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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９年 ２月 ２１ 日凌晨，中国社会工作重建的开拓者、中国社

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委员、上海高校智库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

工作学科的奠基人徐永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与世长辞，享

年 ６４岁。徐永祥教授于 １９８２ 年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硕士毕业后

到华东理工大学（其前身为华东化工学院）任教直到辞世，他将自

己的后半生全都奉献给了华东理工大学。

徐永祥教授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科的奠基

人，他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的学科自觉和实践建

构。１９９５年，他与曹锦清等同仁一起开始筹建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和社会工作系，并于次年正式建系，招收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

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是教育部直属高

校首个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系的成立体现了徐永祥教授和曹锦

清教授等老一辈学科带头人的高瞻远瞩，为社会工作在华东理工

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社会学科在徐永祥教授和曹锦清教授的带领下，逐渐凝练出“国



情、实证、介入”的办学宗旨。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前任会长

王思斌教授的话来讲，“徐永祥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恢复

重建的重要开拓者，较早推动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在一所理工科

高校生根发芽，让华理社会工作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这么有名。

徐永祥教授是第一人，他立下了第一功，再怎么肯定他的贡献都不

为过”。

徐永祥师从胡福明教授，积极践行导师秉持的“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学术精神。他早年一直在探究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对邓小平理论“两课”改革做出了突破性探索，对于推动邓

小平理论更好地在高校教育和实践指导中发挥作用做出了杰出贡

献。２０００年以来，他大力倡导“参与式行动研究”，注重对社会科学

实践进行自觉的提炼，注重对学术话语权的倡导，注重发挥社会学

和社会工作学的社会建构功能，从而更好地应对中国社会发展所

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徐永祥教授专门论述了大变革时代社会学、

社会工作学的学科使命，强调两者都是以“社会”为中心，研究和解

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问题、追求社会秩序与团结、实现社会公

平与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福祉的科学。他一直认为，在中国，社会

学、社会工作学自诞生以来就是天然、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学科。

他强调，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应立足于自己学科的“社会”属性，在

研究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自觉、做好理论建构，在面

向现实社会问题时致力于实践的建构，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社会建

构、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它们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

徐永祥教授毕生致力于探索形成一种实践社会科学范式。他

直面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专业介入

２ 社区发展论（修订版）



以寻求宏观改变，并对这些改变保持了足够的理论自觉，发表了不

少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提出

了“社会体制改革”“政社分工与合作”“三社互动”“社区治理共同

体”等一系列重要的前瞻性论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他提

出将“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以民主法治为保障”

作为中国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略的建议，这无疑

是具有实践智慧的创新。这里的逻辑在于，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

和政治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经济建设并不是

根本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社会的更好发展；同时，政治建设或民主

法治建设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

徐永祥教授是中国社会工作重建的开拓者，在学科建设、实践

推进、专业教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以及人才培养等方

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２０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徐永祥教授的带领

下，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科形成了“教学、科研、实践、政策”四

位一体的专业发展模式，目前已拥有从本科教育到博士教育的完

整教育体系，是国内师资队伍规模较大、科研实力较强的教学科研

团队。

自 １９９６年起，徐永祥教授参与上海社区发展和社区体制改革，

他以研究推动实践创新、以实践发展提炼学术智慧，其代表作之一

《社区发展论》（曾重印 １０ 余次）提出并论述了“亚社区”“政社不

分”等重要概念，正是聚焦实践的学术成果。２００３ 年，在他的倡导

下，国内首批三大社会工作社团（自强、新航、阳光）成立，他还担任

自强服务社的理事长，带领全系教师积极参与，这是国内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制度化的肇始。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推

３前　 言



动上海社会工作者参与灾后重建，组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

务队（这是全国第一支进入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队，受到时任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高度赞誉），并在都江堰市建立了四川省第一

个社会工作机构，积极推动了社会工作在西部地区的发展。自

２００９年起，他分别在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成立

研究与评估机构，推动珠三角、长三角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创新，大

大提升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影响力。徐永祥教授也因此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度

中国社会工作“十大社工年度人物”。２０１３ 年，由他领衔的“社会

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入选上海高校智库，这是国内首个社会工

作专业智库。在他的支持下，智库还开辟了中印比较、国际发展等

新的研究方向。

徐永祥教授自 １９９９年起担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

协助会长王思斌教授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发展。自

２０１６年当选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以来，他马不停蹄地东奔

西走，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外地开会。他不辞辛劳，为的是支持各个

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他和王思斌教授、关信平教授、马凤芝

教授等一起精心筹划并组织近 ２００ 家社会工作院系参与精准扶

贫。他奔波于高校对口扶贫的农村地区第一线，念兹在兹的就是

扩大社会工作的专业影响及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专业贡献。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与香港城市大学合

作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学院自 ２００２年起就选派学生到香港实

习，这项工作延续至今。华东理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

的中国社会服务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项目培养了近百名优秀人才，

其中不少人成为活跃在长三角、珠三角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领域

４ 社区发展论（修订版）



的领军人物，担任各类机构或组织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从 ２００７年起，徐永祥教授推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

学院组织召开多次国际会议，邀请国外知名专家来访，推动学术交

流与互动。从 ２００８年起，他在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前主席、香港

理工大学原副校长阮曾媛琪教授的支持下参加国际社会工作教育

联盟（ＩＡＳＳＷ）的学术活动，２０１０ 年他被推选为联盟执委暨中国国

家代表，在国际社会工作界发出了中国声音，积极向国际社会工作

共同体介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经验。阮曾媛琪教授这样评价他：

“徐永祥教授一生秉持中国心，在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走上国际

舞台、发出中国声音、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徐永祥教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我们将继续沿着他所开辟的

道路前进，社会工作历史也将铭记他所做的重大贡献。”他通过自

己的努力促进了社会工作领域同行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推进了中

国社会工作的学科自觉、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增强了

中国社会工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从 １９９９年起，徐永祥教授及其夫人姚璎女

士（当时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工作）一起推出了国内首套“社会

工作与管理丛书”和“社会工作名著译丛”，在业界有非常大的影

响，社会工作由此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牌。他还主

编了“社会工作流派译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智库论丛”等多

套书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工作学科出版事业的发展。

徐永祥教授从教 ３７ 年间，始终奋斗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他

以人才培养为使命，鼓励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积极介入并推动社会

发展，先后培养了 １００ 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

批栋梁之材。

５前　 言



他以哲学家的睿智、社会学家的视野、社会工作学家的行动，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多少年后，当后辈书写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时候，“徐永祥”这个名字必将会一遍遍地

被提起。

他的离世，是学界的巨大损失。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

对社会工作的热情、坚守和愿景展望可以激励一代代的年轻人投

身到社会工作中。他求索实践取向的社会科学范式，是推动社会

工作、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学术智慧和精神遗产，也必将

激励后辈学人持续深耕。

为了纪念徐永祥教授，传承其学术思想，督促后辈继续完成他

开创的事业，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将他生前绝大多

数学术思想论述进行整理，并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形

成《徐永祥文集》（五卷本），分别是《社会发展论》《社会体制改革

论》《社区发展论》《社会组织发展论》《社会工作发展论》。文集中

的每一本都聚焦于他生前关注的核心理论和实践议题，它们虽各

有侧重，但相互关联。《社会发展论》是徐永祥教授最早的学术思

想汇集，他从哲学角度阐释了社会发展的相关思想，也为他后续的

学术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社会体制改革论》是徐永祥教授集中

阐释“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等重要思想的文集汇编。他是最

早阐述“社会体制”内涵和改革思路的学者，同时，他积极提倡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

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转变，这体现出他内心强烈的社会关怀。其

余三部可以合起来称为徐永祥教授的“三社”思想，即社区、社会组

织和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最早阐释了“三社联动”思想，

并为上海乃至全国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积极的指导。《社区

６ 社区发展论（修订版）



发展论》是徐永祥教授关于社区发展的专著，从 ２００１ 年出版至今，

已经先后重印了１０余次，曾被社会学家费孝通誉为“近年来写得最

好的社区研究著作”。《社会组织发展论》汇集了徐永祥教授有关

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近年来提出的具有社会理性

导向的“新社会组织”等新型概念，可以与目前较为宽泛的社会组

织含义相区别。他创办了专门致力于社会创新、公益事业发展的

第三方评估机构，以推动“第三次分配”。《社会工作发展论》是徐

永祥教授对社会工作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四位一体”内容体系

的建构和阐释，他既立足于本土实际，又具有国际视野，为中国社

会工作走向国际化、促进国际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徐永祥教授匆匆离世，他的很多学

术成果尚未完全公开发表，本次《徐永祥文集》汇编中的部分文章

是他与学生合作撰写的。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为文集出版做出贡

献的徐选国、侯利文、曹国慧、胡兵、刘振以及各位研究生同学，感

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为文集出版付出的辛勤工作。由于

编撰过程中需要对历时几十年的文献进行整理，难免会出现一些

纰漏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正和谅解。希望徐永祥教授的学术思想

能够继续助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向前发展。

《徐永祥文集》编委会

７前　 言





修订说明

　

　 　 《社区发展论》是徐永祥教授对于社区发展的专著，自 ２００１ 年

出版至今，已经先后重印了 １０ 余次，曾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

生誉为“近年来写得最好的社区研究著作”，成为社区研究领域的

标杆性著作。

《社区发展论》是徐永祥教授对社区发展在特定阶段的理论思

考与实践建构，书中提出的观点距今虽已 ２０ 余年，但是这些观点

在解释和指导社区建设、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创新方面，仍有着持

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本次修订以“尊重原著，尊重历史”为原则，

注重系统性和知识的关联性，由此，我们仍基于原著的基本论点、

论断以及当时（２０００年前后）的社区实际，仅根据现行规范对内容

顺序、编号、注释等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处理。

特此说明。

《社区发展论（修订版）》修订组

２０２１年 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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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 ９０ 年代以后，随着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由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

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社会成员由原有的“单位人”逐渐向“社会

人”过渡，社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价值、功

能等日渐凸显，社区发展的课题也愈加为各级党政机关、专家学

者及居民群众所重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介入和

推动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致力于改善社区环境，切实提升社区

生活质量，搞好与完善社区服务，努力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是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重建、基层民主发育、维护社会稳定的

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各级社会事务管理者面

临的重要课题。

诚然，社区发展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社区发展的课题涉及社

区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们不妨先对社区发展的概

念、社区研究状况及社区工作实践做一个大致的历史回顾。



一、关于“社区发展”概念的理解

应该说，“社区发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

家或地区，解释不尽相同，歧义也较大。然而，对这一概念的综合

性解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趋势性潮流。

１． “社区发展”概念的历史沿革

一般认为，美国社会学家 Ｆ．法林顿在研究社区问题时最早提

出了“社区发展”这个概念，其在 １９１５ 年完成的著作《社区发展：

将小城镇建成更加适合生活和经营的地方》中就强调使用了这一

概念。

引导“社区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和课题，功劳莫有大

于联合国的。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于 １９５５ 年发表了《通

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

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社区发展的目的是动员和教育社区内居民

积极参与社区和国家建设，充分发挥创造性，与政府一起大力改变

贫穷落后状况，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初，联合

国的社区发展计划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意图

通过“扶贫性”的开发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例如，联合国

专门设置了土地改革、垦荒、水利建设以及教育培训等项目，以支

持一些落后国家农村地区的发展。之后，联合国的社区援助项目

又延伸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城市住宅和贫民区改造计划

等。进入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尤其是 ７０年代以来，联合国的社区发展

计划愈来愈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愈来愈关注居民以及其

他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和社区管理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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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所讲的“社区发展”，一方面其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丰

富；另一方面，其援助对象主要限定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英国、美国、新加坡、泰国以及我国香港对“社区发展”的理解

侧重点不同，特点也很鲜明。例如，英国社会学界的学者大多将社

区发展视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作及发展中国家的自助计划”；美

国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又往往将社区发展理解为“社区组织

的工作模式之一”；而我国香港的许多学者则将社区发展“等同于

社区工作”。①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７年 １１月至 １２ 月，笔者曾在泰国访问考察

社会工作与社区发展状况。陪同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教授带我们在曼谷访问了泰国公主创办的女子就业

培训中心（基本上都是相当简单的手工技艺培训项目）；之后，我们

又在泰国北部的一个由社会工作者主办的农场（培训农民的基地）

里住了三天，考察了一个村庄的“水牛银行”②、一个村庄的粮食加

工厂、一个由联合国资助的农村艾滋病防治中心。泰国的学者认

为，这些具有“扶贫”性质或帮助弱势人群、边缘人群的发展项目，

都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内容。他们还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组织和

动员社区成员自己投身于这些发展项目，政府和社会工作者绝不

能“代替”社区成员做“越俎代庖”的事情。

与泰国的情况不同，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地由于经济与社会

发展水平远高于泰国，故对社区发展的解释重点已不在扶贫扶弱，

３第一章　 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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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均为女性，之后逐步有男性加盟。农民只有存入一定数额的资金，方有资格申请

贷款。



而倾向于通过居民的积极参与去推动社区经济、提升生活环境与

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民主的全面发展。例如，香港社会

服务联会社区发展部在 １９８６ 年发表的《社区发展立场书》中吸收

融合了美、英一些学者的见解，对社区发展做了一个被认为颇具

“代表性”的解释，即“社区发展是一个提升社会意识的过程，以集

体参与鼓励居民识别和表达本身需要，并因而采取适当行动。这

种社区导向性的社会工作方法，内容包括一系列经过计划的行动，

最终目标是谋取社会正义和改良社区生活的素质”。又如，香港社

会福利署在 １９９１年的《五年计划回顾》报告中对社区发展的目标

做出了一个颇具启迪性的界定：“社区发展的整体目标是促进社会

关系，在社区内培养自我依赖、社会责任及社会凝聚的精神，并鼓

励民众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及改善社区生活的素质。”当然，上述两

种解释的侧重点显然是不同的。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服务联

会，更强调社区发展是一种社会工作的方法及过程，同时也包含了

对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要求。作为政府部门的社会福利署，则更

看重居民的社区参与、社会责任和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究其原因，

大概是两者的角色定位不同，理解上自然也就免不了有主体的差

异性了。

就中国内地的情况来看，“社区发展”只是近年来才使用较多

的一个词。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经民政部倡导，全国各地逐步开

展了社区服务事业。到了 ９０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深化，社区的

重要性愈益突出，人们对社区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开始

从社区规划、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工作、社区管理、

社区体制等全过程和多方位来认识与理解社区发展了。例如，上

海市委原书记黄菊在 １９９６年 ３月召开的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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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建设和管理是城市建设和管理

的基础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许多社

会职能将更多地依托社区来承担，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作用比在

计划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改革越是深化，加强社区建设和

管理的重要性就越是突出。”为此，黄菊还从上海实施跨世纪宏伟

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上海市到 ２０００ 年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奋斗目

标，即“到 ２０００年，初步形成安定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便民利民

的社区服务网络、团结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

氛围，并为建成配套设施齐全、环境舒适优雅、管理规范有序、保障

功能完善的现代化社区奠定基础”①。可以说，正是在上海、青岛、

南京等地社区建设的示范和带动下，全国各地城市的社区建设、社

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等也逐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社区”“社区发

展”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居民，人们对“社区发

展”一词的理解也愈益丰富、具体和深化了。

２． 社区发展的定义及其特征

回顾 ５０多年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伴随着各国、各地区社区发

展的实际进程，“社区发展”的外延已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相

反，已逐步覆盖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所有新兴的工业化国

家及地区；“社区发展”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落后国家的扶贫助弱

工作，而已拓展至所有国家之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

环境、服务、管理等各个方面。综合性与全面性已成为社区发展的

趋势。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无论是在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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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５０年代还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无论是欧美的学者还是亚洲

的学者，大都十分重视居民的“社区参与”在社区发展中的意义。

综合考虑以上背景，结合近年来社区建设的实践情况，我们对

“社区发展”这一概念的表述是：所谓社区发展，概指居民、政府和

有关的社会组织整合社区资源、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环

境、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过程，是塑造居民社区归属感（社区认同

感）和共同体意识、加强社区参与、培育互助与自治精神的过程，是

增强社区成员凝聚力、确立新型和谐人际关系的过程，也是推动社

会全面进步的过程。

当然，对任何一个概念下定义，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免不了

有失之偏颇的地方。这里，我们给“社区发展”下的定义也是如此。

不过，也应看到，这个定义在科学抽象方面确实体现了以下一些原

则和特征：

第一，体现了普适性原则。一般来说，概念的定义是对事物的

本质或基本特征的科学抽象与表述，必须贯彻理论的逻辑与历史

的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由此才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给“社区发

展”所下的定义，充分吸取了各国社区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科研成

果，剔除了各个国家及地区之社区发展的具体特点，抽象出具有共

性的东西，因而其包容性较大，具有相对的普适性。

第二，明确指出了社区发展的主体性成员为居民、政府和相关

的社会组织。事实上，社会学家、政府和社会团体及居民对社区发

展的主体性成员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对政府来说，由于它在社

区发展中的某些主导性作用，往往容易忽视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应

有角色与作用，甚至在实践中以政代社，即混淆自己与居民和社会

组织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区别，将许多不该由自己承担的东西承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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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对社会学家来说，分歧也是相当大的，有的强调政府的作

用，有的强调居民或社会组织的作用。至于居民，能明确自己在社

区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在发展中国家中极为鲜见，许多人往往将社

区发展视为政府的事情。我们则认为，社区发展的主体性成员是

居民、政府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实践中，这三方缺一不可，轻视任

何一方都是不足取的。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社区发展实践已证明了

这一点，当代中国的社区发展实践也已开始反映出上述三类成员

的重要意义。

第三，强调了社区发展目标与任务的全面性和过程性。虽然

在某一特定时期，社区发展的侧重点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

其总体性目标与任务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此外，社区发展

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发展，因而是个动态性概念。这就要求我们

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不能用静止的视野作为尺度，也不能照抄照

搬发达国家的某些既成的经验和做法，而应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发

现新情况，善于解决新问题。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发展

自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Ａｕｇｕｓｔ 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和

英国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以来，

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已有 １５０ 多年的历史。然而，将

社区问题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的，一般公认始于德国学者 Ｆ．滕尼

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ｏｎｎｉｅｓ，１８５５—１９３６）。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社区问题

及社区发展的课题愈益受到社会学家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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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随着蒸汽动力等新技术成

果的广泛推广应用，西欧和北美许多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型的进程逐步加快，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先后

在这些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并进入了向全世界扩张的时代。工

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致使传统农村社区的结构、人际关

系、文化传统及共同体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甚至遭到瓦解，赤裸裸

的金钱关系和法理性的契约精神逐步代替了农业社会时代笼罩在

人们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一

批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寻求新的生计，一座座新型的城

镇社区建立起来，富人区和贫民区泾渭分明，各种社会问题及犯罪问

题层出不穷。新的社区、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问题，必然要求社

会学家去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必然要求政府机构和非政府

机构（ＮＧＯ）采取相应的社会对策。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社区发

展在理论研究和社区工作实践等两个层面上很快地兴盛起来，并受

到越来越多的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

社会服务组织、社会工作者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１． Ｆ．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

Ｆ．滕尼斯是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开社区研究之

先河的著名思想家。１８８７年，Ｆ．滕尼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共

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以下简称《共同体与社

会》）。如果将德语的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译成英语，那就

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如果转换成汉语，既可译为《共同体与社

会》，也可译成《社区与社会》。需要注意的是，英语中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具有“社区”和“共同体”的双重含义，而在 Ｆ．滕尼斯的眼中，“社

区”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仅仅是表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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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而已。当然，他讲的共同体仅仅局限于或等同于农村社区。

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Ｆ．滕尼斯对照和比较研究了

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与现代社会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人际关

系。Ｆ．滕尼斯认为，农村社区就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是一种持久

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的载体；共同体又可区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

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三种类型或层次。在他看来，共同体和社

会体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人际关系。他认为，农村社区共同

体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古老的以自然意志为基础的关系，是一种

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服从权威并且基于共同

信仰和共同风俗之上的人际关系。与此相反，社会则是一种新型

的以个人的思想、意志、理性契约和法律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这

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况之中。他们的

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

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由此可见，人们之

间的关系，“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

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①。换句话说，“人们

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日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②。

按照 Ｆ．滕尼斯的看法，传统的农村村庄是共同体的代表，新兴

的商业化城市则是社会的代表；社会是共同体的对立物，城市则是

村庄的对立物，二者体现了不同的、对立的关系。虽然他非常留

恋、赞赏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但他确实也看到了工业化进程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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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关系代替传统社会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并认为这是一个

普遍的规律。所以他援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写道：“必

须了解，发展的整个过程可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为城市的
獉獉獉

生

活和本质的进步的倾向。‘人们可以说，（也就是说，现代各国的）

社会的整个经济的历史可归结为城市和农村对立的运动’。”①另一

方面，Ｆ．滕尼斯还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尽管传统的共同体

时代必然被新兴的社会时代所取代，尽管传统的人际关系必然被

现代工商业条件下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但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精华部分还将继续持久地存在于社会

的生活方式内部，“共同体的力量在社会的时代之内，尽管日益缩

小，也还是保留着，而且依然是社会生活
獉獉

的现实”②。

根据 Ｆ．滕尼斯的意见，共同体与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组织及人

际关系的两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纯粹的共同体式的

人际关系，也没有纯粹的社会型的人际关系。共同体与社会这两

个概念不过是对历史上和现实运动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科学抽象

概括，便于人们从社会及人类群体组织的两极，更好地、更科学地

研究和比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组织的基本特

征及基本走向。所以说，“真正的社会的生活运动于这两种类型之

间”③，在研究人类组织、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共同体和社会是可以

用于而且也应该用于各种形式的结合的范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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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认为，Ｆ．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在社会学史

上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发现并阐述了人类群体活动赖以展开的两

种理想的组织类型，即“共同体”和“社会”；第二，开创了社会学及

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社区共同体这一人类组织的先河，为后人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第三，揭示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

会转型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出了工业化进程中现代

社会如何保存、继承传统社会共同体中精华与美德的重要课题。

Ｆ．滕尼斯的学术影响是深远的。对他来说，《共同体与社会》

既是其成名之作，又是其传世佳作。在他生前，该书就先后出过 ８

版，且在意大利、丹麦、俄国和美洲等地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

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在受到《共同体与社会》一书的启示后，纷纷

加入共同体研究的队伍中来，如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德国学者 Ｈ．普勒

斯纳尔的《共同体的界限》、皮希勒尔的《论共同体的逻辑》、格尔

达·瓦尔特博士的《社会的共同体的本体论》、卡尔·敦克曼教授

的《社会的理智的批判———共同体的哲学》等。此外，加入社区研

究队伍中来的还有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特别是

由于美国社会学家的努力，社区研究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愈益为人们

所重视，并不断地得以深入进行和系统化、具体化及实证化。

当然，也应看到，在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才刚

刚起步，还很不成熟，其也尚未从哲学这一母体科学体系中完全分

离出来。因此，Ｆ．滕尼斯及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不可避免地受

到了时代条件的限制，他对社区共同体之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不

无历史的狭隘性和简单粗糙性，后人绝不能照抄、照搬、照用。无

论是社区、共同体还是社会的概念，我们均须结合 １００ 多年来的世

界历史和当今各国社区发展的现实，加以丰富充实甚至予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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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和论述。这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的。

２． ２０世纪美国的社区研究

如果说 Ｆ．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主要还是局限在抽象的哲

学层面上研究共同体问题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学界在 ２０ 世纪则

开始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社区共同体研究的崭

新进程。美国社会学界有关社区研究的许多成果及研究方法，在

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历史不长的移民国家。根据 １９ 世纪法

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Ｃ．Ａ．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８０５—１８５９）对美国的实

地考察和研究可知，美国的国家形成史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

１７世纪以来，由于欧洲清教徒遭受到宗教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

不分男女贫富和高低贵贱，纷纷被迫背井离乡漂流到美国，与来自

其他国家的移民一起谋求新的生活。因此，美国的国家形成史的

最大特点是，先有乡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其次是县（Ｃｏｕｎｔｙ），然后是州

（Ｓｔａｔｅ），最后才有联邦制国家。① 正是这一历史渊源，使得绝大多数

美国的基层社区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法理性契约社会的印记，社区成

员之间的商业活动、权力分配、休闲与文化生活及宗教活动，无不受

到契约观念及契约关系的制约，而且绝大多数乡镇和其他基层社区

一开始就形成了较高的自治共同体特征。１８６０年至 １９２０年，美国社

会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由于美国的劳动力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

需要，各级政府通过实施廉价出售土地等优惠政策来吸引欧洲移民。

而欧洲各国的宗教迫害、政治压迫又迫使许多人移民美国。这一时

期也是前所未有的移民高峰期，美国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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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 ６５～６６页。



重由 １９．８％迅速跃为 ５１．２％，移民人数到 １９２０ 年已占美国城市人

口的 ６２％。①

然而，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高涨的移民浪潮，以及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得美国社会中那些法理性和自

治性较强、较高的社区，在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出现了大量的贫穷、孤

独、自杀、暴力、色情、犯罪、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因此，美国的社会

学界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社区中存在着的各类社会问题及社区变迁，

“可以说，早期美国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社区研究的历史”②。

对于在美国社会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芝加哥学派来说，社区

是其运用的主要概念之一，社区问题是其最关注的研究课题。以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帕克（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Ｐａｒｋ，１８６４—１９４４）教授

为首的这个学派，在 ２０ 世纪初叶到中叶，立足芝加哥市的都市化

进程，从不同方面对诸如犹太人居住区、波兰人居住区、贫民区等

不同类型的社区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富有历

史与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的特点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发展了人文区位学（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提出了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等理论模式。

例如，刘易斯·沃斯（Ｌｏｕｉｓ Ｗｉｒｔｈ，１８９７—１９５２）在其论文《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中，分析和论述了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人口

异质性等三个区位学变量是怎样产生作用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法理

社会特性的生活方式的。第二，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对社区进行综

合性实证研究。例如，威廉·富特·怀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ｏｏｔｅ Ｗｈｙ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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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茂信：《１８６０—１９２０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载《城市社会的变迁》（王
旭、黄柯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５４～１５５页。
黎熙元、何肇发：《现代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２～１３页。



１９１７—１９９９）从 １９３７年至 １９４０ 年，对位于波士顿北面的意大利人

聚居的贫民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他把自己当作“街角帮”的一

员，置身于“街角帮”的环境与活动中，对闲荡于马路街边的意大利

裔青年的生活状况、群体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以及与社区内正式和

非正式组织的关系进行了仔细观察、及时记录和分析，并提出了有

关该社区的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一些重要结论，进而于

１９４３年出版了《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①。

该书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高校社会学专业学生必读

的经典著作，并被从事城市社区研究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

本研究方法方面的标准参考书。

几乎是在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欣欣向荣、成果迭出的同时期，

位于美国东部城市纽约的社会学家林德夫妇（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Ｌｙｎｄ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Ｍｅｒｒｅｌｌ Ｌｙｎｄ）率领几位助手，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创了以定

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对某一特定社区之变迁进行动态性综合研

究的成功范例，并于 １９２９年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镇：当

代美国文化研究》②。在这部著作中，林德夫妇以中镇这个约 ３．８

万人口的美国社区为特定对象，时间跨度为 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９２５ 年，运

用参与当地生活、整理历史资料、编纂统计资料、访谈、问卷等研究

方法，详细地记录了中镇人的谋生手段、住房与家庭、子女教育、闲

暇时间的利用、宗教生活、参与社区活动等六大方面的生活及其变

迁，并分析了中镇这一社区生活的特点及其变化的原因。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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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威廉·富特·怀特于 １９４３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曾任美国
社会学学会主席，１９８２年曾来华讲学。１９９４年，由黄育馥翻译的《街角社会：一个意
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１９９８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将此书译为《米德尔敦：当代美
国文化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于 １９９９年出版了中译本。



全书中很多地方的记录和分析都是相当精彩的。例如，在关于宗

教生活一章里，该书写道：“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变化速度不断

加快，宗教信仰的压倒性优势的日趋下降已变得更为明显。与 ３５

年前那种悠闲自在的村庄生活相比，工业文化的浪潮影响大多了，

而且更倾向于‘努力争取’，而不是教会说的‘谦卑顺从就是

福’……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显然比 １８９０ 年少了。号称囊括城

里所有头面人物的扶轮社都不让牧师加入。社交活动不再像以前

那样以教堂为中心了。闲暇活动也越来越不遵守有关侵占安息日

的禁令。众多的社区活动，如报刊上所说的疾病与健康的问题，越

来越不被人们视为‘上帝的旨意’，而成为人们调查研究的对象。

从理论上说，宗教信仰统帅米德尔敦的一切活动。可实际上，米德

尔敦生活的许多领域已摆脱了它的控制。”①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学、管

理学、犯罪学、医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成果不断地被引入社会学，

美国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两大变化：一是分

支学科越来越多；二是应用性越来越强，实证性的研究愈益为学者

及社会各界所重视。与之相应的是，美国的社区研究也越来越注

重应用性及对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居民的指引作用。同时，社

区研究的领域也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对社区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

研究；二是对社区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如社区组织研究、老人研究、

社区照顾研究、犯罪与社区矫治研究、社区宗教与文化研究、社区

移民研究等。相比较而言，专业化研究的成果最为突出，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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