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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及“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以来，广场舞“热”成为当前公共

休闲中的时代现象，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热”的

全民健身运动。 然而，必须清楚的是广场舞的流行

也带来诸多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因“噪声扰

民”和“抢地盘”而引发的权利冲突事件，类似现象

一度带来广场舞“被污名化”倾向。 广场舞“热” 引

起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 学界对广场舞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关注点： 一是部分学者围绕广

场舞权利冲突事件的现象、 原因及治理路径分析

展开。 二是关注广场舞为何成为中国休闲文化的

成功典型，学者们主要从宏观环境因素、广场舞自

身优势、老年人需求等层面进行了剖析。 本文也聚

焦于第二个方面，探讨广场舞“热”的背后逻辑。 本

文认为广场舞“热”之因，不仅应该仅仅局限于探

讨宏观社会环境、广场舞自身优势，老年人需求这

些外在性因素， 还应该深究广场舞场域的内在权

利关系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要理

解一种文化，就要找出其所包含的文化特质。”

譻訛

因

此，探究广场舞“热”，还应回归于广场舞本身。

二、广场舞自主供给模式的生成逻辑

广场舞迅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其供给模式的

生成逻辑中找到答案， 广场舞场域拥有内生权力

构成的动力机制， 从而实现参与主体的权利建构

过程， 形成一种符合广场舞群体需要的自主供给

模式。 自主供给模式是指由第三部门、社区居民及

自愿者自主或自愿地生产或供给公共服务或产品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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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场舞是在群众中自发生长起来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深受中老年妇女的喜爱， 成为

目前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文化活动，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广场舞盛宴。 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中存在供给不足、 供需脱节等问题， 导致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 由广场

舞“热” 联系到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活动遇“冷” 的遭遇， 本文认为， 广场舞与公共文化服

务相比较而言， 二者境遇相反的缘由在于供给模式上的根本差异， 本文基于广场舞“热”

现象， 分析广场舞流行的内在机理， 试图厘清广场舞供给模式的生成逻辑， 探究其发展的

动力机制。 同时， 探讨我国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及其缺陷， 通过对比分析， 获得

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经验借鉴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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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奴春： 群众主体性建构：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探讨

（一）供给的动力机制：群体内生权力推动

要分析广场舞场域的动力机制， 必须明确与

广场舞组织的权力生成及其相关的两个特点，一

是主体的群体性，从参与的主体来看，广场舞的参

与者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妇女群体， 广场舞者也

因此被社会给予了专用名词———“广场舞大妈”，

她们多为无业的家庭妇女或退休人员。 白天因为

要忙于家务事或天气原因而不能外出活动， 所以

她们多在早晚开展活动，又以晚上 6 至 9 点居多。

通过对广场舞参与者的访谈了解到， 晚饭后时间

较为充裕，在炎热的夏天，凉风习习的傍晚被认为

是锻炼身体最合适的时间， 这时广场上也最为热

闹。 中老年妇女群体相似的生活模式决定了她们

拥有共同的文化需要， 这种文化需求的群体性特

点决定了参与者具有明显的群体性。 二是活动的

集体性，广场舞是一种集体性活动，虽然每个广场

舞队伍人数不同，但都是由多人组成，而非一两人

的组合。 在以规模化、 统一性和整体感为标志的

“大场面”组织方式中，广场舞表达的不是个体的

魅力，而是一种群体性、整体化和统一性的表达，

广场舞所带来的群体兴奋充当了一种个体化时代

的心理填补机制

譹訛

。 从舞蹈的学习及活动开展来

看，广场舞具有集体性的特点，其以集体行动方式

诠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主体的群体性和活动的集体性为广场舞组织

的权力生成奠定了场域基础。 从加入广场舞组织

来看， 广场舞组织几乎不具有任何的强制性和约

束力，往往是一两个有舞蹈基础的舞蹈爱好者，在

居住地就近选择一个认为合适的场地， 并固定好

时间， 通过每天定时定点跳广场舞的现场影响来

吸引参加者，或由已参加的成员带动亲戚、邻居加

入队伍，从而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广场舞团队，

这是一个自主和自发的过程。 广场舞组织的权力

生成是基于内部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协商原

则，广场舞成员在广场舞场域所扮演的角色相同。

根据对武汉市几支有影响力的社区广场舞队的了

解发现，它们都建立了联络或协商机制，通过分小

队的形式选出小队长， 成为广场舞组织的联络人

或沟通人，这种组织架构非常简单，负责人或领队

人没有任何代替成员的决策权， 决策权是来自广

场舞成员， 十分民主； 部分组织还参加商演和义

演， 这也是在广场舞内部成员一致通过后才能决

定下来，活动的形式、商演的收入也都用于组织的

活动开支，资金管理透明。 无论是广场舞的成员、

联络员还是队伍的领队人， 整个体系是一种基于

成员平等协商关系形成的平等参与机制， 这种机

制的运转过程也是广场舞组织内生权力的过程，

内生权力是推动广场舞发展的动力机制。 虽然政

府的文化部门也通过比赛、 举办节日庆祝等活动

试图引导和推动广场舞组织的发展， 但其作用是

辅助性的， 广场舞的供给主要来自群体内生权力

的推动。

（二）群众文化权利实现：建构权利过程

在管理方面，广场舞组织较为松散，参加者具

有绝对的自由， 可以随时随地加入亦可随时随地

退出。 虽然大多数广场舞组织制定有管理制度，但

主要是对本组织的目标及活动开展等方面做出安

排，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这是一种开放性的

成员吸纳机制。 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广场舞队伍组

建到活动开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纳员机制来看，除

了极少特殊目的的表演团队外， 广场舞对一切社

会成员开放，没有准入门槛限制，它是大众化的文

体活动，吸纳一切有意愿的成员参与；从空间选择

来看，其在宽阔的广场、空地、公园等场合展演，而

不是在封闭的空间里开展活动；从活动内容来看，

舞蹈由群众自创自导，动作、音乐等方面都没有强

制性的规定，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种开

放性保证了参与群众文化权利实现的平等地位。

聚焦广场舞场域，权利关系网络有两个层面，一方

面是内在权利网络， 包括成员之前的网络关系及

成员与广场舞领队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广场

舞队伍与外围群体的关系，包括与家庭成员、围观

者、广场周围住户等之间的关系。 就内在权利网络

来说， 成员是由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中老年妇女

构成，她们之间是一种邻居、亲戚或朋友关系，不

论其在退休之前是身居要职还是普通的家庭主

妇，其在广场舞场域是完全平等的，从个体加入、

集体学习到展演等整个过程都具有完全平等的地

位； 普通成员与广场舞领队之间是一种模仿与教

导关系， 亦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或者强制性的权力

关系， 这样的平等地位使得广场舞组织的权利生

成是一种民主协商基础上建构权利的过程， 广场

譹訛 张兆曙：《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人文杂志》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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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队伍的壮大过程同时也是基于成员自主及平等

的权利建构过程。

（三）群众主体性建构：群众自主供给模式生成

内生权力推动广场舞组织不断发展， 群体成

员基于自主参与实现广场舞场域内的文化权利。

她们有权决定自己在广场舞组织内部的参与行

为，正是基于此，群众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

建构并实现。 广场舞的供给模式在群体内生权力

的推动下形成群众自主供给模式。 广场舞作为群

众公共文化产品， 供给范围是以广场舞活动开展

为纽带吸引本场域附近的参与者， 来自一定范围

内的居民在生活习惯上具有相似性， 这能促进成

员之间相互沟通。 良好的沟通使得广场舞能更有

效率地生产，也容易将消费者的喜好联系起来，参

与成员可以通过平等参与争取满意的公共物品。

在这样的场域中， 群体内部多采取自愿订立契约

的原则，通过集资、募捐、成员奉献等方式保证广

场舞产品的供给。 平等的权利关系使成员利益表

达更为充分，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造

成的“搭便车”现象也能有效缓解。

三、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供给模式及其缺陷

公共文化服务在我国是指以满足公民基本文

化需求为目的，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向全

体公民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 目前公

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是由政府主导及市场、 社会参

与的供给模式，但在实践中，其有效性并未得到很

好发挥，供需矛盾尤为突出，这与政府主导的供给

模式的缺陷相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已经在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体现出来了。

（一）供给的动力机制：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

权力推动

就目前国内文化领域发展而言， 文化产业主

要由市场供给，文化事业主要由政府主导。 公共文

化服务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目前由政府

自上而下的权力推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包括各种制度安排、运行机制、资源提供、产品供

给等的统一筹划和整体推进。 虽然近年来国家在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出台一系列旨在扩大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通过购买服务、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文化自愿者等形式，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果， 但从现实情

况来看，社会力量相对于政府权力来说处于弱势，

发育还很不成熟，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仍然面临诸

多困难。 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动力，主要还

是源于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

（二）群众权利实现：强制性权利过程

在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中， 公共文化服

务及产品得变得更为丰富，但由于群众参与率低、

供需矛盾突出，“政府出力，群众却不领情”情况较

为普遍， 如电影下乡无人观看、 农家书屋形同虚

设、读书活动无人参加等，出现普遍的群众参与不

积极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是文化部门在执行相关

文化政策时， 没有依据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来执

行和改进， 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才是服务的关键

和最终落脚点， 没有群众参与决策的文化供给带

来的结果只能是收效甚微， 此种供给方式没有充

分发挥群众的主体性， 文化服务成了一种强制性

的权利实现过程。 二是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处

于被动地位，需求未能充分表达，政府提供的公共

产品和服务与群众的需求不符合，对于群众而言，

接受公共文化服务是强制性的权利实现过程，文

化需求不可能得到真正满足。

（三）国家主导地位不可动摇：国家主体供给

模式生成

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占据了绝对的

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国家为主体、政府权力支配下

的政府供给模式。 国家主导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社

会参与机制不完善， 从决策到供给都没有实现充

分的群众意见表达。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群众参与机制， 群众

无法有效地参与其中，群众没有话语权。 文化部门

为完成每年的文化服务任务，多以“送文化”的方

式举办文化活动， 群众事先对这样的文化活动毫

不知情，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福利”，这种方式的

文化供给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往往带来“水土

不服”的弊端，群众难以“消受”，而且此种文化供

给方式没有考虑到群体、个体、地域等的文化需求

差异，导致文化活动千篇一律，缺乏文化活动本身

应有的新意。

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供给模式存在诸多缺

陷：一是政府失灵。 政府的行为偏好、政府垄断及

政府决策、 监督困境等都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的政

府失灵。

譹訛

在公共文化服务自上而下的推动中，政

瞿奴春： 群众主体性建构：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探讨

譹訛 贾先文：《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极其角色的动态转换》，《经济观察》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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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很难全面、准确地掌握需求信息，这可能导致供

需矛盾； 政府可能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实施

寻租和腐败行为。 政府垄断供给导致公共文化服

务领域缺乏竞争，导致服务效率不高。 由于各种因

素导致政府决策失误、执行不到位、缺乏监督机制

等同样会引起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灵。 二是

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本身缺陷、信息不对称、公共

文化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易引起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的市场失灵。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特

殊性， 市场机制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

法实现充分竞争， 市场交易中各方主体之间存在

信息不对称问题，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

式） 等合作供给也会带来主体责任模糊、 相互推

诿、趋利避责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目前的

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亟需改进的缺陷。 可以说，目前

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普遍缺乏“可及性”，公共文

化服务参与不足，活动开展遇“冷”与公共文化服

务和产品“可及性”相关。 吴理财教授认为：“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不能忽视它的可及性，

并提出可以从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适合性、可

接受性等四个维度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可及性

进行测量和评估”

譹訛

。 那么，不符合群众文化需求的

文化产品肯定是缺乏“可及性”的产品，只有在保

证可及性的基础之上，人民群众才会获得实惠，公

共文化服务才具备“热”起来的基础。

四、广场舞“热”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启示

通过广场舞场域权力生成及群众文化权利实

现机理分析发现， 广场舞以群众为主体的自主供

给模式是其快速发展的内在缘由。 公共文化服务

的供给应该克服现有缺陷， 依据广场舞供给模式

的优势，可从如下方面做出改进。

（一）培育社会力量，加强群众主体性建构

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开展不是仅凭政府一方

之力可以办好的，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无论

是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还是实现供给的

群众满意度提升， 必然要求社会力量充分参与到

公共文化产品的决策、生产、服务等环节中来。 完

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 通过

鼓励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

自愿者、社会基金等多种方式的社会力量参与，提

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构建起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还需要发挥群众的

主体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在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

搭建好平台的基础上， 把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交

给群众来完成，以群众为参与主体、创造主体及欣

赏主体，才能充分激发文化的内在活力，创造出真

正受群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活动举办的实际效果。 广场舞的发展完

全基于群众喜好， 源于群众中流行的中国传统舞

蹈文化，由群众自编自导，把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和

审美观念充分体现出来了， 真正做到了以群众为

主体，这是广场舞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公共文化服

务的供给环节完全可以将其借鉴过来。

（二）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基本的文化保障， 确保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

现。 当前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文化

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同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丰

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广场舞

的功能由“娱神”、“娱人”转化为“自娱”，顺应了时

代的发展， 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

化主张。

譺訛

广场舞能发展成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文

化健身项目， 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具备极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是大众化的文化，是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而非精英文化或边缘

文化。 精英文化和边缘文化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

是就公共文化服务而言， 却不适合绝大多数人的

需要， 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要求它必须是普惠大

众的一般文化，而非特殊文化。 因此，不管是在内

容还是形式上， 都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具备大众文

化的特点。 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地位越

强， 社会力量相对而言越是弱小，“大国家， 小社

会”的状况越是明显，需要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

转变，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转变。 政府引导公共

文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支持

和帮助，但需要把文化权力回归社会，回归给广大

的人民群众，形成多元共治的文化治理局面，把群

众的创造性真正激发出来， 公共文化也必然随之

“热”起来。

譹訛 吴理财：《构建县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注重可及性》，《热点问题：县域发展》2014年第 3期。

譺訛 高虹：《广场舞与群众文化建设》，《当代艺术观察》2014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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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自主-引导-互动”的协同供给模式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面对群众文化需求多样

化、个性化、层次化的特点，群众的文化需求难以

得到全面掌握，目前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供给模式，

群众难以在文化服务的相关决策中起到关键性作

用，需求得不到充分表达，导致政府供给的文化产

品并不能有效契合群众的文化需求。 要突破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的困境， 需要形成符合群众文化需

求的供给模式，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构建群

众自主、政府引导，群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协同供

给模式。 具体说来，可以建立群众为主体的公共文

化服务决策机制，让参与方式、需求表达、文化决

策等都由群众自主决定，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

进行引导并给予政策上帮助和支持， 形成群众自

主—政府引导—群众和政府有效互动的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协同供给模式。

结语

本文在正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缺陷的基础

上，通过透视广场舞“热”现象，为公共文化服务的

变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广场舞“热”折射出了当下

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文化需求， 他们的文化诉求

某种程度上通过广场舞表达了出来； 面对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开展中的遇“冷”现象，我们需要反思

二者面临相反境遇的背后原因。 研究发现，广场舞

“热”的背后逻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改

进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广场舞自主供给

模式的生成逻辑的分析， 认为公共文化服务要克

服政府单一主体供给模式的缺陷， 由政府主导转

向政府引导， 培育社会力量， 加强群众主体性建

构，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自主-引导-互动”的

协同供给模式。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 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要求， 也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增

长到一定程度的内在要求，是防止“物质贫困”问

题解决之后而出现“精神贫困”加剧的根本出路。

（责任编辑 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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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sses subjectivity:discussion on the supply

modes of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Square dancing“hot”

Abstract： Recently，the square dance is a popular leisure activity which spontaneously spring up

all over the masses，especially favored by the middle-aged and old woman. Now it’s became the most

favored spare time in china with the vast crowds of participants have been amused. In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authority have encounter some problems while delivery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ch as in－

sufficient supplement，disconnect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grass -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

those problems have reveal the basic needs of cultural service among the masses can not be fulfill ef－

fectively. By linking the“Hot” of square dancing to the“cold” of current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 ser－

vices，this studies arguing that the reasons of contrast between Square dance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fundamentally supply modes.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of“hot” square dance，this studies try to an－

alyz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quare dance，explore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of

square dance，clarify the generated logic of supply modes of Square dancing. By the experience and en－

lightenment learn from square dance，we can discuss the grass-roots supply mode of public cultural ser－

vices afterwards.

Key words: The masses of subjectiv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upply modes Squar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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