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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分析视角

黄 刚，徐 凡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方式，社区基金会在实现社区治理、调动社会资本、动员公众参与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社区基金会是新兴事物，在其进入中国后，面临着组织合法化、概念中国化以及运
作在地化等困难。从社区基金会引入中国到其实现中国化过程究竟如何？文章基于“差序格局”理
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区基金会要实现中国化需要跨越西方社会“团体格局”和中
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差异；在其中国化过程中，社区基金会首先是进入中国社会“序”的格局，经历了
内涵的重构与文化的融合；其次，遵循传统文化“差”的机理，通过联合社会力量、动员社区资源、构建
社会支持网络来实现慈善资源的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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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

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1］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社区在

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角色

日益凸显［2］。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方式，社区基

金会，受到多方关注，并在各地开始实施。近几

年，深圳、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有关

政策，鼓励社区基金会发展。截至 2018年 12月

1日，全国已经成立了 141家以“社区基金会”命

名的基金会①。社区基金会之所以在短短几年

间同时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其价值、功

能、全球经验、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紧

密相关［3］。

尽管各地都在进行着社区基金会的实践，但

关于社区基金会的概念、特征以及角色定位尚未

统一［4-6］。国内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区基金

会的案例研究和经验总结，而对社区基金会如何

被引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的过程鲜有论述。社区

基金会起源于西方社会，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

运作方式上都蕴涵了西方社会的特质［7］。在其引

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它必将跨越西方

社会“团体格局”和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差异。

本研究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视角，从“差”

与“序”两个维度考察了社区基金会中国化的过

程。只有深入理解这一过程，才能真正知晓中国

社区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收稿日期：2019-03-18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当代中国慈善文化对慈善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研究”（KYCX18_2477）
作者简介：黄 刚（1994-），男，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组织，慈善文化；

徐 凡（1993-），男，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组织，社会治理。

DOI：10.13454/j.issn.1674-8638.2019.03.017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HUI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9年第3期
双月刊

（总第51期）

No.3，2019
Bimonthly

（Serial No.51）

108



二、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分析框架

费孝通教授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

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从群己关系的角度

讨论到社会结构的格局，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

与西洋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不同，它是一种“差

序格局”，并将“差序格局”比喻为把一块石头丢在

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水的波纹

愈推愈远，愈推愈薄［8］。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
由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社会关系衍生的具有伸缩性

的抽象的相对地位，“差序”所构建的以血缘、地

缘、业缘“三缘”一体为基础的从己到家，从家到

国，从国到天下的传统社会结构［9］。

在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差序格局”是

个立体的结构，既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

“序”，也包含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差”［10］。它从宏观层面揭示了我国延续二千多年

稳定存在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社会的一整套社会

制度、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行为；又从微

观层次概括了我国传统社会人伦关系的特点。社

区基金会是舶来品，它产生于西洋社会的“团体格

局”之中。因此，在社区基金会引入中国并实现中

国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差序格局”的中

国社会（见图1）。

图1 社区基金会中国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示意图

社区基金会因其特殊的组织形式，在其进入

中国并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入中国社

会“序”的格局，以获得组织的合法化身份；其次需

要遵循传统文化“差”的机理，以实现组织在地化

的运作。伴随着社区基金会中国化的过程，社区

基金会内涵不断进行调适，最终使其得以适配中

国行政体制和制度规范的要求，并符合现行的政

策方针。同样，社区基金会优势在于长期扎根于

某一特定区域，并能够深度开发该区域内的资源。

通过遵循中国传统文化“差”的机理，社区基金会

从熟人开始，从人情出发，一开始首先是借助政府

公信力去获取必要的慈善资源。当社区基金会真

正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社会关系网络后，它才能长

期有效地获取社区慈善资源。

三、重构与融合：进入中国社会“序”的格局

在中国，符合当下的行政体制以及制度规范

是社区基金会实现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尽管基金

会的探索起于民间，但此创新很快进入了地方政

府的视野，并由地方政府主要推动②。伴随着中国

社区基金会实践过程，社区基金会的内涵经过不

断的调试，最终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在“社

区”概念、“基金会”内涵，还是其天生具有的政治

认同，都给社区基金会印上了深刻的中国“特色”。

（一）国内外社区基金会中“社区”概念的差异

国外社区基金会辐射的范围较广，小到某个

社区，大到一个省或州。通常某个社区基金会并

不明确限定其服务范围，至少在服务区域边界上

是模糊的。社区基金会更多的指向聚居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1］。

在社区基金会引入中国后，它不得不适应中国

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生态。在中国行政体制中，通常

不将“社区”理解为共同体的概念，而是理解为具体

的行政辖区。例如“本办法所称社区，是指经过社

区体制改革后，社区工作站服务的地域。”③“‘社区

型基金是指依托一个街道或社区’，‘原则上不跨街

道活动’”④。在社区基金会的具体实践中，社区基

金会中“社区”具体的范围和层级深刻影响着社区

基金会的筹资范围以及活动区域。国内社区基金

会注册层级有区级的、市级的、省级的等等，不同

层级间社区基金会存在刚性的区别［12］。

（二）社区基金会中国化过程中“基金会”内涵

的变化

目前，我国社区基金会设立标准和注册要求

都参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但社区基金会不适配

《条例》的情况十分明显。从图2社区基金会的注

册资金分布可知，目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存在注册

资金低于200万元情况，共计16家。此外，绝大部

分社区基金会注册资金在 200~399万元之间，处

于基金会最低的注册资金标准。尽管如此，目前

社区基金会如何获取有效资金，维系生存仍是社

区基金会当前的主要困难。从社区基金会登记部

门的分布可知，目前社区基金会主要是在市一级

民政注册登记，这就意味着社区基金会的类型主

要以地方非公募基金会为主。由此可见，社区基

金会仅是基金会的某一类型，且注册资金和登记

部门通常是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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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社区基金会注册资金的分布情况

尽管社区基金会登记为“基金会”，但其治理

结构和运作模式更像是社区社会组织。目前，社

区基金会因其有限的资源以及资源筹集能力，如

何获取资金、维系组织的常态化运转成为其当前

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多数社区基金会借鉴社区

社会组织，采用的项目运作模式来获取必要的资

金。因此，社区基金会并不仅从注册资金和登记

部门仅限于某一狭隘范围，其治理结构和运作模

式接近与社区社会组织，而非传统基金会的运作

模式。可以说，社区基金会实际上是社区中的社

会组织，而不是基金会在社区。

（三）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党建”传统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试行)》，要求各地

去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根据表 1 可

知，2015年是我国社区基金会开始“井喷式”增长，

并且绝大多数社区基金会由政府推动成立。从社

区基金会发展开始，“党建”就成为社区基金会标

准配备，无论怎样的规模，社区基金会都成立了党

组织并开展党建活动。根据 2015年度中国社区

基金会发展状况调查显示，“从相对数看，建立党

组织比例最高的是社区基金会。”［13］较之其他社会

组织、基金会而言，社区基金会一开始就具有“红

色”血液，具有恰如其分的政治传统。

表1 中国社区基金会推动主体分布及其成立数量

年
份

推动主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政府
发起

0
2
3
0
0
1
10
22
24
44
5

居民
发起

0
0
0
0
0
0
0
1
0
1
0

企业
发起

1
0
0
0
2
1
3
1
0
1
0

混合
发起

0
0
0
0
1
0
1
4
2
4
6

数 据 来 源 ：根 据 中 国 基 金 会 中 心 网（http：//data.
foundationcenter.org.cn）作者整理所得。

社区基金会实施“党建”，并不意味着社区基金

会缺乏独立性，但一定程度上反映社区基金会内在

的政治关联，这明显区别于国外的社区基金会。

总体而言，社区基金会内涵在中国化的过程

中已然经过了调整，适应了中国行政体制和制度

规范的要求，并符合现行的政策方针。由此，社区

基金会实现了中国化的进程，并且可以通过其自

身创新的组织形式融入中国社会。

四、联合与构建：遵循传统文化“差”的机理

在社区基金会中国化过程中，符合现行的中

国行政体制和制度规范是前提，而遵循中国传统

人情社会关系“远近”是必然。社区基金会发展必

然要依据中国社会传统，即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

相对应的社会资源流动。不同于国外社会基于某

一宗教信仰或是某一社会准则构建而来的个体行

动，中国社会更加注重人情和关系。只有建了这

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社区基金会才能更有效地

获取资源。

（一）基于“熟人社会”的慈善动员

社区基金会与政府财政资金相比总量上不具

优势，但较之政府资金“刚性”供给，在“熟人”资源

的动员和供给方面更具有“灵活性”。具体表现在

及时性、个性化、持续性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及时

性表现为社区基金会能够快速响应社区需要信号，

时效性强。例如：社区中发生公共安全事件，亟须

社会资金、慈善资源以及志愿者服务，这时社区基

金会正好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满足社区

居民个性化需要，因直接面对居民个体，多样化的

需要就成为社区治理的挑战。而社区基金会资金

供给具有灵活性特征，能够有效回应居民多样化的

需求。例如：大部分社区基金会会结合本社区实际

情况开发一些适应和适合本社区的项目，并且每年

还会及时调整和创新项目，以提升项目吸引力以及

回应居民需求。最后就是持续性特征，社区基金会

不仅以服务社区为目标，而且要维持慈善资金的可

持续问题，直接面对居民群体，服务社区居民，能够

有效地发掘社区慈善资源，而不像其他一般性社会

组织将资金来源限定于政府部门。

（二）“社区”慈善的资源储蓄

社区基金会核心在于利用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捐赠的财产，为本社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资金

资助或从事本社区慈善公益服务。在社区基金会

出现之前，我国不同地区出现过“类社区基金会”即

指低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最少注册资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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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社区基金。因其缺乏独立的法人资格、适用

的制度保障，此类“社区基金会”逐渐淡出历史的舞

台。通过此类现象我们可以知晓，类似的“社区基

金”、社区公益慈善资源需要一个合法的组织载体，

规范的运作模式以及良性的制度法规。

结合各地方社区基金会的实践，我们看到社

区基金会还具有储备区域内慈善资源的功能。首

先是资金资源的存续功能，社区基金会作为资金

吸纳、管理和运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核心功能就

是要实现慈善资金的永续。其次是志愿人力资源

的留存，例如，南京Y社区基金会，通过时间银行

项目替代社区居民“闲暇”，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为社区打造了多支志愿服务队。同

样，通过时间银行项目，南京Y社区还与社区内企

业、商户和居民建立了紧密联系，吸纳了区域内各

方慈善资源。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慈善资源的储

备库，为社区留存了大量的慈善资源。随着社区

基金会的逐步发展，社区慈善资源终将成为“积水

成川”深刻影响着社区的发展。

（三）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社区基金会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社会支持网

络。社区基金会的“支持网络”具体包括：政府政

策支持、社会公众参与、媒体监督以及社区接纳

（图 3）。从社区基金会实践来看，自 2004年起深

圳、上海、南京等地出台社区基金会政策文件后⑤，

社区基金会数量有了质的提升。在这三个地方，

社区基金会不仅拥有了政治合法身份，还得到当

地政府、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南京Y社区基金

会先后获得江苏省民政标准化示范单位称号、获

得江苏省志愿者交流展示会金奖等等。获得官方

认可是社区支持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环。社区基金

会资源的获取离不开社会参与，包括捐赠企业、服

务承接的社会组织、行业的支持以及第三方监督

评估。上述每一个主体都对社区基金会发展起到

了不同的支持作用，例如企业主要是慈善资源的

捐赠主体，它是社区基金会资源获取的重要渠道；

社会组织是社区基金会委托服务的主要承接方和

执行人，它是社区基金会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的重

要载体；行业支持方是社区基金会同类机构的联

盟，它有利于社区基金会制衡外界环境的制约，确

保社区基金会的良性发展；监督评估方起到了管

理规范作用，它将监督和规范社区基金会的合理

运行，促进社区基金会持续发展。社区基金会要

赢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需要得到媒体的监督和

宣传，因此媒体既是社区基金会的监督者也是社

区基金会的推广方。微观层面，社区基金会取得

社区信任得到社区接纳，只有这样社区才能真正

实现扎根社区，长久发展。

图3 社区基金会“支持网络”

构建社区基金会的“支持网络”需要社区基金

会自身的推动以及外在的自觉，其中核心力量还

是在于社区基金会自身的推动。只有社区基金会

做出卓有成效的成绩，持续的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才能被社区接纳、政府接纳、社会接纳。当然，社

区基金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不能单一化，需要结

合当下国家政策方向，例如社区基金会某些功能

贴合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中

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政策倡导。

五、结 语

社区基金会能够引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有

其必然的原因。首先是进入中国社会“序”的格

局，通过内涵重构与文化融合来适应中国现行行

政体制和制度规范，最终实现组织的合法化。其

次是遵循传统社会“差”的机理，通过联合社区力

量和构建支持网络来获取必要的慈善资源，最终

实现组织的在地化运作。社区基金会中国化的进

程仍在进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社区基金会仍

由政府主导。企业、居民或混合发起的社区基金

会比重偏低。未来，社区基金会需要从政府主导、

行政化驱动向市场化驱动、社会化驱动、混合型驱

动模式转变。多元化的“驱动模式”才是社区基金

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社会组织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慈善捐赠

经过了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慈善氛围已经形成。

新的慈善组织形式容易为政府、社会、市场、居民

所接受。社区基金会以其创新的组织形式，独特

的运作模式能够真正扎根社区，回应社区需求，并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

注 释
① 截 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 ，基 金 会 中 心 网（http://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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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center.org.cn/foundation.html）数据库中以“社

区基金会”命名的基金会，系作者整理所得。

②2008 年 11 月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由深圳

桃源居集团发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

为我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2009 年广东省民政厅、

2010年上海市民政局分别在广东、上海成立社区基金

会。经过五年短暂的探索，到 2014年社区基金会呈现

“井喷式”增长，当年度全国成立社区基金会 14家。截

至 2018 年 12 月 15 日，全国登记注册的社区基金会共

计 141 家，占基金会总数的 2%。由此，社区基金会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

③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

稿）［Z］.深圳市民政局，2014年 3月 12日。

④关于推动南京市社区型基金（会）发展的实施方案（试

行）宁民办〔2015〕138 号［Z］. 南京市民政局，2015 年 6
月 26日。

⑤参考《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中社区基金会的定义：“本办法所称社区

基金会，是指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登

记，利用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为本社

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资金资助或从事本社区慈善公

益服务的非营利性法人，属于非公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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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Differential Pattern”

HUANG Gang，XU F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As an innovative way of social governance，community found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community
governance，mobilizing social capital and mobiliz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foundation is a new thing. After its entry
into China，it faces many difficulties，such as leg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Sinicization of concept and localization of operation.
What is the process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into China to its loc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pattern"，this paper analyses this process and finds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 pattern" in western society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 in Chinese society；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community foundations first enter the "order pattern" in Chinese
society and experien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not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Following the "different"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by uniting social forces，mobilizing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build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Keywords：community foundation；differential patter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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