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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时空转换
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陶　庆

陶　庆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研究系作者主持 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人民

主权与国家主权良性互动的政治人类学视角”(项目编号:07BZZ036)成果;同时也是李

景鹏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基地

重大项目“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社会团体所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02JAZJD81002)子课题成果。

按学术惯例 , 本文所涉地名、人名均为学名;本文田野研究工作地点系我国华南某

沿海开放城市中心区 ,取其学名为 “南方市福区 ”, 该中心区某著名商业街取其学名为

“福街”。本文是在对南方市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的田野研究基础上 ,对所整理资料的初
步分析;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经历了福街商家联谊会(又称“诉苦会 ”)、福街商家联谊会

筹委会和福街商家协会等三种形态 ,文中统称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以与 2004年底合

法化后的正式组织 “福街商会 ”相区别。

在田野研究期间 ,本人得到了福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 ,福街草根民间商

会三届主要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光金

研究员对本文写作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以上的支持 ,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1访谈编号BJ-84:第二次田野采访时赵良昊记录节选 ,建基集团北埗轻工业区管理处主任赵

良昊办公室 , 2005年 7月 6日。

摘　要: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 。在

“依法治国 ”的法治时代 ,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 “非法 ”状态的福街草根民

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 。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 ,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 。地

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 ,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 ,使

“非法 ”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 ,地方政府权威与

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 、和谐共处 。

关键词:合法性　合法化危机　正当妥协

　　上世纪 80年代前 ,南方市福街所在地是一个名为 “北埗岭 ”的旷

古荒野 , 1不仅 “无国家 ”而且 “无历史”。它在经过十五年政府工业规

划后 ,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一跃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业区之一;现在

年销售总值逾 400亿元 ,位居中国商业街之首 ,堪称世界商业史上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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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奇迹 ,然而这一切却离不开曾经 “非法”的私营商业活动和私营
商人结社活动。合法性在福街商业街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时空大转换;

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在 “合谋”与对抗中重建了新型商业社会秩序 ,并

以约定俗成的福街 “风俗” ,与既有国家文本法规耦合成治理福街的有

效共同准则 。

一 、合法与 “非法 ”的时空转换

改革开放伊始 , “北埗岭 ”被立法规划为 1.2平方公里的 “轻工业

区 ”,数百家工业企业从全国各地 “空降”而至 ,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加工

区横空出世 。可是好景不长 , 90年代中期 ,由于城市迅速扩张等原因 ,

绝大部分工业企业被迫纷纷外迁 ,瞬间 “蒸发 ”;“北埗岭 ”再次沦为楼

房林立 、有厂无人的 “荒业”区。此后 ,以德电电器公司为首的私营企

业 ,悄无声息地 “租赁 ”起国有企业的工业楼房 ,揭开了从无到有创立

福街商业街的历程。正是福街工业楼宇商业用途的 “合法性 ”悖论 ,才

使得第一批冒险进驻福街的商人从中获取了 “发家 ”的原始资本。没

有最初福街私营商人对于闲置工业楼宇的 “非法”商业使用 ,也就没有

后来政府主导的对于福街商业街的 “合法”改造 。 “合法 ”与 “非法 ”,

就这样一起书写着福街的商业社会史 ,也给后来活动上下 、大行其道的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涂上了厚重的时空底色 。工业用途楼宇没有经营商

业的 “合法”身份 ,福街私营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了 “国家工业规划 ”的

排斥与挤压 。 1997年底 ,来自五湖四海的福街商人在互相诉苦过程中

酝酿出 “血缘共同体观念 ”(韦伯 , 2004:307),并采取了自发的共同体

行动:建立起了 “福街商家联谊会”。

1仁东建任召集人时 ,福街的商人群体还只是一个沙龙性质的 “轮流坐庄 ” ,但对外称 “福街

商家联谊会 ” ,是一个听起来很规范的社会组织 , 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些歧义。关草国弥补了

这一方面的不足之处 ,在福街商家联谊会之后加上了 “筹委会 ”三个字。因为既然商人们的

群体是一个筹委会 ,就说明还没有必要马上登记注册 ,而虽然没有登记注册 ,却可以因为筹备

工作而 “合法 ”地开展一系列的社会工作 ,因此商人的活动空间得到大大拓宽 ,社会认同也广

泛增加。

在 2004年底注册登记前的 8年时间里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一直在

福街上下 “非法”地公开活动着 。福街私营商人在 1997年底 、2000年 8

月和 2002年 6月先后成立了 “福街商家联谊会”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

委会”1和 “福街商家协会 ”等三个不同形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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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都想把它 “合法 ”化。在福街商人心目中 ,只有被国家权威承

认 ,才算是 “合法 ”的组织。1

1编号 BJ-15:采访仕女之家原总经理 、东亚购物城现任总经理 、福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

仁东建 ,白沪南先生在座时也不时插话 ,北京菜馆北海厅 , 2004年 9月 29日晚。

2参见《关于查处非法社团组织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 “文件阅览中心 ” ,

http://www.mca.gov.cn/article/content/WJYL MJZZ/20041013140746.html;民社函(1997)

91号载 , “各级民政部门对未经核准登记 ,擅自以社会团体或社会团体分支组织名义在所辖

区域内进行活动的非法社团组织 ,应依法坚决予以查处 ,劝其停止活动 ,并自行解散;对拒不

自行解散的 ,由当地民政部门责令其解散;对仍不执行解散命令 ,继续在社会上进行活动的非

法社团组织 ,民政部门应会同公安部门强制执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 “文件阅览中心 ” , http://www.mca.gov.cn/article/content/WJYL MJZZ/

20041013145614.html;1999年民政部令第 21号载 ,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民

间组织:(一)未经批准 ,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的;(二)未经登记 ,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http://www.mca.gov.cn/article/content/WJYL MJZZ/

20041013145614.html.

从 1997年底仁东建等人发起组织了福街商家联谊会起到 1999年

底 ,这一段时间正是福街商业活动从 “非法 ”状态转向 “合法”状态 ,并

经历着从无直接行政管理机关的 “无吏 ”时期 ,向 “有吏 ”时代的转型。

“老仁”们是福街里经营着主要大商场的高级经营管理者 ,也是有知

识 、有阅历 、有胆识的现代商人 ,他们对于民间结社的严重性和规范性

有所了解。在福街商家联谊会还处在 “吃饭 ”、“聊天 ”式的 “轮流坐

庄 ”时期 ,负责人仁东建就已经意识到社会组织必须合法化的极端重

要性。他想到要起草章程 、登记注册等 “合法 ”事情 。 1998年初 ,他亲

自到南方市民政局给福街商家联谊会办 “登记 ”手续 。按照国家有关

社团管理法规 , 2这种跨行业区域性民间组织根本 “找 ”不到主管单位。

私营经济哪有什么 “上级 ”主管单位 ?仁东建想注册登记的希望像肥

皂泡一样破灭了 。但 “老仁 ”们自认为 ,福街商家联谊会的所有活动是

在法律和政策之下开展的 ,并无任何 “非法 ”、“非份 ”之举 。 “北埗岭”

自国家规划工业区向私营商业区转型之始 ,就被卷进人口 、业态 、文化 、

体制和社会秩序亟需重建的 “革命性 ”时代 ,从全国各地蜂涌而至的十

来万人扎堆在 1.2平方公里的商业街 。他们大多互不相识 ,既没有内

地传统的人情世故 ,也没有基层管理机构位居其中;他们是一群没有归

属 、没有单位 、没有根基的 “商人部落 ”。 1999年末成立的唯一政府权

威 ———代行政府职能的福街管理服务中心 ,所面对着的是更多的外来

人口 、更快的人口流动幅度 、更大的私人商业资本和更高的经济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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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骤变因素 ,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一时难以建立。福街管理服务中心

第一任主任白山军也是福街唯一的政府官员 ,他很快发现 ,自己初来乍

到 ,对 “治下 ”的福街并不了解;而活跃在福街上下的唯一社会组

织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倒是愿意帮助他开展工作 。他自然求

之不得 ,与之相处时还 “高看一眼”。 “老仁 ”们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福

街的生意能够越做越好 ,因此 ,不仅商场老板极力支持 ,政府各界和福

街其他 “社会各界”也都报以默许 、肯定 ,甚至支持 。福街商家联谊会

有活动大都请白山军他们来参与 ,遇 “事 ”更是请他来商量;白山军也

经常请福街商家联谊会的人聚聚 ,一起开会讨论诸如 “北埗岭 ”改造成

福街商业街等的重要问题 。在 “北埗岭 ”这片土地上 ,地方政府权威和

民间社会力量 ,都遵循 “北埗岭 ”地区自生自发的新游戏规则 ,在合法

办事与 “非法 ”活动之间游刃有余地打造着未来的 “商业旺区”。1

1编号 BJ-38:采访仕女之家原总经理 、东亚购物城现任总经理 、福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

仁东建 ,东亚购物城总经理办公室 , 2004年 11月 29日。

2编号 BJ-14:采访原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秘书李俏妹 ,福街北京宾馆咖啡厅 , 2004年 9月

29日。

3编号 BJ-79:采访原福街管委办副主任 、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白山军 , 区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办公室 , 2004年 12月 21日。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第二种组织形态是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

它自 2000年 8月成立 ,会长关草国就到福区民政部门 ,要求办理 “合

法 ”手续 。当时 “法轮功 ”问题比较敏感 , 2国家就此开展了一系列整顿

民间社团等项工作;一些老的合法社团尚难继续生存 ,新的草根民间组

织就更无法登记了。这一次 ,白山军主任开口为 “非法 ”的草根民间组

织 “说情 ”了 。

关草国关于成立联谊会的事 ,民政局不批。他把这件事

向我汇报 ,我(对区民政局)说 ,关草国的联谊会筹委会不是

“法轮功 ”,民政局还是不批准。但关草国的活动是反映他们

的需求 ,是好事。我们政府控制不了全部的商家 ,他们零敲碎

打 ,无法沟通 。但民政局说 ,现在 “法轮功 ”很乱 ,社会团体不

能搞得太多 ,怕与政府对抗 ,所以不批 。3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第三种组织形态是 2002年 6月成立的福街

商家协会 ,会长是白沪南。这一时期 ,福街商家协会在福街内外创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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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空前的社会公共活动 ,最为醒目的是创办了会刊 ——— 《福街商家

简报》(以下称《简报》),并以 “赠阅”等形式向福街内外的公共社会传

播自己的 “声音”。 《简报》主要内容有:报道协会内部活动消息 ,报道

“商人部落”参与外部活动的消息 ,以及有关福街商业发展与福街改造

问题的申论文章 。 2002年 6月到 2003年元月初的半年里 , 《简报 》是

“北埗岭 ”地区唯一履行公共信息职能的 “新闻纸 ”;它每月一期 ,简洁

明快 ,一下就在福街甚至福区引起了轰动 。 2003年元月后 ,福街商业

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福街商业街信息》,这是 “北埗岭 ”地区第一

份官方的 “杂志 ”。同一个 “北埗岭 ”地区出现了官民两种公共 “媒

体 ”,共同演绎着福街商业街的 “故事 ”。这两种福街 “媒体”少不了有

内容相同的报道 ,互引互摘 “消息 ”也就自然多起来。1《简报 》读者有两

类 ,一类是福街商家协会会员 ,另一类是福街管委办和福区相关职能部

门 。会长白沪南以各种形式把 《简报 》投送给福街商业街以外的读者 ,

发挥着它宣传 、交流和沟通的最大作用。市区政府部门多了一条掌握

福街商业街社会管理的渠道 ,也就任其发展 ,没有任何异议。2从 《简

报 》发放的对象 、范围和份数来看 ,福街商家协会在南方市特别是在福

区 ,已经成为一股广泛参与社会活动 ,与商业社会阶层和市区两级政府

职能部门有着密切联系的商人自治组织。通过 《简报 》,福街商家协会

不仅获得了合法性以外的社会认同 ,而且与福街内外 、南方市上下的新

闻媒体构成了互通气息 、互相连动的联盟状态。的确 , “主管部门承认

也好 ,不承认也好 ,它 3都在成长 ,都在发挥作用 ”。4

1编号 GF-64(2):福街商业街信息第 1期(总第 1期),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 , 2003年 1月 13日。

2编号 BJ-1:采访德电董事及副总经理 、福街商家协会会长白沪南 , 福街路北京菜馆香山厅 ,

2004年 9月 21日。

3指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4编号 XW-16:采访福街商家协会主要成员之一 、中山商场商场总经理董青 ,董青总经理办公

室 , 2004年 9月 30日。

8年时间里 ,福街草根商会能够在 “合法律性 ”缺失的不利环境中

为福区地方政府所认可 ,被地方相关新闻媒体所认同 ,在于它通过自身

活动证明 ,它的所作所为对于福街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秩序重建功不

可没 ,并与地方政府的价值预期基本吻合 。地方政府在与他们互相交

往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是 ,凡是事前充分征求商家意见 ,与商家充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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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那么政府出台的政策就会更有效地得到实施 ,也会得到更多商家的支

持和欢迎。福区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回避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而是主动

地转换传统的工作方式和传统偏好 ,使预期政策更能符合福街商业社会重

建的实际需要 ,这已成为福街上下约定俗成的 “风俗”习惯。

二 、草根民间组织与合法性的理论困境

本文研究的福街民间商会是未经注册的草根组织。 “草根民间组

织”是指当下我国广泛存在 、大行其道 ,但未获注册登记的非政府(非营

利)组织(Salamon, 1994:16-39),主要有挂靠政府部门 、隶属单位内部和

纯粹自发自治等三种类型。上世纪末始 ,国内外学者对此现象极为关注

(Strand, 1990;王颖等 , 1993)。这些组织大量充斥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

域 ,因无法 “正名”和统计 ,故名目繁多 、数据不等。如 , “非法 、半合法的 ”

(张鸣 , 2001)“草根组织 ”(王名等 , 2001:105;StephanFeuchtwang＆Wang

Mingming, 2001)为数众多;“未登记的”“草根 NGO”(朱健刚 , 2004:37;王

绽蕾 , 2004:52)约占全国非政府组织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俞可平 , 2002:

200);“未登记或转登记的”“法外民间组织”在数量上十倍于已经注册登

记者(王名 、贾西津 , 2003:101;谢海定 , 2004:30);“草根社团 ”约二百多

万个(王绍光 、何建宇 , 2004:75;袁野 , 2006:44),等等。

草根民间组织研究的最大课题是合法性与合法化 。上世纪 90年

代后期 ,学界始从法理角度研究草根民间组织(吴忠泽 、陈金罗主编 ,

1996;陈金罗 , 1997)。合法化 (legitimation)研究 (哈贝马斯 , 2000;

CharlesTaylor, 1995:249-286)重点关注草根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

(legitimacy)程度 (Thaxton, 1983;Sangren, 1988), 以及与合法律性

(legality)相冲突(陈健民 、丘海雄 , 1999:64)等两个方面内容;它与合

法性概念一道并用于中国草根民间组织研究之中(康晓光 , 1999:12)。

学界试图从合法性角度赋予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的政治前景:或从乡

土社会的 “民间法 ”(田成有 , 2002:1),或从非制度政治参与(方江山 ,

2000:38),或从中国特色的 “社会资本 ”(陈健民 、丘海雄 , 1999:64-

74),或从合法性的四个要素(高丙中 , 2000:100-109)等等角度 ,来理解

当下中国法律规范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研究包含着政府权威合法性危机的命题 。学

界多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邓正来 、景跃进 , 1992;朱英 , 1997)、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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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Elster, 1998)、相互增权赋权(熊跃根 , 2001;郁建兴 , 2003;顾昕 ,

2004)和社会资本(布尔迪厄 , 1997;Putnam, 1993:173)等不同理论角

度 ,力求赋予草根民间组织的 “正当性”和合法化路径(Verba, etal.,

1995),并试图解释政府权威合法化危机的悖论 。有学者或从治理与

善治(罗茨 , 1999:47)等层面分析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 “共治 ”的前景

(俞可平 , 2000:13;马长山 , 2005:76);或从个人与政府的政治关系 、个

人与国家的社会关系两个维度 ,即孟德斯鸠之政治自由与卢梭之社会

民主两个学理方面 ,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正当性理念转型的新课题

(刘小枫 , 1998:100)。这些把民间组织 “合法化 ”与政府权威 “正当性

危机”联系起来的分析路径 ,对于理解和诠释福街商人自治组织 “非

法 ”状态下的正当性现象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草根民间组织与合法性理论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分离现状 。在一个

充分强调 “依法治国 ”的法治时代 ,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并能够认同

“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呢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社会基础

与正义原则当然是重要的环节 ,但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了自身权威的

合法性危机 ,并试图走出这一危机的潜在意识和实际作为 ,则是需要直

面的 “惨淡”事实 。合法性理论一般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是主要指民间

社会的合法 律性 (legality), 二是主 要指政府 权威的 合法性

(legitimacy)。国家权威掌控的立法机构颁布法律法规 ,当然具备合法

律性 ,但它是否具备充分的正当性 ,仍是一个合法性悖论;而民间社会

自发的结社活动 ,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共同体行动基础上的正当性 ,但

能否为立法机构所接受也是合法性悖论的另一方面。因此 ,无论是福

区地方政府 ,还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都处于以上两种合法性的时空转

换之中 。无论他们怎么想卸下 “非法 ”的重负 ,加入到 “合法 ”社会的序

列中去 ,都遇到了既有相关法规的抵制与拒绝 。很显然 , “合法 ”与 “非

法 ”的既有文本法规框架 ,已经不能充分解释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地

方政府良性互动的新社会现象了。为了解决来自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

两个方面合法性危机的困惑 ,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法哲学与

法人类学等领域 ,以期拓展更有效的诠释空间 。一言以蔽之 ,民间组织

的合法律性危机和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 。只有双方协商合作 ,相互授予对方合法性 ,化解对方合法化危机 ,

才能走出各自合法性危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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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街合法性时空转换的三个轮回

福街现代商人从开始冒险进驻 “北埗岭 ”,就曾对市规划国土部门

以 “工业区”为名不许从事商业经营的既定政策抗争周旋过 ,并催生了

最早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 “诉苦会 ”。从那时起 ,福街进入地方政

府与民间社会转换合法性的时空维度 ,并创下法规与风俗耦合的三次

范例:一是 1999年 7月福区政府明令禁止福街商人进行一切户外促销

活动以把福街打造成全国 “购物放心一条街 ”(“七月禁令 ”),双方在

互动中承认了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 “合法 ”身份;二是 2001年 1月福

区市政园林局与福街草根民间组织正式公函交往(简称 “一号文件 ”风

波 ,下同),政府职能部门在互动中正式接纳了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的

“合法”地位;三是 2002年 6月起 ,福区总商会与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为 “收编”福街草根民间商会而试图推行各自的 “商会规划”,三方在

互动中最终以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唯一社会基础 ,于 2004年底登记注

册了 “福街商会”。

1编号 GF-166:南方市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福府办 [ 2000] 28号),关于印发《福街管理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 》的通知 , 2000年 7月 31日。

2对于每天都为商场生意操心的商人来说 ,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 “元月禁令 ”犹如一块压在胸

口的巨石 ,令他们时刻喘不过气来。福街商人的户外促销活动 ,在 “北埗岭 ”地区有好几个更

“别致 ”的称呼。如 ,在 2000年 8月时叫做国庆 “庆典 ”, 2001年元月时前后叫做户外 “宣

传 ” ,李南河任管委办主任时期曾称为 “美化 ”环境 , 2004时又出现过 “展示 ”等新名词。 (转

下页)

(一)“七月禁令 ”与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合法 ”身份

1999年 ,福街商业街改造完成 ,政府已经正式默许 “北埗岭 ”成为

新兴的商业区(虽然政府对这里的文本规划至今仍是 “轻工业区”);为

了在 2000年 8月份把它 “打造 ”成全国 “购物放心一条街 ”,在是年 7

月的一次会议上 ,福区政府主要领导要求 “今后一律不允许在福街路

面上设置临时建筑物 ,确有需要的 ,由管委会办公室作出方案经管委会

同意报有关部门审批 ”。1这就是后来福街商人们所说的 “七月禁令 ”,

它的前提是 “不管是在创建购物放心一条街的活动期间 ,还是在今后

管理中 ”。而 “临时建筑物”的含义非常广泛 ,任何一项商业活动所设

置的必要物件都可以称之为 “临时建筑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 ,福街户

外商业性促销活动 2就被永久地 “冻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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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福街现代商人支持政府主导的福街商业街改造 ,但反对福区

政府决定开设 “官办” “活动商铺 ”损害了福街私营商业利益一样;福街

商人赞成政府 “打造” “购物放心一条街”,但不赞成福区地方政府在福

街 “创建 ”活动中出台的 “七月禁令”———它把福街生意 ,特别是户外促

销活动 “一棍子打死了 ”。1

(接上页)这些称呼的来历 ,都离不开福街商人的 “发明 ”,因为他们总是设法使纯粹的商业活

动搭上 “主旋律 ”的 “便车 ” ,并借此获得政治合法性。

1编号 BJ-3:采访原福街商家协会专职秘书梅盛林(她当时已离开福街 ,在南方市某大商场工

作),福街北京菜馆天坛厅 , 2004年 9月 23日。

2指促销活动。

3编号 GH-2:南方市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致福区政府申请报告(全文), 2000年 9月 8日。

4编号 GH-4:参见南方市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致福区政府商榷函(全文), 2000年 9月

19日。

5编号 GH-3: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 “关于 `国庆节 '期间福街商家举办团体活动的请示 ” ,

2000年 9月 19日。

在这种情况下 , “藕香塘”商场总经理关草国出面 “挑头 ”组建了福

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福区政府变通 “七月禁令 ”,

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是向政府和领导投递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公函”。未经登记的草根组织不能 “私刻 ”公章 ,因此福街商家联谊会

筹委会公函署名形式比较独特 ,即分别签上筹委会各个商场的名称之

后 ,另处再加盖各个商场公章 ,最后署上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名

称 ,并加盖菱形准公章印记;我们且称之为 “大关体 ”公函———以与同

样对内的内部通知 “小关体 ”公函相区别。 2000年 9月 8日 ,筹委会把

福街商家关于开展国庆黄金周户外 “庆典”2活动的 “大关体”公函直接

呈送给福区政府 ,并像政府正式公文那样 , “抄送”其他几个相关单位 ,算

是一次性批发了 “大关体”公函。3 9月 19日当天 ,又分别给福区政府 、政

府主要领导发出了三封内容一致的 “大关体”公函。第一封 “大关体”写

给福区政府 ,主题是 “将福街创建成怎样的一条街 ”,是一封说理的短

文 , 4意在据理力争 ,为福街商人的户外商业促销活动寻找理论依据;第

二封写给福区政府主要领导 ,既是一封言辞恳切的请求函 ,也是一封信

誓旦旦的保证书;5第三封再次致函福区政府 ,正式提出国庆黄金周 “庆

典”活动的具体时间内容和计划 ,这封 “大关体”“抄送”的对象包括区政

府主要领导 、福街管委会主要成员单位 ,以及福街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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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区政府深知 ,政府在福街商业街没有一寸土地 、一份产权 , 1福

街商业街是自发形成的;虽然政府没有正面直接回应 “大关体 ”,但很

快批准了福街商人的国庆黄金周户外 “庆典 ”活动 。福街商家联谊会

筹委会公开打着福街商家自治组织的旗号(公函中多次),径直使用了

“联谊会 ”而不是 “筹委会”与福区政府成功的交往与对话 ,不仅没有触

犯 “法律 ”,其要求反而得到了福区政府的理解和同意 。福街商家联谊

会筹委会随即主动成立了 “临时检查小组 ”, 2担任了在国庆期间开展

户外 “庆典”活动时维护商业社会秩序的特殊任务———这仅次于福街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准行政权力机构 。3“临时检查小组 ”有权检查福

街商人的户外促销活动 ,有权维护福街国庆展销期间的社会秩序和公

共安全 ,有权对任何违章商家的行为实行处罚 ,甚至规定可以根据情况

随时中止违规商家的户外商业活动。与此同时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

会还曾提出申请 ,要求商家组织自己的保安队 ,以帮助地方政府来维护

福街的商业社会秩序。4这种现象表明 ,福街现代商人的自卫 、治理意

识相当强烈 ,公开提出了带有政治权利色彩的要求;这与中国近代商人

在上海租界等地 “以资自卫而保富强 ”(佚名 , 1957:86)等利益诉求有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编号 GF-195: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福区改造办 [ 1999]

037号), “福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 1999年 8月 31日。

2、 3编号 ZZ-8: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通知 , 2000年 9月 25日。

4编号 GH-11: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文件 , “致市政府的一封公开信 ”, 2000年 12月 1日。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虽然成立了三天时间的 “临时检查小组 ”,但福

街管理服务中心仍是正式的行政主导力量 ,白山军也发动福街管理服

务中心全体成员 ,在福街商人公开进行的国庆黄金周 “庆典 ”活动中 ,

制定周密的值班计划 ,成为这次活动圆满结束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

福街 “临时检查小组”和福街管理服务中心的通力合作和密切配合 ,加

上佛荔派出所按照上级要求抽调出 20多名治安管理员配合公安人员

上街加强治安管理 ,千禧之年的福街国庆 “庆典 ”呈现出了一派商业兴

隆 、人气旺盛 、社会祥和的难得局面 。 9月 28日 ,福街管理服务中心对

此有专项工作报告呈送上级。

商业街联谊会也成立了由 “德电 ”、“绅士之家 ”、“藕香

塘 ”和 “巨商 ”等商场老总组成的自查小组 ,每日上街巡查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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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商家的活动行为。节日期间佛荔派出所抽调十多名治安管

理员配合公安人员上街加强治安管理 。在多方合作与努力

下 ,使福街度过了一个欢庆 、热烈 、安全 、愉快的国庆佳节 。1

1编号 GF-308:福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福街商业街节日期间管理情况汇报 ” , 2000

年 10月 10日。

2编号 GF-235:福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关于福街商业街清理乱摆卖情况汇报 ” ,

2000年 11月 22日。

福街管理服务中心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福街联谊会” ,指的就是尚

未登记注册的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了披

上 “合法 ”外衣 ,特意加注了 “筹委会 ”字样;但在福街管理服务中心领

导看来 ,这个打着 “筹委会 ”旗号的自治组织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福

街联谊会”了 。通过与政府部门的交往 、协商与合作 ,福街草根民间商

会获得了 “官方”变相承认 。

(二)“一号文件 ”与福街草根民间组织 “合法 ”地位
福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白山军对于福街商人的态度有了很大转

变 ,他认为理顺福街商业秩序管理体制离不开福街商人的有效参与。

他把这些想法 ,向上级有关领导作了进言 。

近期广大商家要求在元旦 、春节前利用商品销售旺季搞

一些宣传活动 ,由福街商业街商会筹委会进行自律性管理;同

时 ,该筹委会请求能与管委会的主要领导开个座谈会 ,共同探

讨福街商业街的管理问题 。2

福区官方文件再一次提及福街商人自发性组织 ,表明福街商家联

谊会筹委会前期社会活动 ,已经得到了政府派出机构福街管理服务中

心的变相承认;而这一潜在的 “合法 ”意义 ,迅速在福街上下扩散开来。

这份工作报告向福区政府领导传出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元旦 、春节即

将来临 ,这是比国庆黄金周更为重要的商业销售旺季;既然国庆黄金周

已经允许搞 “庆典 ”活动 ,那么元旦春节也不该例外。所以白山军的报

告借福街商人名义 ,向上级领导请求准许元旦春节户外商业促销 “开

禁 ”;二是要求福街管委会主要领导与筹委会召开座谈会 ,共同讨论福

街商业社会管理问题 。第一个信号反映了福街商人的经济要求 ,第二个

信号反映了福街商人治理福街公共秩序的政治意向。大约 20天后 ,福

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也向福街管委会发出了类似请求的 “大关体”公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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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商家希望在不影响交通和市容的前提下 ,搞一些

有意义的宣传 、推广促销活动。特此申报 ,恳请批准为盼 !以

下是各商家节日期间的活动安排(略)。1

1编号GH-10: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关于圣诞节 、元旦 、春节期间活动申请 , 2000年 12月 12

日。

2编号 GF-12:南方市福区市政园林局(福市政函字 [ 2001] 1号), “关于春节期间福街各商家

及单位申请宣传促销活动的批复 ”, 2001年 1月 12日。

“大关体 ”公函把请求 “开禁”户外商业促销的时间提前到了圣诞

节 。改革开放以来 ,国人也慢慢过起了 “洋节”,每逢这些日子 ,生意行

情当然看涨 。公函中 ,福街商人请求在 “三节 ”中开展宣传 、推广促销

活动 ,请求的内容趋于真实性 ,不再是上次请求中所提的国庆 “庆典”

了 。这表明 ,福街商人了解到福区政府的支持合作态度后 ,没有必要再

玩 “文字游戏 ”,反映了交往双方的彼此信任度有所增加。尽管如此 ,

请求的内容中仍把 “宣传”放在 “促销活动 ”之前 ,这说明福街商人在申

报诸如此类活动时 ,还是把政治 “合法性”置于首位。福街管理委员会

(副厅级)有四位福区政府领导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一位福区政府领导

任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处级)主任 ,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 ,其

中负责商业户外促销活动的政府部门是市政园林局 。鉴于福街商家联

谊会筹委会在当年国庆 “庆典”中的良好表现 ,福区市政园林局很快批

准了他们关于 “三节 ”户外宣传 、促销活动的申请报告 ,并径直将批准

公函批转给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你会送来春节期间举办活动的申请已收悉 。现经我局对

各商家及单位举办的活动内容及其场地进行考察 ,并报经有

关领导研究和审定 ,批复如下 [略 ] 。2

这封 “官方”公函于 2001年元月初发出 ,是福区市政园林局的 “一

号文件 ”;它是 “官方”组织送达给 “筹委会 ”的第一封正式公函 ,抬头全

称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这等于公开接受了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

合法性地位 。该公函主要内容是答复筹委会 ,同意福街商家在 “三节”

期间开展户外 “宣传 ”活动 ,并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 ,即地点 、时间 、责

任 、法规 、义务和图示 。可见 ,福区市政园林局的公函答复郑重而慎密。

(三)“商会规划 ”与福街草根民间商会合法化
福街尽管表面上繁华似锦 ,但内部掩盖着的却是工业楼房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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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国家划拨土地的使用年限 、工业楼房的租赁费用 、商业街私营商

业的征纳税和福街改造所涉及到利益纷争等诸多的 “火药桶 ”问题 ,稍

不留神 ,就有可能从福街内部把自己推毁 。正所谓国家权力过大与国

家能力下降同时并存的悖论(李强 , 1998:17-23),市区两级政府长期以

来对于福街商业秩序的管理相当 “软 ”;这个 “软 ”并不是主观上不努

力 ,而是由于 “北埗岭 ”自有的 “无国家 ”“无历史 ”的风俗传统 ,客观上

行政力量无法彻底穿透这个仅 1.2平方公里的地区 。 “北埗岭”是市

场经济的天堂 ,行政力量在这里必须走下 “神坛 ”,与生于斯长于斯的

民间力量融合在一起 ,才能有效展示它自身的 “法道 ”。

1编号 GF-229:武敏.2001.“管理就是服务———福街商业街公共管理理念的探讨 ”.《福区调

研 》(28)。

2编号 GF-226:李南河 、陈乃奕 、武敏 ,福街商业街管委会办公室 , 2001年 10月 , “发展辖区经

济 ”主题征文专刊之十五 “从福街的兴旺看政府在促进辖区区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与作用 ” ,

《福区调研 》 ,第 36期。

3编号 GF-356:福街管委办 , “福街商业街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总结 ” , 2001年 12月

6日。

在理顺福街管理体制中把商人组织起来 ,以福街管委办为主导来

组建福街商会 ,这个 “商会规划 ”萌芽始于 2000年 7月。该年上半年 ,

福街几乎沦为 “地摊街 ”,根子就在于福街管理服务中心一再坚持要开

办经营性质的 “流动商铺” ,以致于引发了无休止的 “地摊 ”式小商贩蜂

涌而入 。白山军痛定思痛 ,深刻反思 ,从此省悟道:要理顺福街管理体

制 ,今后就必须吸收福街商人参与福街管理 。李南河赴任第一届福街

管委办主任后 ,原任福街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武敏向他提出了组建商

会的建议: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 ,应根据商业街特点 ,及时引导和组

织区域成员参与管理工作 ,听取他们的意见 ,吸收商家业主成立商会组

织等。1稍后 ,李南河主任在 “利用 ”福街唯一能够把福街商人聚集在一

起的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时 ,更充分认识了商会组织的重要性。他

藉此提出 “共建 ”管理模式:建立党组织 、群众组织 、社会自治半自治

组织是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 ,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

系 。2可见 ,福区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 ,要建立有效的福街商业社会秩

序 ,就必须建立党组织 、工 、青 、妇组织和商会组织。3李南河没有时间

实施这些思路就调离了福街 ,第二任福街管委办主任柯家凡在与福街

草根民间商会打交道过程中 ,明确提出以福街商家协会(此时白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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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长)为基础来重建 “具有全国影响的 福̀街商会 ' ”。他声称要让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合法化 ”,这是重建福街社会秩序的其中一个环

节 。福街管委办发出公函 ,要求福街商家协会讨论 “福街商会 ”的事

宜;1“福街商会 ”是福街管委办准备成立的 “合法 ”商会 ,而福街商家协

会则是 “非法 ”的;因此 , “合法化 ”就意味着民间的 “福街商家协会 ”要

融入到官办的 “福街商会”中去。

1编号 GF-370: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通知 ” , 2002年 7月 1日。

2编号 XW-21:参见南商论坛备忘录 , “我们为什么需要商会 ? 南方学术沙龙暨因特鹏南商论

坛备忘录 ”(因特鹏南商俱乐部)www.interhoo.net, 2004年 5月 22日。

3编号 GF-31:福区总商会事务部二★★四年工作计划 , 2004年 1月 13日。

4编号 GF-30:关于授权福区总商会为福区辖区民间商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请示 , 2004年 2

月 18日

5编号 GF-16:南方市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福府办 [ 2004] 20号), “关于授权福区总商

会为福区民间商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复” , 2004年 3月 18日。

然而 , “福街商会 ”筹备近一年不见结果 ,关键的原因在于柯家凡

主任不想以福街商家协会为基础 ,而要以福街 “老板这个班子 ”为基

础 ,来组建 “全国有影响的商会 ”。这就涉及到福街到底要组建一个什

么样的商会 ,即商会的性质问题 ,以及福街商家协会的合法性问题。

2004年 5月 22日 ,因特鹏南商俱乐部 、南方市社科联 、福街商业街管

委会 、福街商会(筹)、福街商家协会等几家联合举办了题为 “我们为什

么需要商会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会 ?如何催生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商

会 ?”的大型研讨会。这次研讨会 ,公开打出了 “福街商家协会 ”的字

样 ,以与另一家 “福街商会(筹)”相区别 ,同一条商业街的两个商会组

织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场上 ,表明了福街商家协会不愿与被政府 “收

编 ”的政治立场 。白沪南在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会?

需要商家自己的商会 !政府主导的商会最终代表的是政府 ,政府职能

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 ,政府主导的商会同样不能解决 。只有商家自己

的商会 ,才能真正为商家谋利益 。”2

与此同时 , 2004年 1月初 ,福区总商会制订的工作计划也称 ,要抓

住区委区政府授权总商会主管辖区工商社团等有利条件 ,筹备成立

“福街商会”等区域性 、行业性商会。3 2004年 2月 ,福区总商会向福区

政府专项请示 ,申请区政府下文授权它为福区辖区民间商会组织的业

务主管单位 。4一个月后 ,请示函得到批复。5就这样 ,福街管委办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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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商会都 “争 ”着要 “收编 ”福街商家协会 ,来做预期中的 “福街商

会 ”的主管单位 ,以此充实扩大重建福街商业秩序的合法性。福街管

委办 、福区总商会和福街商家协会 ,这三家为组建一个什么样的 “福街

商会”,以及如何组建 “福街商会 ”,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 。在福街管

委办眼里 ,福区总商会是个工商联组织 ,不配 “担纲 ”组建福街商会 ,因

为工商联组建的商会是 “官方”组织 ,这与 “福街商会 ”的民间自治性质

不相吻合。而对于福区总商会来说 ,组建 “福街商会”是他们年初预定

的重要工作 ,得到了福区政府的特殊政策支持 ,因此完全有能力 “担

纲 ”这个重任;特别重要的是 ,福区总商会反对福街管委办要建立一个

“全国有影响的” “老板这个班子”的 “福街商会 ”规划 ,主张先让福街

商家协会 “合法”起来 ,在运作的过程中 ,让它自我发展 、自我壮大。

随着福街 “老板这个班子 ”的最终流产 ,筹备福街商会的 “发球

权 ”,从福街管委办手中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福区总商会的手上。白

沪南以商人特有的嗅觉立即感觉到 , “实际上区总商会当时是围着他

(福街管委办)走 ,实际上都是他来做 。后来在这个角色上有变动;区

总商会主动 ,他被动 ”。1福区总商会开始主动进入福街 ,它要独闯 “北

埗岭”,说服在 “收编”福街商家协会 “争夺战”中已经 “消沉”的白沪南

“加盟”。这样 ,就等于它代表政府公开接受了已经 “非法 ”活动 8年之

久的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性。 2004年 8月 3日 ,福区总商会经过

认真研究 ,郑重地向福街商家协会会长白沪南发出了一封公函。

1编号 BJ-83:第三次采访福街商会会长白沪南 ,德电公司黄先生办公室 , 2005年 6月 28日。

2编号 GF-25:南方市福区总商会关于筹建 “福区福街商家联谊会(商会)致福区福街商家联

谊会白沪南会长的函 ” , 2004年 8月 3日。

3编号 BJ-2:采访区总商会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贺延青 ,区总商会会议室(城管大厦 10楼),

2004年 9月 22日下午。

为福街商家民主自治搭建组织平台 ,鼓励商家积极参与

商业街的建设和管理 ,推动福街商业街的发展再上新台阶;经

研究 ,我会拟筹备成立 “福区福街商会” ,并恳请您牵头主持

该商会的筹备工作 ,现将筹备的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略 ] 。2

这封公函分八个部分 ,抬头即称 “福街商家协会白沪南会长 ”,表

明了对于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的承认;规定以现有的福街商家协会为基

础 ,来筹备组建的 “福街商会 ”。福区总商会虽然是主管单位 ,但它继

续重申了 “三不主义”(不派干部 ,不兼职 ,不干涉具体事务)政策 , 3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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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 “福街商会 ”的性质是 “民主自治 ”。这封信

的发出决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它是福区区委区政府顺势引导工商类型

草根民间组织发展的一个政策缩影。福区总商会与白沪南协定 ,筹建

福街商会工作 ,是在总商会的指导下 ,以福街商家协会为基础 ,由福街商

家自行发起 ,自选领导 ,然后自筹经费 ,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目的是建成

具有民营经济特色和民主自治特点的民间商会。总而言之 ,这个叫做

“福街商会”的新商会 ,是完全以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基础的社会团体 ,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它持续八年之久的高度自治 、纯粹民间的性质。

1编号BJ-45:福街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笔者录音整理稿), 2004年 12月 3日。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性终于得到了福区政府部门公开正式的

政治认同 , “白沪南”们接受在这个原则下接受 “政治协商”的结果 。经

过不到半年的紧锣密鼓的准备 , 2004年底 ,南方市福区 “福街商会 ”终

于完成注册登记手续 ,从此踏上了 “合法”发展的新台阶 。1

四 、结论与讨论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 ,不是简单地指草根民间组织趋向 “合法律性”

的单向改造过程 ,即履行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法律程序;而是指国家

权威与民间权利各自匡正内在 “合法性 ”(legitimacy),使 “合法性 ”与

“合法律性”(legality)渐趋一致的动态平衡过程 ,故此它是双向的互惠

互动。它不是国家权威对草根民间组织的单向 “收编 ”,也不是草根民

间组织向国家权威的单向 “靠拢 ”;而是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在谈判对

话 、协商合作基础上 ,转换各自偏好 ,最终实现草根民间组织自身正当

性与合法律性相一致且相统一的社会重建过程 。当下国家权力过大与

国家能力下降的现象同时并存 ,需要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 “合谋 ”完成

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过程;只有草根民间组织充分获得了有效

“合法律性” ,政治统治才能由此获得更充分的政治 “合法性 ”,两者完

全互为条件 。

合法性时空转换的福街经验属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它致力

于理解人类社会组织是怎样发生和如何运作的(RonaldCohen, 1996:

363),长于对 “合法律性 ”以外的 “边缘”人类社会组织和集体行动进行

研究(哈维兰 , 1987:424-429),藉此揭示出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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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本质属性。福街法规与风俗耦合的地方性知识说明 ,一个 “非法”

的自治组织也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权威的默认和支持;即使不是处于传

统社会中的乡土场域 ,它的合法性也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形成。

与此同时 ,国家权威能够在调整自身的政策偏好取向的同时 ,愿意以对

话协商的姿态与民间组织产生共识;地方政府在不触动国家权威体系

但 “创新 ”地方性法规 ,草根民间组织在维护国家权威体系但维护自身

正当性的同时 ,双方能够共同 “合谋 ”重建地方性社会秩序 ,以最终消

弭 “内在于法律本身之内的那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 ”(哈贝马

斯 , 2003:358-404);或许 ,这可能是当下中国依法治国的途径之一。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 ,法律应

该以社会为基础 ”(马克思 , 1965:291-292)。合法化治理要求改变过去自

上而下的立法传统 ,而向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立法的民主合法性方式转

变(陈端洪 , 1998:59),这必然构成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良性互动的生动

局面 。当前我国民间组织立法较为零乱分散而面临着合法化危机(信春

鹰等 , 1998;周志忍等 , 1999:78;苏力 、高丙中 , 1999:189),因此 ,合法化治

理的突破口在于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协商出台相关正式法律法规。同

时 ,民间结社活动对于行政司法权等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合法化治理从社会契约原则出发 ,要求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对话

谈判 、民主协商 ,并将其成果通过法律程序引向法治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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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eationofAutonomic-SpacebytheTownshipGovernmentsinWestern

andCentralChinaaftertheTaxReform:ACaseStudyofCountyYin

HebeiProvince YangShanhua＆SongQian　87⋯⋯⋯⋯⋯⋯⋯⋯⋯

Abstract:AftertheTaxReforminChina, theincomeofthetownshipgovernmentsin

WesternandCentralChina(TGWCs)reliesmostlyonbudgetarytransactionsandtheir

powerhasbeenpartiallytakenbackbytheirauthorities.Thesemeasureshavegreatly

shrunkentheautonomic-spaceoftheseTGWCs, whosepreviousprimaryincomesource

wasagriculturalrevenues.Evenundersuchinstitutionalpressureandinsuchdifficult

financialandadministrativesituations, TGWCsarestillexpectedtoaccomplishthegoals

setbytheirsuperiorities.Thus, TGWCsinevitablyhavetocreateanautonomic-space

forthemselves.Accordingtotheauthor' sin-depthinterviewswithsometownship

governmentofficialsinCountyY, HebeiProvince, thispaperdescribeshowsomeofthe

TGWCsinWesternandCentralChinahavetriedtoestablishtheirautonomic-space

withinthe“sandwiches”.Theinvestigationhasrevealedthefollowingcommonfeatures

ofsuccessfulTGWCs:thetownshipgovernmentofficials' informedselectivity;reduced

jobscopes;autonomic-spacecreationin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stothegovernments

atthecountylevel(characterizedofbothdependencyandsoftresistance);autonomic-

spaceexpansionin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stothevillagersatthegrassrootswhen

strategicallymobilizingandutilizingalltypesofpowers;andformationofanactiveand

effectivesystem, andevenanofficeculture, toensureasuccessintheassessmentby

theirauthorities.Thus, TGWCs' autonomic-spaceiscreated.

Keywords:autonomic-space, tacticsofpower, townshipgovernmentsinWesternand

CentralChina(TGWCs)

TheLegitimacyofSpace-TimeConversion:ACaseStudyontheGrassroots

ChamberofCommerceinFujie TaoQing　107⋯⋯⋯⋯⋯⋯⋯⋯⋯⋯

Abstract:TheTheoryofLegitimacydealswiththelegitimacyoffolksocietiesandthe

legitimacyofgovernmentalauthorities.Inthetimesofgoverningthestatevialaws, why

wouldthelocalgovernmentrecognizetheillegitimateGrassrootsChamberofCommerce

inJujie? Ontheonehand, thePrincipleofJusticeseesthelegitimatefoundationofthat

organization;ontheotherhand, thelocalgovernmenthassensedthecrisisinthe

legitimacyofitsownauthority.Now temporarilyhangingabovethelaws, thelocal

governmentand folk societyare supplementing theirown imperfectlegitimacy,

respectively, intheirinteractionsothatfreebuteffectivespace-timeconvers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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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itimacy” and“legitimacy” withinthelegalframeworkisaccomplished.The

authorityofthelocalgovernmentandtherightsofafolksocietycanbenefiteachother

duringreorganizingthesocialorderandco-existing.TheresearchontheFujie

experiencereportedinthispapershowsthatthecrisisinthelegitimacyofthelocal

government' sauthorityandthecrisisinthelegitimacyoffolkorganizationsareinfact

twosidesofjustoneproblem.Onlywithbothsides' cooperationandgrantofthe

legitimacytotheotherpartycaneachgetoutofitsowntemporarypredicament.

Keywords:compromiseonjustice, crisisoflegitimization, legitimacy

TheStigmaticSituationandtheCopingStrategies:ACaseStudyofthe

AdaptationoftheFloatingPopulationtoUrbanLifeandtheCommunity

Change ZhangYouting　126⋯⋯⋯⋯⋯⋯⋯⋯⋯⋯⋯⋯⋯⋯⋯⋯⋯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wotopics:Thefirstisabouthowthefloatingpopulation

usescollectivestrategiesforthecentralconcernofurbanlifeadaptationderivedfrom

socialinteractionandrelationaltiesinordertolowersurvivalrisksduetothestigmatic

situationandtheinstitutionalexclusion;thesecondisabouthowthecollectivenetwork

basedondaily-lifepracticeinteractswiththecommunitystructure, whichinturnaffects

thedevelopmentofthecommunity.Theauthor' sempiricalstudyofacommunity

condensewithmigratingworkersconfirmedtheinitiativeofthesemigratingworkersas

agentsofsocialpractice.Theiradoptionofdifferentstrategiesforassimilation, relational

adaptationanddevelopmentaladaptationtoadjusttotheurbanlifeindifferentstages

showedtheirself-determinedselectivitywhenfacingthestigmaticsituation, which

resultedintheoverallstructuralchangeofthemigrationcommunity.Placingthe

adaptationprocessofthefloatingpopulationwhileadjustingtotheurbanlifeinthe

contextoftheircommunitychange, theauthorusedtheanalyticapproachfocusedon

co-emergingandco-varyingtoovercomethesimplificationtendencyintheassimilation

theorysothat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floatingpopulationcouldbeachieved.

Keywords:co-emergingandco-varying, copingstrategies, floatingpopulation, stigma

Interests, Games, andPensionReform:AnalysisofPensionSystem by

PoliticalSociology YangLixiong　148⋯⋯⋯⋯⋯⋯⋯⋯⋯⋯⋯⋯⋯⋯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heinterestgamesintheprocessofpensionreformand

thetrendofpensionprivatizationbyemployingtheneo-pluralismtheory.Th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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