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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系统的基础构成单元，

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个体生活紧密相关。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社区以及相关管理工作

的实施，均于特定阶段提出相应的社区管理

理念。1960 年代以来，美国逐渐从城市更新

向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的理

念转变。社区发展指社区成员通过集体行为活

动来推动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 [1]6。与此同时，

1960 年代的公民社会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参

与（Public Participation）的发展。公众参与主要

是指政府以外的公众和组织通过参与正式和非

正式方式来参与和影响制定决策的过程 [2]。中

国通过借鉴国外城市“社区发展”的实践经验，

于 1990 年代初期提出社区建设（Community 

Building）的理念，强调通过党和政府的领导，

通过动员社区资源来推动社区服务水平和城市

基层管理工作的落实，并且强调社区组织体系

的完善及社区空间环境的改善，具有较强的行

政化和“自上而下”的色彩 [3]。

社区治理一般指为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

处理社区范围内公共事务的一系列决策和行动

的动态过程。区别于“社区发展”及“社区建

设”，社区治理不仅强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解

决过程中的“赋权”作用，更强调其参与主体

的“问责”机制 [4]。社区治理具有三个重要特

征：（1）社区治理目标的长期动态性；（2）治

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3）社区治理组织的互

动性 [5]。面对城市社区出现的社区环境、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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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以及社区活力丧失等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和社区主义的

影响下，发达国家开始积极拓展社区治理的新模式，经过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区治理行动框

架 [6]，为中国自身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经验和借

鉴。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社区治理的发展皆始于特定社会经济

背景下，因此在借鉴之时需要考虑其特殊历史背景，并且结

合本土社区发展的所处阶段来建立和培育相应的社区发展路

径 [7]。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处理各自社区问题过程中均衍生

出适合自身的社区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诸多经验

教训。

社区治理的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治理

念及背景紧密相关，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和阶段性。目前，针

对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探讨以及模式总结

中，未能将社区治理的阶段性差异纳入研究范畴。本文基于

比较分析的视角，通过系统分析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城市社

区治理的发展轨迹，以及社区治理发展背景，探索其社区发

展的根源和内涵。同时，本文将对各国不同时期的社区治理

发展的历史沿革以及治理效果进行评价分析。其次，通过分

析其不同时期社区治理目标，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组织参与

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系统比较不同国家城市社区模式的异同 [8]。

同时，本文针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引入进行

批判性评估，结合中国本土社区治理发展阶段和现状，提出

适应中国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的建

议和指引。

1  美国城市社区治理 ：第三方力量的崛起

“社区发展”多年来已成为当下美国规划较为流行的语

汇和理念 [1]5。该理念强调通过保护和创造城市社区来抵御缺

乏人文关怀、不安全感和缺乏社会交往的城市病 [9]210。从美

国社区发展历史来看，社区就是为了帮助邻里建立亲密的社

会关系，并由此创造更好的个体和更加健康的社会 [10]。1960

年代，“社区治理”和“公众参与”的概念开始在美国本土

兴起，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社区发展的内涵。与此同时，美国

处于社会变革期，少数族裔以及妇女不断推动其政治权利的

平等，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得以觉醒，逐渐形成了美国尊重多

元文化、民主的社会环境，公民也开始更多地渴望参与公共

事务的管理。由此可见，美国社区治理重视公民参与，强调

不同机构和组织的协调共存，在促进社区治理发展和公民权

利意识觉醒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具有高度的自治和自组

织特征。

1.1  1940—1970 年 ：起步期——社区行动计划的推行
二战后，随着西方国家郊区化的发展，内城不断衰落，

城市绅士化程度加剧，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内城变成了

低收入和有色人种聚集区，社区环境不断恶化，给美国社

区治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11]419-420。1960 年代，约翰逊政府

发起来“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即动员全国一切

人力和财力资源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并且推行社区行动计划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来促进政府管理部门与社区

服务机构的协调发展。值此背景下，民权运动的兴起，社会

组织、社团、志愿者以及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逐

步增强。在此浪潮中，约翰逊政府在越战后开始促进以公众

参与为基础的“示范城市项目”（Model Cities Program），同

时设立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希望借此来促进市民公众参与，并且最大程

度地促进社区尤其是弱势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和决策过程中

发挥更大的话语权 [12]21。

但由于过度依靠政府来提供社区服务，诱发了投资成本

过大、效率过低和服务机构难以适应社区诉求等弊病。196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缩减财政，开始促使第三方力量来

提供社区服务。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以“第三方组织为主要实

施主体，社区为主要的治理单元，市民为主要的参与主体”

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行动计划的贡献在于跳出“物质空间

规划”的视野，开始结合社会、经济、政治等视角来对社区

问题进行综合性考虑。

1.2  1970—1990 年 ：发展期——社区发展公司的兴起
“社区行动计划”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对社区的控制能

力有限，同时，社区行动计划未能对社区经济和就业问题给

予足够的重视，因此，需要加强社区吸引投资的能力来强化

社区治理效果。在此背景之下，社区发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逐渐崛起。到 1970 年代末，美国

全范围社区中大约有 700 家社区发展公司成立 [13]2-16。社区

发展公司的本质是在社区代表管理下的非营利组织，着重提

高社区物质和经济水平等，具有五项主要优点：（1）社区发

展公司能够基于地方和社区的特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规划； 

（2）社区发展公司区别于政府及其他机构，治理目标更具

多目标导向性，其中包括空间改善、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等；

（3）极大程度扩大了社区服务能力，包括提高居民参与治

理的领导力、技能培训以及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领导者建

立联系；（4）社区发展公司比一般公共代理机构具有更高效

率；（5）社区发展公司在获得资金方面具有更直接和多元的

手段与途径 [14]177-200。与此同时，1974 年先后出台《社区发

展法案》（Community Services Act）和《社区发展资助项目》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为社区发展公司的

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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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发展公司的参与较好地

整合了居民、地方力量和社区，综合集体行动来推动社区生

活质量的提高。同时，社区发展公司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的商

业和工业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社区的房产价值和

品质也得以提升 [15]6-13。整体来说，社区发展公司是成功的，

它极大地促进了私人部门、基金会、开发公司、政府部门和

银行之间的合作，为中低收入社区带来更多经济发展和资金

支持。但是，由于社区发展公司的自身特质，很难在更大范

围内利用综合开发手段来扭转社区衰退的整体趋势 [16]17。

1.3  1990 年以来 ：成熟期——新社区项目的实践
19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逐渐复苏。1994 年，联邦政

府向衰退城市和乡村提供 25 亿美元的税收增值投资以及 13

亿美元的拨款援助，其中 42 个州和 105 个社区受到资助，

社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17]130。新千年以来，城市社

区治理在美国形成了具有较强实践性、参与性和制度性的活

动 [18]90。其中，芝加哥成为了社区综合行动措施的主要试点，

并提出了新社区项目（new community program）。通过吸收

其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运用在自身治理实践中。该项目

覆盖了芝加哥 77 个社区中的 16 个，在近 10 年累计投资 4 

700 万美元。社区发展项目基本由社区制定计划，确定优先

发展项目。通过当地支援公司和基金会等组织获得资源，其

中支援公司和基金会不参与目标制定，仅限于提供项目策划

技术支持 [19]9。

新社区项目在每个社区都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协调社

区各个组织间的关系，促进各个机构的协调配合，统筹社

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经济适用房建设、社区就业

及教育、公众参与和公共安全等）。领导机构则负责组织居

民参与到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并且管理资金使其能够在社

区组织间合理分配，使效益达到最大化。不仅如此，近年

来美国社区的发展进入更广泛的维度，开始更加关注社区

贫困、种族歧视和社会公平议题以外的议题，例如环境保

护和能源保护等问题。

综上，美国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自治性，第三方力量的

崛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多以辅助和

补充的作用出现，主要是完善法律法规以及提供资金及政策

支持。社区治理大多依靠居民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企业和公

共服务组织机构等第三方的公平平等参与。治理过程中，公

众参与为社区带来活力和发展动力，促使美国社区治理的民

主化、市场化、制度化、多元化，逐渐形成了政府引导监督，

第三方组织主导实施，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的社区治理模式

（图 1, 表 1）。

2  英国城市社区治理 ：多方互动合作

英国率先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社区治理具有较长

历史。最早，英国城市社区治理主要是针对城市管理效率、

社区贫困、内城更新及旧工业区产业衰落等城市问题提出的。

总体而言，具有三个主要特点：（1）政府对社区治理实施去

图 1  美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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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和市场化；（2）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多方互助合作化；

（3）政府鼓励第三方组织的参与 [20]。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和第三方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极大

地提高了居民利益最大化和社区服务供给效率。英国社区治

理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2.1  1940—1970 年：探索期——社区运动的兴起和“社

区发展项目”的出台
1940 年以前，英国社区治理工作除了本土以外，还在

海外殖民地实时推动社区发展运动。二战后，英国开始呈现

出社会两极分化、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贫困人口增加和旧

城社区环境恶化等问题，也是英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

容。1960 年代以来，英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城市复兴的背景下，

进入了初级探索阶段。社区运动的兴起到“社区发展项目”

的颁布，标志着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新政策来应对社区发展问

题。社区运动主要目的是创造更具有效用的地方服务，以及

探索具有鼓励性的自助精神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处理社区各项

事务。其中，在社区环境恶化、内城贫困等议题上，城市社

区得到政府的大量支持 [21]55-67。与此同时，居民开始自发实

验性地进行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吸引和整合了多种社区治

理资源 [22]56。随后，针对社区贫困问题，英国政府出台了“社

区发展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即通过社

会组织和居民自愿行动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缓解政府压

力。“社区发展项目”在英国各个城市进行试验，主要针对

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和贫困社区，政府主要担当协调和组织

的作用，社区治理逐渐从依附、被动逐渐走向主体、主动的

治理方式转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

和广度。

由于英国的社区运动处于萌芽阶段，其作用和影响相对

较小。城市社区治理急需更多资源和力量，而社区运动由于

缺乏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明确治理框架，很难更大程度地解

决社区发展问题。相较之下，社区发展项目的出台弥补了社

区运动的治理能力及制度设计缺陷。但由于社区治理的理论

研究和治理实践严重脱节，社区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例如在城市社区治理工作过程中，社会团体及组织逐渐超越

政府管理范畴，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行动者，进而引发地方

政府不满。加之中央政府在针对地方城市社区管理的工作效

率偏低，社区发展项目最终走向衰落。

2.2  1970—1997 年 ：发展期——多方互助合作治理的

强化
1980 年代后期，英国城市在众多方面发展存在诸如城

市社区贫困、社区安全、公共交通和住房建设等问题。在尝

试市场化后，英国社区居民并没有获得太多利益。由于城市

社区开发公司等具有官僚性质，公共利益未能给予充分考 

虑 [23]61-73。正视市场和规划的有限理性后，英国政府开始寻

求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方案。在 1970 年代后期，“社区主义”

（Communitarianism）的重新回归标志着“市民社会”将赋

予市民更多的社会责任及义务 [24]24-38。同时，对于市民社会

的广泛讨论，人们开始反思城市、国家、社区与公民的关 

表 1  美国社区治理发展一览表

时间进程 主要政策及治理 治理重点 治理主体及组织形式 治理绩效

1940—

1970 年

（起步期）

1）社区行动计划（CAP: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强调中心城区

社区发展问题；

2）模范城市计划（Model City Program）：给予贫困和少数族群社区更

多发言权和参与权

1）社区贫困；

2）市民参与；

3）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政府引导；

第三方主导实施；

社区居民参与治理

1）政府和社区服务部门合

作不断加深；

2）社区居民参与程度进一

步提高

1970—

1990 年

（发展期）

1）特别发展计划（SIP: Special Impact Program）：为早期社区发展公司

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

2）社区发展法案（Community Services Act）：提供社区发展公司所需

资助；

3）社区发展资助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提供

社区发展公司所需资助；

4）综合社区协议项目（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s）：推动当

地居民、地方力量参与社区集体行动

1）提高就业机会；

2）提高社区吸引投资能

力；

3）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4）促进市民参与

社区发展公司主导；

社区居民参与治理；

地方政府协调各方机

构和组织

1）社区治理资金来源不断

多元化；

2）社区管理效率不断提高；

3）社区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1990 年

至今

（成熟期）

1）邻里和家庭动议（Neighborhoods and Family Initiative）：支持综合

社区复兴计划；

2）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促进结构性改革，

促进城市中心区和少数族群社区的投资；

3）新社区项目（New Community Program）：促进公民参与，社区发展

1）社区贫困；

2）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3）促进市民参与；

4）关注社区公平、安全、

环境等问题

第三方组织主导实

施；

市民参与；

政府协调各方机构和

组织，提供政策支持

1）社区治理的参与进一步

制度化和多元化；

2）社区公平问题进一步得

到关注；

3）社区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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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维度，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市民参与城市和社区治理的热情

和积极性。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不断推动城市治理发展，并

提出“合作伙伴组织”（partnerships）的理念，即通过促进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政府和社区、社

区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型关系来促进城市社

区公共事务的解决。

这一阶段，社区治理开始进入发展期，社区服务水平逐

渐改善，各部门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也不断提高，但治理效

果相当有限，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各个层面的组织和机构

具有不同政治意见和利益诉求，未能良好地协调统一。私人

部门和其他公共部门未能充分被调动起来促进城市及社区发

展；其次，1979 年英国推行的全面市场化政策在强化了政府

和私有部门合作的同时，使公共部门和志愿者组织的影响逐

渐趋于边缘化，社区组织的利益诉求未予以充分考虑 [25]349-369。

2.3  1998 年以来 ：成熟期——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发展
1990 年代，信息化和全球化改变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格

局。社会经济资源在此开始重组和再分配，公共管理面临了

更多的挑战。许多国际重要组织认为，治理是解决当前发展

问题最好的方法和最有效的途径。在此发展背景和城市治理

思维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各政党派别开始在“社区治理”的

理念上取得一致，即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以及地方社区参与

治理是城市更新和社区再生的重要政策 [26]30。1991 年，英国

政府提出“城市挑战”计划，提倡重塑和构建城市“社区魅

力”，强调将多层面合作伙伴关系和“社会公平公正”作为

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思想。在目标方面，英国开始着眼于市

民社会的发展，提高市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和信心，推动城市

更新和社区再生；在组织方面，形成了“多维深层次伙伴关

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

政府与营利及非营利机构的合作关系的横向参与模式。这一

阶段的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不断提高，多方参与城市更新及社

区再生，市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强化，城

市社会经济效益逐渐提高 [27]846-860。

英国社区治理为城市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不断地丰

富了社区服务，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推进城市

的多元化，成为了英国独特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主体化、

社区治理多目标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居民参与民主化。与

此同时，社区治理和市民参与不断促进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尤其是在分配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不断强调决策机

制过程中的多方合作以及协同生产，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社区

治理的发展。

综上所述，英国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政策驱动性，逐渐

形成和完善为政府和公共及私有部门，政府与营利及非营利

机构的多方互助合作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图 2, 表 2）。同时

政府通过对第三方部门提供财政拨款和减税减息等政策，通

过引导和监督各部门配合来推动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

较强的实践意义。

3  日本社区治理 ：居民自治的发展

195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不断增长，在 1960 年代，日本

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大量人口向大城市迁徙，地方人口

大量下降，中小城镇和村落日益衰落。以发展为前提所引发的

环境和公害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市民的生活和环境 [28]121。与此

同时，在全球“市民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影响下，日本

国内开始反思经济发展对于人居环境的影响，并着手进行社

区治理。社区营造（まち作り）作为一种特殊的日本社区治

图 2  英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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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应运而生。社区营造的概念生成于 1960 年代。根据

日本建筑学会社区营造支援建筑会议营运委员会长、早稻田

大学教授佐藤滋的定义，社区营造是以地域社会现有资源为

基础，通过多样的合作，改善身边的居住环境、提高社区活

力、改善生活品质，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和活动 [29]16。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由政府、社区营造协议会（まち

づくり協議会）、非营利组织、普通社团和公司等协调参与，

市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营造的发展可分为三个

阶段。

3.1  1960—1970 年 ：探索期——市民参与型治理的探索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也逐渐出现了

一批经济“衰败区”。1972 年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

随后推出“日本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极大地促进了大批

产业的诞生，与此同时，社区和历史街区开始面临销毁和拆

迁的威胁。这一阶段，日本的社区治理内容主要是针对环境

公害、历史街区的保护和住区环境改善等问题，同时，这也

是都市区发展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日本政府也随之制定了

《古都保存法》《文化财保护法》等规定，推动社区发展和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30]178。这一阶段，市民团体发挥了较为

突出的贡献。专家、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也通过调查和评

估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通过新的社区营造

方法对其进行修整及保护。

不难看出，在日本，1970 年代之前是社区治理的起源

期，这一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市民、民间组织和政府等机构

组织参与社区营造和治理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了社区治理

在日本的发展，促使日本社区治理从“诉求与对抗型”向

“市民参与型”转变。但由于理论及技术手段处于发展初

期，且主要针对历史街区保护和环境公害等问题，其作用

相对有限。

3.2  1970—1990 年 ：发展期——社会力量及居民参与

水平不断提高
1970 年代以来，社区治理在日本开始进入深化探索和发

展阶段。这一阶段，日本的社区营造主要关注市民参与、社

区环境改善、社区福祉提高、历史街区保全和社区地域活性

化等。在此期间，日本各地出现了“革新自治体”，不断推

行“参加与分权”，为市民参与公共治理进行行政改革，推

行“地域会议”和“市民会议”等制度对社区治理的参与进

行改造 [31]。与此同时，市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和广度进一

步加深，社区住民也开始直接参与“市民参与型”的社区营

造体系构建。市民参与社区治理遵循自治、责任和民主三个

原则。1970—1990 年期间，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市民

参与的意识被极大唤醒，同时市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各项事务

深度不断强化，逐渐形成了具有规模和组织的市民参与体系，

市民和町内会等市民组织在这一阶段成为主要的参与主体，

政府仅负责提供相关资金和技术支持，日本的社区营造形成

了准自治和自组织的治理形态。

这一时期，日本社区治理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对不同

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探索，同时市民参与的热情和意识也不

断高涨，逐渐从“官督民办”转向“民督官办”，但由于市

民参与过程中个体的有限性，无法充分调动可利用资源进行

社区营造。不仅如此，该阶段主要局限于社区环境改造和历

史街区保全，其社区治理深度和广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表 2  英国城市及社区治理发展一览表

时间进程 治理目标 治理重点 治理主体及组织形式 治理绩效

1940—1970 中

期（探索期）

《社区发展项目》：

1）社区运动的兴起，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2）社区发展项目的出台，完善社区服务体

系

1）社区环境；

2）社区贫困；

3）社会参与；

4）社区衰败

市场作用驱动；

地方政府引导；

居民共同参与

1）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

2）解决社区环境恶化；

3）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得以发展

1970—1997 年

（发展期）

《合作伙伴关系》：

1）调动和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以及城市治理

的积极性；

2）面对全球化挑战和机遇，强化城市和区

域整体发展，积极调动各方力量进行城市

更新和社区再生

1）社区贫困；

2）社区环境；

3）社区再生；

4）社区安全；

5）就业问题等

中央政府协调监督；

多机构参与；

相关政策完善

1）各个部门逐渐开始参与协调社区公共

事务；

2）进一步促进多方互助合作的思维和合

作方式，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3）由于各个部门政见和利益诉求的冲突，

未达到预期效果；

1998 年至今

（成熟期）

《城市挑战计划》：

1）重新唤起市民参与信心；

2）推动城市及社区复兴和再生；

3）促进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发展；

4）重塑社区魅力

1）城市及区域的整体协

调发展；

2）社区活力；

3）社区服务水平；

4）提高社区魅力

“多方互动合作参与治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或地方政府与私有部门；

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

1）多方力量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

2）“社区新政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深度和广度；

3）城市社区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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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90 年以来 ：成熟期——社区营造和居民自治趋

于成熟
199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期，

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变。日本市民活

动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强调与“开发主义”相对立的居民

为主的社区治理，而是强调市民运动团体与地方自治组织的

协调合作 [32]。随后，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成为了日本社区

营造的转折点，日本政府和市民认识到非营利组织、非政府

组织、市民团体和市民的积极作用。随后市场和社会力量开

始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

政策、监督、执行和法律等方式来确保公共利益和服务的平

衡。199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促进了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合法身份，促进其健全的

发展 [33]163。

这一阶段，日本的社区治理进入了成熟期，更多的社会

力量开始介入社区营造。其中，NGO 和 NPO 发挥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并且逐步形成“NGO 主内，NPO 主外”的参

与合作模式 [34]52，即 NPO 以市民为主体，以“职业化”的

形式参与社区营造，主要针对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和社区文

化等方面的改善和提高，并且在资金和技术上得到政府和财

团的支持。NGO 则在组织市民、动员社会力量、扶贫环保、

开发援助等方面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发挥了政府和企业均

无法发挥的特殊作用 [35]。这一阶段，日本社区营造更加成熟，

市民参与治理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基本形成了“市

民参与为主体，政府行政为辅助”的治理模式，其中市民参

与的主要形式有町内会、市民组织、自治会或者 NPO 等。

在技术和资金支持方面，逐步形成了以 NPO 机构为主体的

“中间支援组织”，为社区营造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技

术信息支持（图 3）。

综上所述，从 1990 年代以来，日本社区治理的发展理

论趋于完备，技术不断成熟，组织不断完善，市民参与意

识不断提高，形成了具有日本地域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实现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转变，具有

许多借鉴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社区营造是在

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日本社区特色的治

理机制，这有赖于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资本的积累、法

律的规范、市场开放以及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多方参与等

因素 [36]（表 3）。

4  国外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以及适用性分析

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社区治理模式，

不难看出社区治理与其特殊背景、社区发展需求，以及当地

社会经济水平息息相关。相较之下，美国社区治理在城市社

区贫困和社区环境衰败的社会背景下，社区被赋予自主规划

和治理的权利。政府和社区的关系相对分离，社区发展公司

成为重要的社区治理主体，具有较高的自治水平。政府仅对

社区发展公司进行评估、管理和监督。英国社区治理主要起

源于英国城市的旧城更新，主要针对社区贫困和社区环境恶

化的问题，政府在对社区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通过放权于社

区，促进了英国城市社区的自治水平，居民的民主意识不断

提高，不仅如此，英国社区治理通过“多方互助合作关系”

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私人部门和各公共部门的合

作和协调。相比之下，日本社区治理的主要形式是社区营造，

其发生的主要背景是日本历史街区和环境的破坏。日本具有

较高社区自治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较好基础。其社区治

理的主要主体是町内会和市民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重要途径和方式。

相较之下，中国社区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市

场经济不断发展，中国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位，政府和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和

提供社区公共物品方面效率不足 [37]186。针对各地区社区不同

诉求，中国不同地区不断探索出了不同的模式来弥补政府及

图 3  日本城市社区治理（社区营造）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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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目前形成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

和“江汉模式”等社区治理模式 [38]530-549。不仅如此，截至

2016年底，我国已建立10.3万个居委会、居民小组142.0万个、

居委会成员达 54.0 万人。同时，全国各类社区服务机构达

38.6 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达 79.3%。其中，社区服务

站 13.8 万个，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 11.6 万个 [39]。可以看出，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人员不断壮大，服务

范围不断扩大。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强政府、弱社会”

的城市社区治理发展阶段，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作为城

市基层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和组织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但

由于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自治能力相对缺乏，因此需

要不断提高社区治理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来应对居民多元

化、复杂化和碎片化的发展诉求。

国外社区治理模式在引入中国本土社区治理过程中，必

须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的基础上，借鉴和发展适合自

身客观诉求的社区治理模式。基于比较分析，美国社区治理

模式相对适用于地方政府政策驱动力较强，城市第三方组织、

市民团体、社区基金会和志愿者等参与水平较高，以及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区。与此同时，在引入美国模式过程中，

需要将非政府组织的服务范围和能力与我国当地社区客观发

展诉求相结合，即第三方组织可通过参与社区物业管理、公

共卫生、教育、残障、养老等社区服务的提供来协调和补充

公共部门服务供给的不足，继续强化政府、社区以及第三方

的共同参与 [40]129。同时，由于不同城市市场化程度、社会团

体数量及其服务能力发展的差异性，不同地区政府对于第三

方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途径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深度和广度设置不同限制。因此，在借鉴过程中，一方面，

需要适当降低非政府组织成立和参与社区治理的门槛；另一

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鼓励机制和监督管理制度来规范非政

府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实施。在借鉴英国社区治

理模式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社区各个参与主体的组织合作程

度，英国社区治理通过“多方互助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公私

部门、政府、市民组织和社区的合作关系，即通过协商和合

作的方式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因此，在引入英国城市

社区治理模式时，需要建立在社区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的基

础上，通过协商及讨论的方式来降低分歧，达成社区治理的

基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系统，

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责范围和互动合作机制。同时，政府

亦可通过其较强的行政资源和手段，积极促进居民及社会团

体的参与，并且通过充分发挥其多级政府及当地居民的能动

性，进一步强化各部门合作伙伴关系 [41]82。相比之下，日本

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自下而上”特征，居民具有较强的参

与意识和责权感，适用于民主意识较强和社区自治水平较高

的社区。因此，在引入日本社区治理模式时，需要考虑我国

当地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阶段。一方面，政府需要转变社区管

理理念，适当将工作重心下移至社区，通过制定政策和完善

法规来推动社区居民自治水平的发展 [42]82 ；另一方面，社区

自身也需要强化自身治理队伍建设，即可以通过强化和明确

社区居委会职能，与当地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成立社区居民

工作小组以及通过调动居民参与意识等方式来培育和发展社

区居民自治水平。

除此之外，我国在引入和借鉴国外成熟社区治理模式的

过程中，需要妥善解决本土社区治理的三个不足：（1）处理

好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在发展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行政

“越权”和“错位”需要逐步解决，同时，应逐渐赋予社区

更多自治权利；（2）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需适当降低

社会团体和市民组织成立门槛，并且通过政策和法规手段对

其进行支持和管理；（3）提高居民参与意识。一方面要强化

表 3  日本社区营造发展一览表

时间进程 治理目标 发展重点 治理主体及组织形式 治理绩效

1960—1970年

（探索期）

1）针对衰败社区进行环境改造；

2）《古都保存法》、《文化财保护法》等法

律的制定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全；

3）对社区环境公害问题予以控制和治理

1）住区环境改善；

2）历史街区保全；

3）促进市民合理参与

市民组织主导；

居民参与

1）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热情和信心不断提高；

2）历史文化遗产和街区的保护开始法制化和

规范化

1970—1990年

（发展期）

1）促进市民参与社区营造；

2）促进各方参与社区治理；

3）强化社区抗灾害和环境公害的能力

1）社区环境提升；

2）社区福祉的培育；

3）社区地域活性化

市民及町内会为参与主体；

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1）市民参与社区营造的程度进一步提升；

2）市民组织和地方自治组织的合作与协商；

3）历史文化街区的保全得到进一步落实

1990 年至今

（成熟期）

1）继续对社区环境进行改善；

2）促进和规范第三方参与社区治理；

3）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和质量

1）社区文化提升；

2）社区组织完善；

3）NGO 组织规范化；

4）社区服务水平提高

市民参与为主体；

政府辅助为辅助；

市民组织、町内会等组织积

极参与

1）社区营造逐渐从“市民参与”向“市民主

体”转变；

2）社区教育、体育和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

3）社区营造的法律体系趋于完善；

4）NPO 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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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社区活动等手段提高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总而言之，中国必须通过提高自

身社区治理能力，适当借鉴国外成熟社区治理模式，才能更

好地培育适合自身发展诉求的社区治理模式。

5  结语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城市社区治理历史沿

革以及模式发展可看出，不同国家社区治理发展均在特定社

会环境和发展诉求下产生。美国针对城市社区贫困和环境恶

化等问题，通过发展社区发展公司等第三方力量提高社区治

理能力；英国则采取了较强的政策驱动型治理模式，促进政

府、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间的多方互动合作关系；日本则针

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环境问题，发展社区营造。町内会和

市民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居民自治能力。于

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日本社区治理发展具有一定相似性： 

（1）政府与社区相对分离；（2）第三方组织积极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的决策；（3）市民参与意识普遍较高；（4）市场机

制的介入。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表 4）。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各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程度尚处于探

索阶段，政府和社区权责划分较为不明确，社会团体和民间

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深度有限，加之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

区自治水平整体偏低。在引入国外成熟社区治理模式之时，

需要考虑当地政府与社区互动机制的特点，可以适当考虑以

城市为单位引入相应国外治理模式，同时需要将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社区居民自治水平以及社区治理目标纳入

考虑范围。相较之下，美国模式适用于城市第三方组织参

与机制较为完备、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社区。我国城市

社区可以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第三方实施、社区居民参

与”的治理模式来促进公共事务的解决；英国模式则适用

于政府具有较强组织、协调和政策执行能力，同时具有良

好鼓励和监督各方参与治理机制的社区。因此，在借鉴之时，

中国城市社区可通过构建“多级政府之间、政府机构和非

政府机构之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

来促进不同时期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日本社区营造模式

则适合社区自治水平较高，居民具有较强责权意识的社区。

因此，在引入和借鉴的过程中，政府可适当将其社区工作

重心下移至社区本身，并赋予社区居委会更多自主性和独

立性。同时，亦需要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来

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热情，从而进一步实现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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