反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自我确证% 这是因
为充斥诸如音乐厅& 展览馆& 旅游胜地& 运动馆& 商业大街和超市这样的有形
消费空间的人群是人的聚合'H9.-4F:5H7(" 而不是人的整合'3D5HF4H9.:D57(%

! ! "无论他们是多么的拥挤" 在这些集体消费的场合中" 并没有任何#集体
性$ '3D>>43.:B4( 的存在" #没有任何实际地社会性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
用$%

! " "

伴随现代个体的流动性增强" 更多的社区逐渐成为异质性的#陌生人社
区$% 在陌生人社区里" 社区内充满了暂时性与不确定性" 社区成员之间的交
往更具表面性" #人们在隔着一层面纱的情况下进行交往" 大多数人不会将自
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展示给对方$%

! ' "于是" 社区成员带着掩饰自我的面具进行
生活" 将礼仪性的寒暄变成彼此防备的重要形式" 社区成员间长期合作所必
需的互信无法建立起来" 社区内所谓的#情感契约$ 也就难以达成% 正如鲍
曼所言" #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9/97.(" 而且多半也是没有
将来的事情'9CG.GF4($%

! + "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会产生回忆与记忆" 也没有
任何东西需要在当前的邂逅过程中去加以遵循% 在陌生人社区" 社区成员无
法实现主体间交往行动真诚地自我开放" 难以形成彼此社区生活的共同经验
与体验- 社区成员也无法建立起稳定社区关系规范与社区集体记忆" 难以增
进社区成员的安全感& 归属感与家园感% 在个体化社会中" 社区成员基于社
区文化脉络的自我确证过程无法完成" 于是社区认同逐步衰落与消散%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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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克看来" 社会个体化涵盖#脱嵌$ 与#再嵌入'F448A4E845.($ 两
个过程! ! "

" 再嵌入是摆脱个体化社会危机的根本路径% 因此" 现代社会建
设" 或者说个体化社会重建就在于将脱嵌的现代个体再嵌入到一种新形式的
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 由于社区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场域" 在个体化社会背景
下社区建设关键在于社区公共性重建! 经由社区公共性建构" 重新整合不断
个体化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在个体化社会" 社区公共性重建的出路在于社区
治理% 但是" 社区治理的现实有效性与预期效果则有待于社区治理能力提升-

而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又取决于社区治理方式的选择" 正如阿里5卡赞
西吉尔'L>:l9J953:H:>( 所言" 治理能力主要取决于有效的治理工具%

个体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动因在于现代主义文化矛盾逻辑" 社区公共性消
解主要源于社会个体化后果% 由此可见" 社区公共性消解的主要根源在于现
代主义文化逻辑在社区社会生活层面展开所造就的社会后果% 因此" 在个体
化社会" 社区文化就成为社区公共性重建的着力点与出发点% 同时" 社区文
化是社区生活方式的载体与呈现形态- 社区公共性又是社区共同体生活的本
质属性" 因此社区文化本身承载着社区公共性" 社区公共性也呈现出社区文
化形态% 由此可见" 社区公共性是社区文化的本质" 社区文化是社区公共性
的形态% 社区文化与公共性又存在着统一性! 社区文化的公共性与公共性的
社区文化的统一% 在个体化社会" 社区公共性消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区
文化陷入了紊乱失调状态% 由此可见" 社区公共性重建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社
区文化作为社区治理工具与对象" 培育社区内在社会机理" 重建社区共同体
生活样式% 因此" 社区文化治理就成为在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社区公共性重建
的行动策略% 那么在个体化社会" 基于社区公共性重建的社区文化治理何以
可能与何以可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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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

具体而言" 社区文化是社区生活方式的累积与呈现% 在此意义上" 社区
文化就是社区社会生活本身" 它构成社区共同体的实质内涵% 正如雷蒙5威
廉斯'h968D5E i:>>:987( 所言" #文化不仅仅是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 从根
本上说" 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

! ! "既然社区是孕育着社会生活样
式的现实场域"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社区本身也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在这
里" 人们彼此间展开主体性的交往行动" 不断完善自我& 感受世界与反省体
验" 逐步建构着生活意义与知识体系% 在这种共同体生活中" 人们在持续性
地再建构自身存在& 生活世界与整体世界的意义进程中" 逐步形成表达& 表
现与表征这种意义的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 知识体系& 文学艺术& 道德法律
以及规范制度等外在呈现形态% 这些呈现人类主体意识与意义的可感知的形
式便是社区文化% 同时" 社区文化又不断培育社区生活方式" 推进文化自身
发展% 因此" 社区文化治理需要将社区文化作为治理对象" 推进社区文化建
设" 实现社区文化繁荣发展%

同时" 社区文化还是社区文化治理的工具% 社区文化内含着权力机制"

拥有一种能动地从社区内部塑造& 组织与重建一系列经济& 社会和政治关系
的实践能力" 能够不断发挥社区构建与整合作用" 它#不仅是关于表征和社
会意识" 而更是有关机制实践& 管理程序和有关空间知识的组织安排$%

! " "可
以说" 社区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隐性权力逻辑与机制" 不断展示着
在它在社会生活之中所具有的治理性与政治性能效% 在日常社区生活中" 社
区文化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 规训着我们的行动方式" 强化着我
们的社区认同" 建构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 社区文化内在深处涌动着
文化的隐性权力" 正如斯图亚特5霍尔'O.G9F.R9>>( 所言" #文化已经改变
了权力的概念" 原来我们简单地以为权力存在于政府军队" 而今" 权力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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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 从家庭到性别关系" 到体育活动和人际关系" 我们自身的身份和主体
性都是文化的构成$%

! ! "在某种程度上" 社区文化成为一种微观隐性权力" 具
有强劲的影响力& 规训力与认同力% 因此" 社区文化治理需要将社区文化为
工具" 发挥社区文化的治理性功能" 实现社区共同体的主体性建构%

由此可见" 社区文化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行动对象与权力工具% 正如托
尼5本尼特'_D56P4554..( 所言" #文化被建构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
工具! 就对象或目标而言" 术语指涉着下层社会阶级的道德& 礼仪和生活方
式" 就工具而言" 狭义文化'艺术和智性活动的范围( 成为对道德& 礼仪和
行为符码等领域的管理干预和调节的手段$%

! " "社区文化治理也就涵盖两个过
程! 一是#文化的治理$ 'HDB4F59534DC3G>.GF4(" 它指的是将社区文化作为治
理对象" 强化社区文化本身培育与塑造- 二是#由文化来治理$ 'HDB4F5 A6

3G>.GF4(" 它强调的是将社区文化作为治理工具" 发挥社区文化的规训与认同
等治理性机制" 实现社区共同体建构% 因此" 社区文化治理可以作为社区公
共性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二( 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为

就社区治理而言" 社区文化治理就是政府将社区文化作为社区治理对象
与工具" 借助社区治理网络体系" 培育与塑造新型社区文化" 发挥文化的治
理性功能" 孕育社区共同体要素" 建构社区公共性的集体行动% 由此可见"

社区文化治理存在着如下内涵! 一是从根本企图上而言" 社区文化治理贯彻
着捍卫国家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意图" 体现着国家政权建构社会的理性逻辑%

二是从实践结果上而言" 社区文化治理试图繁兴社区公共生活" 增进社区成
员交往行动" 培育社区社会资本% 三是从治理技术上而言" 社区文化治理强
调文化作为隐性权力的治理性功能" 塑造社区#公共人$" 强化社区公共精
神% 四是从现实欲求上而言" 社区文化治理侧重社区文化纽带修复" 增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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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认同" 提升社区内聚力%

同时" 社区文化治理也是文化与政治& 经济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调节
与争议场域" 存在着四个面向的微妙而复杂的相互联结% 具体而言" 社区文
化治理涵盖四个面向! 一是文化面向" 主要涉及社区文化主流价值营造& 社
区文化发展路向规范以及社区文化具体形态建构等- 二是经济面向" 主要涉
及社区文化产业发展& 社区文化产业经济倍增功效以及社区文化产业社会价
值等- 三是政治面向" 主要涉及国家文化领导权争夺& 社会核心价值宣教以
及国家政权合法性论证等- 四是社会面向" 主要涉及社区文化组织培育& 社
区文化空间营造以及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等%

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 社区文化治理运行体系具有以下结构特性!

一是社区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社区文化治理不再是仅仅遵循政府单向度
的行政逻辑" 而是政府& 市场& 社会与公民等主体的多中心协同参与过程%

二是社区文化治理机制的三重性% 社区文化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利用行政机
制推进文化政策的贯彻落实" 而且还要运用市场机制" 展开文化资源的生产&

流动与消费" 同时还强调发挥社会机制" 促进社区文化民主化进程% 三是社
区文化治理行动的交往性% 社区文化治理是以文化空间& 文化活动等作为行
动场域" 相关行动者在其间开展相互对话与交流" 不断展开公共讨论与批判"

逐步达成基本协商共识" 促进成员间互惠合作" 培育社区公共精神& 社区社
会资本与社区认同%

由此可见" 社区文化治理注重文化与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间的兼容性或
主体性" 建立开放化& 分权化& 合作化与参与化的治理结构" 推进社区行动
者之间的主体间交往- 借助艺术审美& 美学思维& 文学美感等文化形式" 展
开规训& 教化等文化权力机制" 不断塑造社区共同体生活方式% 社区文化治
理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公共精神培育& 社区社会资本生产以及社区文化认同增
进" 推进社区公共性有效建构% 因此" 在个体化社会" 社区文化治理更加契
合社区公共性重建的现实诉求" 成为社区公共性重建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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