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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本土公民社会：以 ICS 为个案 

朱健刚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二十一世纪面对着一个迅速变革和崛起的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迅速发展，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在相对成功地实现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

的政治转型却相对固化，出现“转型的定型化”倾向i。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阶层和群体的权益诉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议题都难以进入政治议程，社会和环

境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人们也疼感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和无力，能够被广

泛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使得中国还难以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大国。为了解决这

一发展的困境，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社会转型取得出人意料的加速，不但国家提

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战略，而且在民间也自下而上涌现了众多的志愿组织以及公

益行动，围绕这些志愿组织和公益行动，产生着相应的资源循环、制度变革以及

公共领域的扩展。这些公益行动、社会组织以及所形成的话语空间形成了我们所

说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理念在这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之所以得到认可，一方

面是因为人们希望它能团结民间的力量参与社会的重建，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

面也在于人们认识到健康的公民社会力量并不会形成破坏性对抗，而是有可能转

化成为一种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建设性力量，最终能够更新和重塑中国的民本文

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公民社会这一理念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它在西方情境下的意

涵，它开始被本土化为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乃至价值观。尤其是 2008 年，

在 512地震救灾及灾后重建过程中，民间公益组织及其广大的志愿者所体现的公

益行动的规模效应更被人称为是公民社会元年ii，进而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

心在年底发布《中国公民社会蓝皮书》，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iii。公民

社会的发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引入瞩目的焦点，也被期待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

动力。 

不过，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实务者都普遍承认，相对于国家和市场，中国公民

社会的发育还普遍较弱。就整体而言，公民社会组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缺乏，二是合法性不足，三是能力不足。面对这些问题，许多在社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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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行动的公民社会组织和行动者亟需得到支持，正因为此，公民社会的支持性机

构应运而生，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这些支持性机构针对公民社会组织，尤其是草

根 NGO开展了广泛的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涉及到培训、咨询、小额资助、研讨会

议、参观、孵化器、公益创投等多种形式。虽然各个机构的能力建设的知识体系

及价值观并不相同，但是却对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产生重要影响iv。 

与此同时，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以

及企业家开始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来，他们对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产生了兴

趣。尤其是 512地震之后，很多企业与财富人士开始成立私立的基金会，这些基

金会拥有资源，但是也同样面临能力不足的困境，使得它们不容易找到可以支持

的合作伙伴，其合作和监督制度也很不成熟。正因为此，公民社会支持机构也开

始承当这样的中介，链接资源方和行动方，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交流和合作。

虽然各机构作为中介的策略和方向都并不一致，但是它们成为重要的催化剂，促

进了双方的接触。 

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面对社会组织采

取的是父权主义模式v，对于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进行不同的管理。但是，这一

分类管理模式目前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针对 NGO 的政策过程还不能透明，

这就使得公民社会组织处于很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可以说，政府对于公民社

会组织整体上还处于小心翼翼的观察阶段。不过最近提出的社会组织的建设，给

服务类的公民社会组织宏观上给予了更明确的支持，许多服务类的 NGO 被允许更

多的注册，整个 NGO 的行业化和专业化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之中，相对而言，

维权类型和倡导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则受到严密的监管。因此，面对政府，很多

公民社会支持机构往往力图成为公民社会的代言机构，为政府相关的政策提供咨

询意见，反映公民社会的意见和看法，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呼声。 

附属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

ICS）正是这样一种公民社会支持机构，它成立于 2003年 8月，是集研究、实验、

教学于一体的非营利性公民社会支持机构。其工作地点集中在南中国地区，也逐

步扩展到北方和西北地区。 

具体来说，在这六年来，ICS 的支持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倡导工作。这一块工作集中在为公民社会组织生产中国本土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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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策略性知识。ICS强调行动研究，希望以研究促进行动，又在行动中

保持反思。ICS 既承担了国家非营利组织方向的相关 985、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又接受 NGO 与基金会的相关委托开展评估和研究。经过五年的相关研究，

ICS 逐步发展出一套以公民为主体的社区导向的公民社会扎根战略。ICS 认识到

公民社会的生成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在国家的民本战略下，公民的素质不但

决定公民社会本身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决定了政治家的政治素养提升的程度。因

此 ICS 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公民习性的养成以及公民行动者的能

力建设。因此 ICS将公民素质的培养作为战略目标。而公民习性的形成又依赖于

他所朝夕相处的面对面接触的人群生活，这就是社区，因此 ICS把建立这样的能

够培养公民主体性的可持续社区建设看作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策略。ICS认为

这样的社区建设依赖于社区内部能产生具有公民品格的行动者，ICS 主张通过能

力建设使得进入社区的公民行动者和社区自身潜在的公民行动者可以在提供社

区服务，组织社区参与，共建社区的可持续生计、生态与文化生活以及形成社区

合作治理的路径中，逐步创造有助于公民主体性形成的社区，从而影响和带动社

区的普通人生成公民习性。这种社区的改变本身既是本土公民社会的根基，同时

又能够通过扩展和创造性复制，形成社会一个个健康的细胞，从而推动社会-政

治的转变。 

围绕这一策略，ICS将自己看作社区行动者的支持者，这种支持包括三个方

面，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方向，ICS开展了相关的社区个案研究和 NGO 个案研究。

ICS选择了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有 NGO和公民行动者参与的社区进行长期的民族

志似的的个案研究，一个在四川灾区，一个在上海闸北区，另一个在云南三江流

域地区，这三个社区以乡镇或街道为单位，社区中都有 NGO的参与和社区政策的

变革，综合研究基于先前的研究基础上于 2008 年底启动。在 2009年，ICS集中

在灾后社区重建这一主题上，相继调查了 60 个个案组织，完成了对 20 多个组织

的相关研究报告，出版了《责任·行动·合作》一书以及相关论文。 

ICS 的整个研究基于行动研究的理论，扩展个案研究的方法以及强调长期的

田野工作，其研究成果包括个案研究的专著、宏观视野的教材以及在核心期刊上

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心还将出版《公共生活评论》这一集中讨论公民社会行动的

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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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ICS 侧重在面上开展以研究为基础的倡导工作，其倡导分为两

个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针对公民社会内部，其主要方式是进行评估、支持培训以

及媒体评论。ICS 在《南方都市报》等重要媒体上有公民社会专栏，并支持《@

民间》这一电子杂志。第二个方面是针对政府，其主要方式是参与写作政策调研

报告、提供内参以及举办和参与有政府部门参与的会议。 

研究倡导力图在面上影响公共话语以及政策过程。而 ICS第二块重要的工作

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相关的行动者网络。其核心是四个层面的培训，一是黄埔公

益领导力培训以及支持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 NGO职业人士的初级培训。这个

培训的直接影响就是形成了南中国地区的 NGO 网络。二是志愿者和实习生培训。

三是大学的《公民、社会与发展》课程，面向未来的社会主流开展相关的发展教

育。这三个方面构成 ICS公民教育的主要方向，核心就是培育社区行动的人才，

并形成人才之间的联系。 

在网络背后，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策略和形成示范效果，ICS还致力于开展社

区实验工作，目前着重在四川龙门山白水河社区，和其他三家 NGO机构一起合作

开展社区重建工作，核心概念是和当地村民通过一起修建公共设施，搭建公共空

间，组织社区公共活动来推动社区公共领域的建立以及寻找、发掘和培育相关行

动者。2009 年 5 月白水河社区活动中心建成，三合坪社区从一个三不管的充满

抱怨和遗弃感的社区成为一个凝聚力强、参与感强的社区。目前 ICS 正在附近的

乡村社区建立另一个社区中心及生态主题的青年旅舍。并计划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社区学院。ICS已经完成了服务和参与阶段，下一步是推动可持续生计和推动三

方共管的合作式社区治理。这个实验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ICS在整个实验中

承担策划和研究的工作，为此 ICS在国际可持续社区协会的支持下，举办了灾后

可持续社区重建国际合作论坛和社区骨干的工作坊。支持在灾后社区八个社区的

重建实验。ICS以此作为一个渠道，进行相关的研究和评估工作。 

 通过在点、网和面上的工作，ICS力图多层次推动自身的社区扎根战略。 围

绕这三个部分的工作，ICS 建立起完整的团队。经过运作，ICS 目前已经成为南

中国地区最有影响的公民社会机构之一，同时 ICS也推动了整个南中国 NGO的发

展。 

 ICS 为完成上述行动，力图孵化出一个支持可持续社区发展的本土非公募小

型基金会来专门支持上述三方面的工作。在社区实验方面，基金会将学习社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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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发展模式，力图支持实验社区的社区发展，在公民教育方面，基金会将组建

配套项目基金，为具有未来领导者潜质的社会创新家及其组织提供运营经费；在

倡导研究方面，基金会建立研究基金，支持有关社区驱动的民间公益组织以及社

区实验的研究。同时基金会将倡导非公募基金的创新，使得更多非公募基金能够

支持可持续社区方面的民间参与。 

以上所叙述的 ICS 的工作，彰显出 ICS 的使命，“通过研究、实验与倡导，

探索本土公民社会的发展战略，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推动公民社会与政府和企业

的沟通与合作，实现社会的和谐公正”。作为公民社会的积极行动者，ICS奉 “脚

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 为圭臬，力图建设一个“以民为本、志愿参与、多元

开放、多方合作的公民社会”。这正是 ICS对于本土公民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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