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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历史变迁，广场舞也成为个体追求自我生活方

式的现实体现。广场舞不仅作为中老年女性进行体化实践的场域，还更是个体化社会群体身份建构的一种表征。作为体化

实践的重要机制，中老年女性这一群体通过广场舞有效实现了身体展示、“集体”意义的编织及群体互动的分层效应。但在个

体化社会，广场舞女性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呈现个体认同的符号化、社会形象的污名化及群体归属的情景性等悖论。为推动

广场舞女性社会身份的正常化，需要建构包容性公民身份的发展路径，进而承认其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来实现社会的再

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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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liberation politics”to“life politics”，

and the square dance has also become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dividual’s pursuit of self-living style． Square danc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physical practice”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but also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groups．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physical practice”，the group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 has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layered effect of body display，“collective”meaning weaving and group interaction through square
dancing． However，in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women in the square dancing group presents the paradox of
the symbo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dentity，the stigmatization of the social image and the revelry of the group belonging． In order to
normalize the social identity of women in square dancing，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clusive citizenship，and
then to recognize its equal right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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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遍布城乡的娱乐及健身形式，广场舞在近

几年忽然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中国社会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当“广场舞”与“大妈”开始成为社会谈论

的热门词汇，广场舞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广场舞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功能。
如王芊霓认为“广场舞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断裂的

体现，在污名与冲突的夹缝中生存的广场舞，折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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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老年女性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危机的现实体

现”［1］。郑秀丽与王鹏威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认

为“广场舞具有缓解社会压力、促进全民健身开展、
丰富社会文化的功效，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供需

失衡、伦理失常、组织管理异化的问题”［2］。米莉则

从“认同、归属与愉悦”的视角，提出“广场舞作为当

代中国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一项街头运动，无论是老

年女性代群试图重建个人主体价值的不懈努力，还

是中年女性代群力图寻找人生归属感的积极尝试，

以及年轻女性代群极力获取女性气质的自我追求，

无不蕴含着社会观念的历史变迁，体现着社会文化

的结构转型与历史建构，是时代转型背景下中老年

女性进行自我调适、重建个人意义世界的重要场

域”［3］。针对广场舞的兴起所带来的一些列社会治

理问题，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广场舞的治理

进行了研究。如有研究者则从公共空间的视角，认

为“由于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以高密度的

城市空间结构与广场舞的规模化、空间占用性和空

间利用就近性特征等属性构成巨大的张力，导致了

‘抢夺地盘’、噪音扰民和群体隔阂等城市治理难

题，为解决集体性娱乐与城市空间的紧张关系，需要

有效利用城市闲置空间、促进公共空间便捷可达并

降低广场舞对城市空间的挤占”［4］。有研究者则从

权利冲突的视角，提出“由于“广场舞的纠纷的实质

上是群体体育权利与居民安居权利的冲突，为有效

实现广场舞纠纷的治理，应该从立法、司法及社会三

个层面加快制度体系的完善，实现体育权利与安居

权利的动态平衡”［5］。
在现有的研究中，尽管许多研究者认识到了广

场舞是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产物，并对广场舞的

社会功能及其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有较多的论述，

但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宏大视

野，相对忽视了广场舞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耦合及冲

突。广场舞作为中老年女性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个体进行社会关系解构及重构的

重要机制，它在群体互动中实现了个体的情景性的

身份认同。基于此，本文将“身份政治”引入到广场

舞的研究，试图将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两种视角有

效结合起来，将其视为广场舞者建构社会关系的表

征，分析广场舞背后女性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及身

份呈现。蒂利在《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一书中阐

述了“人际交易作为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它如何

复合成身份、如何产生和转变社会边界以及如何累

积成为持久的社会联系”［6］，在蒂利的分析框架中，

关系、边界、共享故事及身份作为四种分析维度，四

者相互联系，任何一种要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其他三

者的变化。广场舞作为中老年女性日常生活自我呈

现的现实表征，也是群体互动及身份呈现的重要场

域。本文则在“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及社会身份”的

三维框架下，分析广场舞女性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

迁，以此来阐述广场舞流行的时代背景; 并在“体化

实践”的视角下探讨广场舞的社会互动功能，进而

研究个体化时代群体身份呈现的现实面向。

二、从集体到个体: 广场舞女性
社会关系的变迁

群众舞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表征，它和一个

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居
住环境、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在群众舞蹈的传承与

发展的过程中，会凝结成为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文

化类型［7］。尽管广场舞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

年来流行于中国大江南北的，但从群众舞蹈的形式

来看，广场舞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从乡间到城市广为流传的秧歌，到“文

革”时期的“忠字舞”及改革开放初期风靡一时的迪

斯科，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广场舞作为 21
世纪以来中老年女性休闲的一种方式，体现了社会

转型背景下女性群体社会关系的变迁。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 由于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先赋性关系与基

于学缘、业缘关系而形成的获致性关系，二者的结合

共同塑造了个体的现实定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历了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换的历史

变迁，并开启了社会的个体化的历程，即“个体从原

来的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脱离或者解放，同时会失去

一种安全感，进而需要用一种新的社会义务去重新

塑造社会关系”［8］。在社会的个体化浪潮下，中老

年女性逐步从工作岗位的“脱嵌”，也就是从基于科

层制为导向的社会系统的脱嵌，中老年妇女从 ( 或

者即将) 工作岗位“脱嵌”为原子化的个体，逐步跨

越职业边界进入到生活方式建构的场域之中。另一

方面，中老 年 女 性 逐 步 从 传 统 家 庭 共 同 体 的“脱

嵌”，也逐步从家庭边界进入到生活政治的体系之

中。根据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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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报告显示，目前家庭规模小型化，2 人、3 人家

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 同时，家庭类型多样化，核心

家庭占六成以上，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不断涌现［9］。
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弥合的时代背景下，脱嵌的

中老年女性个体身份权利意识不断觉醒，需要通过

生活意义的建构来实现“再嵌入”的过程。
在“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过程中，人

们开始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的兴起

也就成为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

下，一是女性群体逐步从传统社会关系机制中脱嵌

出来，二是女性群体权界意识的成长，女性的身份资

格开始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承认; 三是女性越来越注

重自我利益的实现，开始积极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

“为自己而活”日益成为信条。广场舞女性群体主

要以 40 岁到 65 岁女性为主，大部分广场舞女性都

具有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经历，他们共同

拥有了集体主义时期“上山下乡”的集体记忆，拥有

集体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忆。在流动的现代性的影响

下，基于传统中国大家庭形式的逐步瓦解，中老年女

性又逐步从工作岗位脱嵌，中老年女性的独立性开

始得到凸显，但由于失去了集体和家庭等心灵港湾

的庇护，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型社会结构

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

性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孤独感日益增长成为这一群

体的共同特征。在角色理论看来，个体在不同的阶

段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女性步入中老年阶段以后，

会由于角色的转变导致个体情感及身体机能的衰退

等问题，如何调适社会角色便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

诉求。从集体向个体转换的中老年妇女群体，尽管

教育及职业有差别，但在基于情感交流的纽带下，她

们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组织。由于

社会期待与社会规范的弱化给予女性自由，她们投

入到广场舞者角色的建构中，勇敢站上舞台，追求自

己的权利。在这些女性心中，广场舞是一种身份的

证明，证明自己是思想独立的个体，是现代都市化社

会的一份子，广场舞日益成为妇女群体表现自我及

社会关系重构的舞台。
尽管广场舞在新世纪以来就逐步在沿海城市流

行，但其在全国盛行却是在 2008 年以后，在“健康中

国”话语的引领下，国家提倡组织中老年妇女跳舞，

以此来塑造中国的体育形象。在国家政策植入的背

景下，组建 跳 舞 队 伍 作 为 社 区 的 一 项“行 政 性 任

务”，广场舞大妈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长，国家话语

的宣传有效刺激了广场舞在中国大地的兴起，并意

外地激活了大妈这一群体的社会关系。随着政府加

大对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广场等公共公共设施为女

性参与社会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基于娱乐及健身

话语的公共领域初见端倪。从家庭及各种单位脱嵌

的中老年妇女，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互联网

等新媒体也大大缩减了时空距离，加快了信息传播

的速度，由于广场舞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传遍

全国大地，广场舞变成为中老年妇女休闲娱乐、日常

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等

外力的助推下，广场舞成为民间自发组织的集体行

动，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以公共广场等公共空间为依托，成为女性群体进行

人际交往及身份呈现的中介，反映了中国社会从集

体主义时代向个体化时代的转型。

三、体化实践: 广场舞女性
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

在传统与现代关系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个

体从家庭、单位等传统社会关系机制脱嵌以后，如何

重构公共生活及进行群体互动，成为社会转型背景

下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人作为社会文化共同建构

的产物，其社会技能及行为是个体长期社会化过程

中个体身体惯性的内化，也就是说，个体身体实践的

社会记忆是由其所属的社会和文化构成并建构的，

相对于个体来说，它们是身体实践; 相对于群体来

说，它们是社会实践［10］。广场舞不仅是个体化时代

社会关系变迁的表征，女性群体作为广场舞的创造

者及表演者，在体化实践中实现了从“旁观者”到

“表演者”的角色转变: 即个体通过身体实践亲自参

与到某个具体活动中，传递信息及表达自我。在广

场舞这一体化实践的场域，广场舞女性通过身体展

示、惯习操演及社会边界的重构等机制，构建了一个

兼具公共性与私人化的社会舞台，有效实现了广场

舞女性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及自我弥合。
( 一) 个性解放: 女性身体的积极展示

身体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生理有机体，它还是

个性解放及体验外部情景的实践载体，广场舞作为

一种新型的群体互动形式，作为个体基于自我意愿

及需要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表征，在休闲娱乐中彰

显了个体的权力话语。广场舞女性在进行自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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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在进行积极的身体展示。在社会角色的

松绑与女性人格拓展的背景下，中老年女性作为脱

嵌于家庭或者单位的群体，在跨越传统的家庭等社

会边界以后，通过集体舞蹈在公共广场相遇。她们

每天于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广场上，让身体技能得到

锻炼及自我掌控，颠覆了中老年女性静止的、无力

的、琐碎的传统身体形象。换言之，中老年女性也可

以通过舞蹈身体传达及塑造积极的、主动的、有力

的、表现力强的身体形象。作为一种大众舞蹈，广场

舞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起到宣泄、调节情感的

功用，促进参与女性的身体机能的持续性优化。由

此可见，广场舞对于中老年女性的身体展示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传统女性身体审美观

点的对抗及与抵制，二是对身体话语的审美化及仪

式化的再建构。在社区广场这一固定的社会公共空

间，跳舞者把“舞台设置”当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一“舞台设置”中，舞者的服饰、性别、年龄、舞

蹈的方式等共同构成了舞台的一部分，通过鲜明的

识别标志、特色词语及互动仪式的建构，会塑造出特

定的亚文化。广场舞“大妈”们伴随着激情四射的

音乐节奏，在身体的尽情扭动中放松自我、释放活

力，体现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宣示: 通过完成完

美有序、灵活一致的舞蹈动作，增强了身体的柔韧性

及协调性，提升了身体的掌控能力，增强了女性群体

的自主能力，树立良好的生活心态及心理体验。同

时，在音乐及整齐划一的动作配合下，中老年女性通

过舞蹈及宽阔的空间氛围营造表达了一种空间诉

求，创设了中老年女性娱乐休闲的社会空间。在这

一空间场域内，广场舞女性无需考虑家庭等原有的

情感压力，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与自由性。于是一个

身体健美、独立自由的现代女性群体开始出现，她们

通过社会互动进行改变与尝试，形成新的社会空间，

代表着一种身体健美、独立自由的现代女性诉求的

兴起。
( 二) 惯习操演: “群体仪式”的编制

“惯习”作为行动者过去生活经验的积淀，它依

靠身体使社会记忆得到传承，在惯习操演的实践过

程中，推动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及社会结构的再

生产。中老年女性大多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的光辉

岁月，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这使

得她们更倾向于在群体中寻找存在的归属感，但集

体主义的消解使得她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惯

习操演”成为中老年女性社会互动的重要机制。诚

如布迪厄用“惯习”一词来表述人们在幼年时期被

内化的范例和习惯对人们后期的深刻及无意识的影

响［11］，广场舞在公共广场的流行，依托集体舞蹈的

形式刚好契合了中老年女性的情感结构，在群体互

动的过程中有效激发了中老年女性这一群体共同的

集体记忆，在惯习操演中建构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场

域。广场舞作为自发而集合成的集体生活，骨子里

是非科层化及非政治性的构造，但又非原子个人的

活动，广场舞是从个人孤立状态走向社群状态的生

活，是私人生活的再集体化，或私人生活的自发集体

化，而不同于自上而下的组织集体化［12］。广场舞女

性在进行身体展示的同时，也通过“共享故事”的编

织来进行群体仪式的建构———播放革命歌曲及流行

歌曲，伴随着群体舞蹈的渲染，中老年女性在广场上

编织着群体仪式: 集体记忆的激活及群体生活的再

建构。在仪式的建构中，它不仅在群体互动中实现

了个体狂欢，还进行着仪式性身体交往，尽管广场舞

不具有宗教式的整合功能，但中老年女性通过广场

舞诉说着其独特的情感、记忆及信仰，有效实现了

“惯习操演”及日常生活的神秘化。也就是说，广场

舞建构了个体自我情感表达的舞台，通过编织群体

的“意义”之网有效强化了广场舞女性的群体凝集

力，使广场舞女性生活经验得到传承，同时在集体操

演中编制了一种群体性文化符号，进而再现了一种

集体文化氛围。
( 三)“圈层互动”: 社会边界的重构

社会互动作为个体社会交往的主要场域，它不

仅与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组织有关，更与维持这种情

景定义的互动密切相联。广场舞可以看作古典多元

文化在现代的复活，包括了消弭等级的内在诉求，通

过有效划分男性与女性、群体与群体、舞者与观者的

边界，推动了社会边界的重构与区分。首先，广场舞

进行了男性与女性的区隔。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

休闲娱乐上，还是工作角色及家庭角色上，男性都在

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在广场舞这一休闲

场域，女性占据着主导地位，中老年女性通过群体娱

乐消解了基于社会整合系统之下群体歧视。通过群

体性、动态性仪式及情景场面的建构，中老年妇女在

舞动的瞬间便虚幻性消解了地位、阶级和歧视性别

的差异，通过广场舞这一媒介，设置了男性群体加入

广场舞队伍的障碍，在广场中掌握了“放松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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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其次，广场舞发挥了休闲群体的分层效应。
在社会分层理论看来，不同的群体由于其社会地位

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群体习性。休闲作为财富、
地位及资源的体现，不同的群体会选择不同的休闲

方式，广场舞作为一种大众性的休闲娱乐方式，代表

了普通大众对于生活方式的追逐，在广场舞群体内

部，有主要领舞者、骨干成员及普通成员等，不同的

角色代表了不同的边界及社会地位。通过建立群体

边界，特别是限制男性及年轻女性的加入，能使社会

大众保持对于表演者的神秘感，“大妈”这一称谓也

就成为了社会大众想象的创造物。

四、“想象的共同体”: 广场舞女性
社会身份的建构

广场舞作为人的组织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

构过程，广场舞女性在进行体化实践的同时，也是女

性群体社会身份的再建构的表征。社会身份代表着

个体自我表达的现实维度，除了蕴含“我是谁”的宣

示以外，它要求以共同体的接纳为基础，实现从个体

认同到情感归属再到社会类别的塑造。在安德森看

来，包括民族在内的所有的社区都是想象的，区别不

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 /真实性，而是

他们被想象的方式［13］。在公共广场这一舞台上，广

场舞女性在传递情感价值及进行自我表演的过程

中，还在进行共同体的建构。但由于社会对于女性

群体的偏见及流动的现代性的影响下，符号化的个

体认同、污名化的社会形象及情景性的群体归属感

等面向不断显现，广场舞所呈现的社会身份仍然是

一种情景性的想象，无法使脱嵌的个体实现再嵌入。
( 一)“符号化”的个体认同

“身份是一组有力的社会安排，在这种安排里，

人们建构有关他们是谁，他们如何联系和对他们发

生了什么的共享故事”［14］。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互动

中，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需要通过角色互动来呈现，

即双方在特定情景下通过互动来表达自我认同及实

现角色重塑，进而实现角色互动。中老年女性群体

面对身体及心灵上的衰退以后，在社会上被标签为

“弱者”，在社会系统中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广场舞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广场舞女性积极追求社会

地位及认同的重要机制，是对生命历程重新争取个

体权威的积极尝试。个体凭借广场舞及公共广场，

进入广场舞中的互动情景，在行为上遵守这一具体

空间的规定，并通过整齐划一的动作产生出各式的

符号与他人互动，在互动及符号传递中建构自我角

色。广场舞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活动类型，妇女参

与广场舞的过程也是妇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性别

平等的历程，但强制性的集体主义生活在市场化、理
性化的现代性所消解，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张力

仍然存在。“在后现代社会，身份继续成为它曾经

贯穿现代性的问题，身份远没有消失在当代社会，相

反，它被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义，身份如今变成一个被

自由选择的游戏，自我的戏剧性介绍”［15］。基于体

化实践基础上的广场舞女性群体，尽管在群体互动

过程中产生了对于自我的认同感，但在流动的现代

性及陌生人社会的氛围下，由于脱嵌化的个体随之

带来的是同质化的因子的流失，广场舞大妈在走出

广场以后仍然要面对孤独、失落及社会的疏离，在日

常生活中仍然渴望基于传统共同体的亲密关系，个

体认同越来越呈现碎片化的倾向。
( 二) 情景性的群体归属感

在现代社会，流动性及个体化作为社会关系的

典型特征，漂泊不定的个体身份的建构需要群体归

属感作为依托。在广场舞这一想象的情景空间，通

过角色重塑及共同表演等机制，让广场舞女性通过

这些机制建构了一个情景性的共同体，而这些情景

性的机制所形成的群体互动，让广场舞女性产生了

情景性的归属感。广场舞依靠群体统一及大众狂欢

式的运动形式，呈现出一种包括体育健身、娱乐休

闲、人际交往的仪式表征，其群体归属的意义远远大

于单纯作为健身的舞蹈项目。“‘广场舞大妈’在

‘大场面’的组织形式中尽情表达了一种群体性兴

奋，并意外地建构了一种真实的‘共同存在’，广场

舞作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即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

奋”［16］。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说，群体性的仪式

具有重构群体心理的功能，广场舞通过整齐划一的

动作实现了对我、妇女群体的情感归属，可以使妇女

群体在群体性的仪式符号中获得归属感。当个体融

入群体以后，会产生一段莫名的兴奋期，既为自己解

决的归属感感到欣喜，也为那潮水般汹涌的口号、宏
达的仪式与场面所感动［17］。在这种宏大场面的烘

托下，群体的集体情感宣泄构建了一种共同归属感，

广场舞为中老年女性排遣孤独、释放自我及寻求精

神慰藉提供了有效途径，使脱嵌的个体从“孤独感”
向“社群感”转变，通过激情的宣泄使个体产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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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一致”的认同感，进而尝试建构“温馨的共同

体”。但广场舞中的集体狂欢的温情及情景性的群

体归属感并不能掩盖中老年女性内心的焦虑与孤

独，在这种情景性的人造的“共同体”内部，这种基

于群体宣泄的归属感仍然是虚拟及缥渺的，在欢腾

的宏大场面消解以后，广场舞所带来的群体归属无

法真正生成持续性的身份认同，流动的现代社会使

群体的集体生活在稍纵即逝的背景下无法长久，无

法使脱嵌的广场舞女性有效嵌入社会共同体之中。
( 三) 污名化的社会形象

在个体化社会，文化民主化的发展呈现双重悖

论: 在走向民主化同时，文化的不民主化现象仍然延

续，文化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外在体现，文化不民主

化仍然是其内在本质。在现代社会，在文化民主浪

潮的影响下，现代公民身份权利开始得到世界各国

的尊重，身份边界的鸿沟开始得到一定的弥合。但

在文化民主化发展的同时，文化不民主化现象仍然

得到延续，各个阶层之间、性别之间及群族之间的边

界鸿沟仍然存在。广场舞作为中老年妇女追求自我

的现实表征，是个体解放的现实体现，但在社会这一

大舞台中，表演所建立的社会印象却娇嫩而脆弱，由

于广场舞所呈现的符号被社会所误解，人性化自我

与社会化自我的转换却未得到成功。由于广场舞所

产生的扰民事件，在现实中没有相应的法律给予明

确，权利冲突主体之间的权利边界难以清晰界定，目

前尚未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治理制度及精细化的治理

体系。广场舞所呈现的情景定义与社会对于妇女的

刻板印象不一致，特别是由于广场舞带来了噪声等

负面影响通过媒体的放大，广场舞传达的信息与其

努力建立的社会印象不一致，这些互不相宜的事件

经过集合以后，进而导致了广场舞及大妈的社会形

象的“污名化”。在互动中，广场舞大妈被刻画为不

在乎别人的脸色，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也不再特意压

制自我的情感宣泄的群体。通过南方周刊对于广场

舞大妈的问卷调查显示，56% 的受访者认为“大妈”
一词是“可 笑、奇 葩”或“费 解、不 可 理 喻”的 代

表［18］。在广场舞侵袭每个社会角落的同时，社会的

抗议通过媒体的渲染以后，“水弹”“泼粪”及“鸣

枪”等各类极端事件频发，导致了个体乃至社会群

体之间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断裂，并在权利与

责任失衡的悖论下，导致了广场舞大妈社会身份的

污名化。在中老年女性身份建构与调适的过程中，

由于广场舞群体尚未被社会真正所接纳，并在流动

的现代性的影响下，身份不平等的面向仍然在社会

变迁中得以延续。

五、结论与讨论

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权

力的不断下沉，使原本在民间社会中自娱自乐、表达

自我信仰的舞蹈形式也沾染上了浓厚的“权力技

术”色彩［19］。广场舞作为我国社会关系变迁的现实

表征，是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亚文化的产物，代

表了女性群体逐步从传统社会关系脱嵌及积极追求

自我生活方式。但面对广场舞女性社会身份“污名

化”的悖论，如何让中老年女性群体拥有平等的休

闲权利，让他们通过休闲娱乐来获得自我解放及自

由，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民身份的地位需要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

格以及成员资格最基本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公民身份取决于人们是否被其所在共同体看作是其

中的平等成员［20］。公民身份建构的基础是个体应

该被看作自主的、有自我意识的人，中老年女性作为

社会平等的个体，其权利应该被他者尊重。西蒙娜·
波伏娃曾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 “一个人不是

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21］。为了避免广场

舞女性集体身份及活动的污名化，社会应该获得承

认广场舞女性集体行动的权利，通过法律的赋权让

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他者”被社会接受。为让广

场舞女性更好地表达自我，同时又在社会互动中被

其他群体所接受，实现群体身份的平等化，需要建构

包容性的身份来实现群体之间平等的公民身份权

利。但女性平等公民身份权利的获取作为一个渐进

的过程，法律的赋权不会自动带来女性群体平等的

公民身份的建构，它还植根于生活世界主体间的联

结中，公民身份的另一要素即责任也需要公民之间

的相互承认，公民自觉承担起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

在享受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社会

的协商机制建设来建构公民的主体性。在个体化社

会，生活政治更多的是以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的面

孔呈现，而这种追求需要社会的协商与承认，通过在

社会交往领域有效嵌入民主协商的话语，进而实现

个体化社会群体互动的正常化，通过社会的协商机

制的建设建构包容性公民身份。英国学者齐格蒙

特·鲍曼曾说，“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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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

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

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

立起来。”［22］将平等的理念与民主协商的精神有效

结合，让社会大众在公共领域相互交往及协商，在性

别政治领域逐步消除不平等因素，让每个个体及阶

层参与到公民身份的建构之中，从根本上消除那种

基于性别标签的权利不平等，并在开放与包容的社

会环境下，通过公共性的重构来重新建立社会信任

体系，进而保障中老年女性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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