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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culture is a special social culture. The community is the living space for citizen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to live and pass on.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ffect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As citizens are the main group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mproving citizens’ cultural awareness
is very necessary to pas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chieve community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promote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lores citizens’ conscientiousness from citizens’ consciousness, forms of community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community cultural capital,
so as to find effective ways to upgrade citizen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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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社区作为公民物质与精神文化所赖以生活的空间，社区文化建设的好
坏影响着整个社区建设的质量。公民作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的主力群体，提升公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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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觉是弘扬传统文化、社区文化繁荣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公民意识、社区文化传播形式
以及社区文化资本几个方面剖析公民自觉，从而寻求有效的途径来提升公民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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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素
质和文化程度。我国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城市社区仍受传统“单位制”的影响，没能很好得
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公民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仍然受到挑战，因此找到社区文化建设的
内生路径才能更好地发展社区文化。

2. 社区文化自觉的缘起
关于文化自觉的研究我国学者从概念、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晏阳初(1937)提出了“文化自觉”
的概念，他指出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推动了乡村建设的发展[1]。晏阳初虽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但是后
期却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社会学家费孝通(1997)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对文化自觉概念进行了重新的
阐述，即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其来历和形成过程，但是不要复旧和全盘西化，最
终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2]。同时提出了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要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最终达
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3]。汤一介(2006)提出了我们要对本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同时也应该反省自身
社会会遇到什么问题，有着解决问题、面对问题的意识，由此将文化自觉的概念提升到新的高度[4]。张
健(2013)从党的高度阐述了文化自觉，提出从 2002 年到 2012 年我国文化建设从“文化体制改革”到“文
化软实力”再到“文化强国战略”最终提出“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都可以看出只有我们党在文化
建设方面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才能更加的完备[5]。蒋朝丽，李凌(2013)阐述了文化
自觉的意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我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展开，提升文化自觉有利于提升公民对于国家
和民族的价值认同从而推动着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6]。
关于社区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发现了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仲红岩(2005)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参与
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比较单一，参与范围小，城市社区文化设施滞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管理手段比
较落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居民对于社区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偏差，受传统“单位体制”和“官本位”
的影响，没能很好的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以及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的原因[7]。李航(2009)
提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未来发展在管理方面从政府单一管理转变成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
文化建设方面已由依靠事业单位向社区建设转移。在未来，政府应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辅助角色发展，
逐步实现居民自治、自我管理[8]。
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期刊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搜索篇名和关键词“文化自觉”、“社区”主
要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搜索出相关文献 2803 篇，选用 500 篇进行分析。通过知网可视化分析——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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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共词分析得出图 1。其中球的大小代表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球越大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球与球
之间线条也代表相互之间的关联，线条越多关联就越密切，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文化自觉的球最大，所有
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文化自觉进行。而与文化自觉关联最大的点就是文化自信，可以得知文化自觉与文化
自信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图中可以看出学者围绕文化自觉已经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与社区文化相
关的研究却没有。

Figure 1. Key word co-word analysis of knowledge network visualization
图 1. 知网可视化分析——“关键词共词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文化自觉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以及社会层面展开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到 2035 年我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意义不仅仅是成为经济
强国、政治强国，更是要成为文化强国”[9]。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公民有着高度
的文化自觉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而社区建设是当代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社区文化的繁荣与否也
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公民作为社区建设中重要的参与主体，想要从“单位人”到“社会人”更好的过
渡也是文化自觉不断提升的过程，本文将从影响社区公民文化自觉的因素入手从而提出提升的路径。
社区文化就是一些需求、爱好相近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而产生的文化总和，包括环境文化、行为文
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环境文化就是社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和，是社区文化外在
的具体表现，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中心和关键，包括社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建筑风格以及整体的环境建
设；行为文化就是社区成员交往、生活等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活动，反映了社区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交往
方式，是文化建设常见的表现形式，包括传统节日活动、广场文化、社区文化的宣传等；制度文化就是
社区建立的价值观以及规章制度，反映了社区的在文化建设上严谨的风格，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精神文化即是社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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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一词最早是由我国学者费孝通在 1997 年所提出的。费孝通在考察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少数民
族群体时发现：由于林区的文化深入人心，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只习惯于捕猎生活，但是不能适应外部
环境的变化。因此必须打破原有文化带来的习惯不断适应新的文化。也就是要在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之
上，在多元文化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文化自觉是公民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以及自我创建的过程。在社区
中，公民首先应该对本社区文化有清楚的认知，把文化生成自身的内在需求，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观念
与意识，不断适应社区的发展与变化，最后应该自觉的参与建设本社区的文化生活中来。从文化自觉的
内涵中可以看出，文化自觉面对的客体是不断变化的文化，而主体是社区的公民。也就是说党和国家所
指定的文化政策必须通过社区公民实施得以实现，因此文化自觉的提升必须从公民入手。

3. 社区文化自觉的多维分析：涵义与价值
3.1. 社区文化自觉的涵义
公民的文化自觉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从社区公民意识、社区文化传播方式以及社区文化资本
剖析文化自觉。
3.1.1. 社区公民意识与社区文化自觉
社区公民意识就是公民对于自身在本社区的地位有一个清晰地认知以及知道在社区范围内拥有的权
利与义务。树立公民意识对于现代文化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社区文化观。
1) 公民的参与意识与文化自觉
公民的参与意识是提升公民文化自觉的基础，即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具有积极参与公权力运
行的主人意识。在社区中公民的参与意识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参与的主体，即作为社区公民
一定要意识到其作为社区文化活动的主体要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要积极参与公
共文化建设；二是公民参与的目标，即参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为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繁荣发展；公民参
与意识是公民意识至关重要的部分，只有公民内在的参与意识提升才能外化为自觉的行动。公民的参与意
识越普遍、越自觉，参与的行为越广泛、越深入公民自觉就越高，社区文化就能开展的更好。现阶段我国
公民依旧受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官本位”的思想依旧非常严重。他们“以
官为贵”、“以官为尊”，把是否为官以及自己官位的高低作为衡量自身社会地位与价值的重要标准，但
是对于自身作为社区公民在社区的地位以及责任没有很好的自知[10]。因此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至关重要。
2) 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文化自觉
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公民参与意识的具体化，是公民主体的权利在观念中的反映。只有知道自己所拥
有的权利才能推动其参与意识的实现最终提升公民的自觉。社区文化中公民权利意识的基本内容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认识和理解依法享有的权利，在社区内公民具有参与文化生活以及公共文化建设的权利；
二是公民自觉地把行使公民权利的行为规约于法律规范之中；作为社区公民如果知晓自己的权利而不去
行使权力无疑是断送自己的权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需求也变得多种多样，公民权利意识的
提升有助于公民利用自身的权利去满足自身的需求。公民只有在合法权益内充分的利用权力享有充分的
权利，才会有主动践行公民权利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文化自觉才能提升。
3.1.2. 社区文化传播与社区文化自觉
著名的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过：“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它只能产生于一定的社
会关系当中，没有社会关系就没有传播”。1 而我们居住的社区就是由地缘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共同
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播与社区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
1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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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传播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过程是公民对于社区文化参与以及创造的过程，社区公民可以根据文化传播的内容了解
本社区的文化，同时利用不同的传播途径参与沟通与交流。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艺术形态也
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广大社区居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发生巨大改变。社区文化传播的途径也已经从
传统的单极传播转向与多极化的新型传播途径相结合的新兴传播模式。即从以前单一利用社区宣传板、
信息栏、宣传海报以及条幅等形式的传播方式转向利用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模式。新媒体
传播是现阶段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它通过提升公民的参与度来提高公民的文化自觉，新媒体肩负着公民
文化自觉提升的责任与使命。例如：电视媒介作为文化传播主力军，社区可以通过优秀的电视节目引导
居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同时可以鼓励居民参与到文化传承中来，激励观众投身于文化创新当中；互联
网传播作为现代社区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打破了年龄、地域以及身份的限制。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
老年都可以进行线上的交流与参与[11]；文化活动也可以通过相应的直播软件使得无论是否可以到场的公
民都能感受同样的活动氛围；互联网的匿名性也使得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在社区交流平台内发表自己的
言论；同时，居民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平台进行沟通与交流，实现文化嗜好的交流与渗透，使得文化差异
逐渐融合。
2) 人际传播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过程也公民对于社区文化认识和认同的过程，社区公民通过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来获取
认同感从而提升文化自觉。因此公民与公民之间进行的人际传播也是社区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的传播形
式。文化认同感作为心理学的概念讲的是公民在社区文化中产生的归宿感。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曾提出
著名的空间理论即“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他总是蕴含着某种意义”，也就是说空间影响行为，行为建
构空间。社区作为其文化交往的空间也影响着公民的文化认同的形成，公民在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可以互相沟通自己的想法最终达成一个共识，这样社区依照公民的想法所建造出来的环境文化能够赢得
大多数人的认可。公民的文化自觉也会提升。传统的社区居民由于地缘和生活背景的相似性形成一种“街
坊文化”，然而随着社区不断发展公民与公民之间的“闭门锁户”[12]。文化交流的减少，导致公民对于
本社区文化的认同感降低。
3.1.3. 文化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文化自觉
文化资本是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在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
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2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已经逐渐取代了政治、
经济等传统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场同样需要自己的文化。布迪厄提出
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3 这三种形态相互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公民
的文化自觉。
文化资本的身体形态是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
品味。一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由于受到职业、教育、种族等条件的制约，从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在
社区中精神文化就是由社区公民在交往中不断创造的，由于公民身体资本的差异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等
级的社区。高档社区的居民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的教育因此他们深知
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而对于中低档的社区来说，其公民的文化知识涵养相对较低，文化认同感相对较低；
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即物化状态。具体地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
化财富。对应到社区文化中来就是社区的外部环境文化，这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社区客观形态的资
2
3

皮埃尔·布迪厄，罗克，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M]。武锡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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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这个社区内公民身体资本是相互影响的，例如：一个社区内娱乐休闲设施、外部绿化等公共物品的
建设和管理应该依靠社区的公民，拥有高文化素养的公民其所在社区的设施和绿化会留存的更加长久；
反之一个社区内的环境建设的越丰富即文化氛围越浓厚，公民对于社区文化的需求就会提升，社区公民的
参与自觉就越高。同时客观形态的资本通过影响社区公民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公民的自觉。例如：社区体
育场、儿童游乐场等公共休闲场地的建设通过提高公民之间的交流频率从而提升公民的凝聚力，最终提升
公民的文化认同感；制度形态资本是一种将个人层面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形态文化资
本的方式，即身体形态转化为客观形态需要依靠制度形态这个桥梁。公民的文化意识与文化需求实现成为
本社区的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党和国家所制定的宏观的文化政策，而社区文化的良好运行也离不开社区的管
理规章制度，但是由于每一个社区发展的差异，一个社区应该有符合本社区发展的制度政策。
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文化建设来说都离不开这三种资本形态，且这三种资本形态相互影响。身体形态
是公民文化自觉的基础直接影响着社区公民的文化自觉，决定着社区公民文化自觉的水平；一个社区的
身体形态资本决定本社区的客观形态资本，客观形态资本最直接的反映了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文化意
识越强的公民越愿意投身到客观形态资本的建设当中，而客观形态资本的丰富程度也会影响公民的参与
度，最终影响公民文化自觉；制度形态资本作为桥梁，社区的制度政策能否得以实施依靠着一个社区的
客观资本丰富度并通过影响社区公民的认同感从而影响参与度，一个社区内制度建设的标准需要依靠社
区的身体资本，而制度执行的好坏需要依赖公民的文化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nity cultural capital
图 2. 社区文化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

4. 社区文化自觉的价值
4.1. 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我国学者费孝通曾在他的书中提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以看出费孝
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天下大同，而前提是各美其美。即不同地区的公民首先应该对
我国传统的文化自知，再不断的宣扬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的与他国优
秀的文化相互融合才能建立多彩的社会。而社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来
的社区文化才能称之为优秀的社区文化。这就需要公民不断的宣扬传统文化，从而建立一个多元一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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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社会。伴随着全球化不断的推进，我国文化也成为了世界瞩目的文化，因此公民拥有良好的文化自
觉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4.2. 有利于繁荣社区文化
我国的目标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文化在社会建设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对于带动社
会、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的文化繁荣离不开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社区建设在不断地从“单位制”
转向“社区制”，因此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是需要本社区的公民作为社区的主体进行创造。社区公民作为
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应肩负着文化传承、传播以及建设的使命。因此作为社区公民要不断的提
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以及文化素养。只有公民思想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了，即公民的文化自觉不断提升，社
区文化建设才可以更好的推进，从而影响着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

4.3. 有利于发展社会文化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其中文化建设是灵魂，处于重要的位置。
一个国家的发展由这几种因素衡量，因此一个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单单依靠经济和政治建设更要看文化建
设。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
作为社区的基本单元，是建设文化的主体。社区的主流文化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因此，社
区文化必须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进行。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社区公民由于接受了全球文化的
熏陶，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这就需要公民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自觉，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
观念，提升文化内涵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5. 社区文化自觉的三种实现方法
文化自觉是公民由内而外自发产生的行动，提升公民的文化自觉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
有利于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培育、激发、提升公民的文化自觉至关重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增强责任心，提升公民参与精神。参与精神是公民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社区中大多
数公民参与意识不强的原因都是由于缺乏主人翁意识，只有公民意识到了其作为社区的主体，才能化被
动为主动，最终形成文化自觉。首先，社区面对不同年龄段以及文化阶层的人要开展不同的教育，由于
性别、职业、学历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居民所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无论是宣传还是教育工
作都应该具有针对性。其次，保证教育宣传形式的多样化，随着多媒体平台的发展，公民了解信息的途
径也变得多样化，一些年龄较大的居民可能还沿用老方式去接收信息，但是更多的人愿意从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获取信息，既方便又快捷，因此社区要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同时，社区还应保证宣传内容能够引
起居民的兴趣与注意，在日常工作中也可以邀请一些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的监督，让他们感受到他们作为
社区成员的意义，从而激发他们参与的自觉性。
第二，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对于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一个社区内有着丰富的文化氛围会引发社区公民的兴趣，而公民一旦对文化活动产生兴趣就会积极
地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对于社区外部环境来说应该在社区内应建设图书馆引导公民多读书、读好书，
从而提升公民的知识储备，与此同时可以定期开展相应的读书汇报交流活动，使得公民与公民之间可以
分享读书心得，这样便于公民勤于思考；同时在社区内开设文化学校，定时为公民提供相应的文化课程，
并通过奖励激励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进来，这样社区内强烈的文化氛围可以提升公民的文化涵养。现阶
段公民获取知识的途径是通过互联网平台，网络文化的传播对于社区公民的思想以及行为的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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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也至关重要，每一个社区都应该建立一个公众平台设立单独的社区文化模
块，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构建传统文化的平台。
第三，提升公民传统文化意识。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社区公民对西方的文化更加的感兴趣，
总体表现为对于西方的文化活动“美化”，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活动“矮化”[13]。而不断宣扬的西方文
化导致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认知。对于青年来说，应该加强其政治理论的学习，丰富学校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作为高校来说，可以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不断地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使得无论
是文科还是理科生都能够了解我国历史，知晓我国文化的来龙去脉；对于社区公民来说，他们是参与社
区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应多种途径提高他们的传统文化意识。例如：不断在微信、微博等公众平台上
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让他们知晓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注重传统文化节日的开展，在传
统节日这样的节点开展相应的传统文化活动，丰富活动的形式，在文化活动的创办上我们可以汲取其他
国家之精华，在我国传统活动的基础上予以创新。
第四，完善社区文化运行机制。社区需要通过丰富的文化资本来提升公民的文化自觉，而文化资本
脱离了运营和管理将起不到提升公民自觉的作用，这就需要一个社区有着良好的运行机制。现代社区需
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设，在社区管理当中，政府只能提供一些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例如：
公共图书馆、体育场等社区的客观资本。同时将社区文化管理和发展的职能授予给社区文化管理机构。
对于营利组织来说，其经营、运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或引
入竞争机制，将带有私人性质的社区文化引入市场，以满足不同公民的需求。对社区居委会来说，他们
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区的制度建设以及社区的管理。对于公民来说，应给予公共文化建设的人力支持。
因此应参与到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文化志愿服务中来。
第五，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现代公民的文化需求也越来越丰富，他们
需要途径来表达需求，这就需要社区文化传播方式要打破以前单极传播的弊端让社区公民拥有表达的权
力，因此政府或社区主管部门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在社区内建立本社区文化公众账号，并培养
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在公众账号内单独设立公民反馈平台，公民在线上可以与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
沟通与交流；同时，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以“互联网 + 政务”为主的电子政务平台，在平台上可就公民提
出的建议和需求给予回答或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公民也可以利用 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随时随地的
查阅政府工作进度。这样公民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诉求，在政府满足其需求后其参与文化活动和建设的动
力越来越足，有利于社区文化的发展。

6. 结论
当前我国在社区公共文化的建设方面越来越重视，现阶段社区公共文化不仅仅在上海更应该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建设。而我国即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民参与非常重要。同样在城市
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强调公民参与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社区中，提高社区公民的文化自觉，从而提升
其文化意识和参与能力，最终促进社区公共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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