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旋转的 “认同环 ”:“福街商会 ”
的象征与仪式

　　　　 陶　庆

[摘要 ] “福街商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织形态 ,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 , 社

会群体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 “认同环”上的一分子 , 当其所属的 “认同环 ”呈现强势之

时 , 该社会人就以此类 “认同环”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 ,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社会群体认同的

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 , “福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

的政治共同体 , 包容着福街草根民间组织 、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 “认

同环” ,时而为 “隐性认同环”,时而为 “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立 ,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这

种类似 “旋转”动态的 “社会认同”,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重建过程中的多样性与过渡性等特征 , 它为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提供了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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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认同环”的引入

福街
①
商人合群结社并与 “官方 ”互动共建

“福街商会”的民族志故事表明 ,改革开放后我国

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与 “历史合

力 ”,社会群体认同具有变动性 ,以及政治共同体

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等特征。

社会认同理论的经典定义表明 ,社会人认识到

自己的特定社会群体归属性 ,并意识到作为其成员

而享有的情感与价值
[ 1]

。西方文献中对于认同的

多样性与流动性论述不凡其例。如 “认同轴”观点

认为 ,人的认同有一个 “差异轴 ”,不同的 “轴”面形

成各自不同的社会认同 ,同时 “轴 ”面与 “轴 ”面之间

也构成了社会差别。
[ 2]
这种认同差异性不止于哲学

层面的 “现代性”悖论 ,或者所谓根本性的心理性问

题
[ 3]

,还有社会发展的环境背景
[ 4]

。又如 “认同变

形说 ”指出 ,认同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共同体意识 ,

而是处于不断变化 、重新组合的过程中 ,并有学者

概括成放大 、合并 、延伸和变形等四个主要阶段
[ 5]

。

认同变形说表明 ,认同处于任意变化的形态之中 ,

它是多样性环境中的经验性结果
[ 6]

,它是物质生产

与消费的产物
[ 7]

, 并具有有形与无形的双重特

征
[ 8]

。还如霍尔的 “认同流动性”指出 ,认同具有多

样性 ,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其维度指向四面八方
[ 9]

,

因而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 10]

。

中国学者对此也有理论开拓 ,如 “认同万花

筒”观点
[ 11]

, “认同多重性”论述
[ 12]

,以及 “多叉连

续分层系统”论点
[ 13]
等等。关于社会认同的实证

研究方面 ,国内主要集中在香港
[ 14]

,中国大陆的典

型案例则是对北京基督新教的分析
[ 15]

。因此 ,这

一方面的田野资料还相当缺乏 。

“福街商会 ”是福街官方与民间在协商 、冲突

与对话过程中合力 “打造 ”的新型民间商会 ,故行

文中加以双引号以区别于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
②

“福街商会 ”是福街 “官 ”民各方及 “官 ”方不同利

益团体在交往协商中形成的新型政治共同体 ,它

既不是来源于福街草根民间商会基础上的社会群



体认同 ,也不是完全基于福街管委办或是福区总

商会对于民间组织的社会群体认同 ,而是不同社

会群体认同在社会互动中 “相交”与 “重合 ”的最

终结果 ,行文中称这种社会现象为 “认同环 ”。 “认

同环”在学理上是指某一部分社会群体在社会互

动中形成的社会群体认同;每个社会人都是构成

不同 “认同环 ”上的一个点 ,每一点同时可以占据

若干个 “环” ,即环环相交的 “认同点 ”。社会生活

就是由无数个 “认同环”———社会群体认同———所

构成的立体时空 ,社会人或社会群体 ,在特定的环

境条件下皆有可能与 “他者 ”结成新的社会群体认

同 ,甚至产生某一领域的社会群体共同体 ——— “旋

转的 认̀同环 ' ”。

一 、认同环平行:“我们就考虑让它合法化”

2002年 7月 1日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骨干成

员白沪南等人在筹备福街商家协会第一次全体会

员大会时
③
,收到了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全文

简称 “管委办 ”)发来的邀请公函 ,声称要和他们一

起讨论 “ 福̀街商会 '的性质 、功能定位及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自 1997年底始到那时 ,福街草根民

间商会已经公开活动了差不多六个年头 ,但没有

获得合法登记的权利 ,也无法获准刻印民间组织

公章。
④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虽然没有合法地位 ,但其

对内对外活动都有较为规范的 “文件”和 “通知 ”。

在 1997年底至 2000年 7月之间的 “福街商家联

谊会”(“诉苦会”)时期 ,其公文形式是:各主要商

场署名文件末尾 ,并在自家商场名称落款位置上

加盖各自公章;这种特殊形式的公文格式因牵头

人是仁东建而被称之为 “仁体 ”公函。 “福街商家

联谊会筹委会 ”在 2000年 8月至 2002年 6月期

间 ,公文文末署名 “福街商家联谊会 ”并在其上加

盖菱形 “公章 ”,该章刻印着 “南方市福区福街商家

联谊会筹委会”等字样 ,因会长是关草国而被称之

为 “关体 ”公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此 “公章 ”实

属私自刻印 ,因此不是合法社会团体应该具有的

圆形红色章 ,而是单位内部用的菱形章;单位内部

用章一般用紫色印泥 ,而单位对外圆形章一般用红

色印泥 ,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的对外用章形式上采用

了单位内部之菱形形状 ,而内容上则采用了对外专

用的红色印泥。为了对内对外开展组织活动 ,福街

草根民间商会自己 “发明”了两种风格不一的特别

公函形式 ,这是福街商人组织活动的象征符号 ,公

函的草拟与交往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确认自己组

织地位的重要仪式。为了回应福街管委办的公文 ,

白沪南等人也沿用了过去的结社传统 ,及时创立了

福街商家协会的公函格式:在公函结尾处署上组织

名称 ,并加盖一枚长方形的公章印鉴 ,上面刻写着

几个红彤彤的大字:南方市福区福街商家协会 ,因

会长是白沪南而被称之为 “白体”公函。

从福街管委办提出成立 “福街商会”的要求开

始 ,福街进入到筹办两种不同性质商会的新时空;

对于成立什么样的商会 ,如何筹办商会的问题产生

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一边是福街商人在筹

备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第三种组织形态———福街

商家协会;一边是福街管委办在筹备福街第一个正

式合法的商会———“福街商会 ”。商会是商人的组

织 ,但商会也是政府治下的社会团体。因此福街商

人与管委办 ,谁也不能得罪对方 ,但谁也不愿意被

对方 “吃掉”,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彼此善待 。

把商人组织起来 ,由福街管委办 “引导规划 ”

合法的 “福街商会” ,以 “改造 ”在福街活动多年的

“非法 ”
⑤
民间商会 ,这个思想萌芽于 2000年 7月 。

那个时候 ,关草国正要把福街商人早期的 “诉苦

会”(对外称 “福街商家联谊会”)改造成 “福街商

家联谊会筹委会”。
⑥

2000年上半年 ,准备创建 “全国购物放心一条

街”的福街因管理混乱几乎沦为 “地摊街 ”,时任首

届福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的白山军深刻反思为何

“福街的管理体制不顺 ”,他提出要吸收福街草根

民间商会成员参与福街管理。后来第一届福街管

委办主任李南河采取了 “利用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

委会的政策 ,提出了 “官 ”民 “共建 ”管理模式 ,主

张在福街建立基层党组织 、群众组织和自治半自

治的社会组织 ,以填补社会管理的 “真空 ”地带 。

福街管委办强调 ,要建立有效的商家自律和社会

他律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就必须建立党组织 、工 、

青 、妇组织和商会组织。 2002年 6月 19日赴任管

委办主任的柯家凡也认为 “社会组织的功用太大

了”。他一到任就着手组建 “福街商会”,面对福街

草根民间商会 , “我们就考虑让它合法化”。柯家

凡把他的 “合法化 ”政策定位在 “引导 ”而非 “领

导”上面 ,并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 “福街

商会 ”的前期筹备工作。

几乎是同时 , 2002年 8月 ,福区进行机构改

革 ,福区党委政府出人意料地强化了福区商会的

机构建设:福区商区升格为福区总商会 ,另外加挂

了三块机构牌子 ,
⑦
可见它的 “羽翼 ”一下子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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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满起来。福区总商会迅速订立了在福区组建分

会商会的规划(全文称 “组建规划 ”),要在近几年

内组建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区域性跨行业天山商

会和 “福街商会”。但中国境内并无相关法规与政

策规定 ,允许工商联系统担任相关行业协会和民

间商会的 “主管单位 ”。
⑧
就在福区总商会为缺乏

政策而一筹莫展时 , 2003年 4月 22日 ,福区区委

政府颁发 “关于支持辖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 ”,鼓励辖区民营企业自发组织民间性质的工商

社团 ,并由区总商会(工商联)指导 、协调 、监督各

民间工商社团工作 ,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

福区总商会由此获得 “优惠”政策 ,顺利 “办 ”下了

第一个分会组织美容美发协会 ,积累了 “没有实权

的婆婆 ”的 “组建规划 ”商会经验 。
⑨
它现在要趁热

打铁 ,着手在著名商业街再 “办 ”下区域性民间商

会 ——— “福街商会 ”。

然而 ,福区总商会 、福街管委办与福街商家协

会三家主体 ,在组建一个什么样的 “福街商会 ”,以

及如何组建等问题上 ,既存在认同与共识 ,也存在

观念差异。

一是福街商人方面。在 2002年 7月 1日福街

商家协会筹备会议上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 9名

主要成员对福街管委办提出的 “福街商会 ”方案 ,

意见不尽统一。他们都关心一个共同的主题 ,即

福街管委办主导的 “福街商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商会?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福街商家协会对于这

个可能成立的 “福街商会”仍寄予了希望 ,指望它

能够为福街商业发展增加一条解决问题的渠道 。

二是福街管委办方面。柯家凡和武敏 2002

年 10月 18日撰写的 “政府与商会”长篇论文从理

论上否定了福区总商会(工商联)的 “组建规划 ”。

文章认为 ,工商联作为政治性的人民团体组织 ,不

宜介入民间化的 “福街商会 ”工作。文章坚持政府

“引导”民间商会的主旨 ,方法是福街管委办向 “福

街商会 ”派驻联络员。

三是福区总商会方面。组建 “福街商会 ”是他

们预定的组建福区总商会三大外围组织(分商会)

的重要工作 ,虽然目前还不具备有关政策 ,但他们

通过成功组建福区美容美发协会 ,已经积累了 “不

派干部 、不兼职 、不干涉具体事务 ”等 “三不主义”

的重要经验 , 并得到了福区政府的政策支持。

2003年 7月 22日 ,福区总商会呈报给福区编委

“关于明确区总商会为辖区民间商会组织业务主

管单位的请示”的公文称 ,为了更好地履行区总商

会对民间商会业务主管的职责 ,根据民政部关于

县级以上政府可以授权设立社会团体主管单位的

规定 ,请福区政府明确区总商会为辖区民间商会

的业务主管单位 ,以便民间商会进行合法登记 。

很快 ,这一请示得到了批准 。地方性工商联 (商

会)作为辖区内工商类社团的主管单位 ,当时这在

全国尚无先例 。

二 、认同环相交:“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会 ”

福街管委办 “引导规划 ”反复强调要组建 “福

街商会”,但到底如何组建尚不明确 , “规划 ”中也

没有具体模式 。在坚持福街管委办必须派驻一名

“联络员”的条件下 ,福街管委办同意了福区总商

会的办会提议 ,即以福街商家协会为基础 ,同时南

方市电子商会
⑩
的部分会员加入 ,组建全新合法的

“福街商会 ”。 2003年 7月 3日 ,福街商家协会在

“好再来”酒店召开月度会议 ,市电子商会会长马

秋甫 、副秘书长王一斯等人也应邀出席 ,柯家凡利

用与会机会开始把这两家商会 “撮合 ”到一起 。

2003年 8月 22日 , “福街商会 ”第一次筹备工作会

议在福街管委办四楼会议室召开 ,这是一个 “四方

会谈 ”式会议 。福街管委办 、福区总商会 、福街商

家协会和南方市电子商会共同提出了四方妥协式

的 “两家亲 ”的办会方案。该方案要求福街商家协

会与南方市电子商会双方合作 ,以现有福街商家

协会为组织基础 ,以民间商会办会模式改组改建 ,

实行会长 “轮值 ”制度 ,正式依法登记 ,建成全国最

有影响的商业街商会 。

“福街商会 ”由此正式进入筹备阶段 ,但筹备

了一年多时间 , 还是没有成立起来。在福街管委

办主任柯家凡看来 , “福街商会 ”筹备受挫 ,是因为

没有人来 “挑头 ”当 “老大 ”。因此 ,福街管委办提

出了一个 “老板这个班子 ”的新问题 。
 11
2003年 8

月第一次筹备会议的会议纪要第四条关于 “福街

商会 ”会员结构有明确规定 , “福街商会”会员由福

街商业区内各大市场 、商场 、物业的企业法人与社

团法人组成 ,会员单位应在福街商圈内具备代表

性和影响力;由各会员单位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

作为会员代表参加商会活动履行会员权利义务 。

正因为会议纪要第四条保障了福街职业经理人的

参与权 ,才获得了福街商家协会的一致同意———

福街商家协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福街主要商场的

主要职业经理人。如果柯家凡提出 “老板这个班

子”的新问题 ,就意味着要甩开现有的福街商家协

会 ,另起炉灶 ,组建一个不以福街商家协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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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福街商会”。这样一来 ,就等于否定了第一次

“福街商会”筹备会议的基本内容 ,否定了第一次

四方妥协会议的合作基础 。柯家凡所谓的 “龙头

老大”并不是福街商家协会里的人 ,因为这些人毕

竟是职业经理人 ,而不是资本所有者 ,他们充其量

只是高级打工者而已 。福街管委办一再强调的福

街 “龙头老大” ,原来是 “老板级”的挑头人物 ,而

非福街商家协会的成员。 “老板 ”不是福街真正的

商人 ,他们不仅没有联合的意愿 ,也没有让别人了

解他们的丝毫兴趣。

柯家凡为什么要另起炉灶? 白沪南认为 , “他

们的意思 ,是有一个`公 '在里面 ,或者是一个虚的

立牌在里面 ,形象工程在里面。他们想 ,你们的协

会 、联谊会 ,是你们自发的。现在如果在你们这里

这样做起来的话 ,等于不是他们组建的 。”也就是

说 ,这可能与政府的 “面子 ”有关:如果政府以福街

商家协会为基础来组建 “福街商会 ” ,实际上等于

承认了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性。白沪南激动

地说 ,如果这种 “合法化”成为一种惯习 ,就意味着

现存的草根民间组织都将获得合法地位。或许 ,

作为曾经担任过福区党校领导职务的柯家凡 ,会

认真地考虑这个严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

出了福街的时空 ,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

2003年春天 , 柯家凡等人在 “从管理到治

理 ”的长文中 ,提出福街建立社会组织的基础已

经具备 ,他认为 “商家已经有了建立组织的愿望 ,

如鹏赛集团制定出的商会成立计划和商家协会

的经常性活动等 。”这份所谓的 “商会成立计划 ”

说明 ,柯家凡此时已经在实施他的 “引导规划 ”

了 ,即以 “国字号 ”的鹏赛电子市场为 “龙头老

大 ”来 “挑头 ” ,组建一个国企 、私企混杂其间的

“联合舰队 ”。鹏赛电子市场是南方市 “国字号 ”

“老大”企业鹏赛集团的下属单位 ,它的 “下面 ”

一直办有南方市电子行业协会这样一个 “官办 ”

行业协会。 “鹏赛 ”这几年发展虽然很慢 ,但它身

份特殊 ,它是南方市属最大国企 。这个行业协会

会长从不选举 ,历来就由 “鹏赛 ”董事长担任 。协

会秘书处等于是鹏赛集团的工作部门 ,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 ,这些人的工资在 “鹏赛 ”拿 ,甚至在

“鹏赛”分房子 。可见福街管委办看中的就是它

的 “国字号 ”招牌。由此看出 ,福街管委办的 “引

导规划 ”可能竭力在回避两个问题:一个是福街

商家协会的 “非法 ”现状;一个是福街商家协会的

“纯民间 ”和 “自发成立 ”的实际 。

三、认同环耦合:“把这个 地̀下组织 '合法化”

柯家凡 2004年 4月召开 “福街商会 ”第三次

筹备会议后 ,已经意识到 “老板这个班子 ”流产了 。

在这个问题上 ,福区总商会一方面反对福街管委

办 “老板这个班子”的 “引导规划”,因为这样实际

上否决了福区总商会预期的 “没有实权的婆婆 ”的

设想;另一方面再也不能 “等一等 ”了 ,因为福区总

商会 2003年提出的组建三个外围分商会的规划

任务一直没有如期完成 ,它也面临着自身的政治

合法性难题。就这样 ,随着福区主要领导思想观

念的转变 ,筹备 “福街商会”的 “发球权 ”,从福街

管委办手上悄悄地转移到了福区总商会手上 。

2004年 8月 ,福区总商会研究决定发出 “官

方”公函(以下称 “八月来信 ”),正式邀请福街商

家协会会长白沪南出面组建合法的 “福街商会 ”。

“我们就想把这个 地̀下组织 '合法化 ,让它浮出水

面 ,让它公开化 ,让它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在辖区

民间经济中的作用。”在这种开情况下 , “白沪南 ”

们终于想通 ,决定接受福区总商会的 “八月来信 ”,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多少 “有个证明”———福街草

根民间商会终于得到了福区总商会的正式认可 。

否则 ,万一哪一天柯家凡 “等一等 ”的态度有所变

化 ,重新启动 “老板这个班子”规划 ,福街商家协会

就要束手就 “擒 ”了 。生意人就是懂得什么叫 “机

会”,他们决定接受福区总商会 8月份以公函形式

伸出来的 “橄榄枝”。这一次 ,没有福街管委办的

“插足 ”,福区总商会与福街商家协会 ,就可以一拍

即合筹办 “八月来信 ”中所指的 “福街商家联谊会

(商会)”了 。
 12
白沪南想利用福区总商会尽快组建

“福街商会 ”的政治动机 ,及其完成这项工作任务

的急切心情来推动福街商家协会的合法化进程 。

不管怎么说 ,福区总商会还明确指出 ,这个新商会

名义上叫做 “福街商家联谊会(商会)”,是完全以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基础的社会团体 ,仍保持它原

有组织的高度自治 、纯粹民间等性质 。白沪南声

称 , “官方”希望福街商家协会组织能够活动起来 ,

并建议早一点注册 ,其他成员纷纷表示赞同。因为

如果不注册的话 ,有的商家担心今后再也没有机会

让它 “合法”了。白沪南长于合作的突出一面 ,还

表现在他说服了福街管委办协助筹备 “福街商会”

的工作 ,柯家凡竟答应提供一间办公室作为新商会

的办公场所 ,这就意味着福街管委办以间接方式参

与了 “福街商会 ”的筹备工作 。

十来天后 , “南方市`福街商会 '第一次会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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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成立大会”于 2004年 12月 3日下午在福街北

京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
 13
一个福街特色的民间合

法商会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清早 ,福街商家协会

秘书长梅盛林带着有关证明到南方市公安局 ,为新

生的 “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会 ”办理了雕刻一枚红彤

彤圆形公章的公文申请;
 14
它是福街商人合群结社

的合法标记 ,也是福街商人盼望已久的 “护身符”。

四 、讨论:认同环的 “公共性 ”

中国研究应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 16]

。 “福街商

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

织形态 ,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 ,社会群体

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 “认同

环”上的一分子 ,当其所属 “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 ,

该社会人就以此类 “认同环 ”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 ,

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 。社会群体

认同在本质上理所当然属于社会范畴
[ 17]

,社会群体

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

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 “福街商会”这

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政治共同体 ,包容着福街草根

民间组织 、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

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 “认同环”,时而为 “隐性认同

环”,时而为 “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

立 ,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

新埃里克森派强调过个体身份认同是整合和

协调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
[ 18]

。在 “福街商会” “认

同环”的形成过程中 ,白沪南 、柯家凡等人的个体

身份认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 ,并对 “福街商会”政

治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 , “福

街商会 ”的最终形成还存在着拉康所谓的自我 “镜

像 ”的双重效应
[ 19]

———既有过去福街草根民间商

会的 “风俗 ”又有福街上下 “官方 ”诠释的民间商

会 “模子 ”的影响。正因为此 ,福街草根民间商会

是在流失了部分社会合法性的同时 ,换取了 “福街

商会”的法律合法性
[ 20]

。可见 , “认同环 ”在多元

化多样性中的流动与变迁 ,虽然能够使国家与社

会互动中的不对称社会群体认同发生部分分化与

重新组合 ,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公民结社

的 “公共性”
[ 21]

,仍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地

方性的经验知识 。

注释:
①福街原名 “北埗岭 ”地区 ,仅有 1.2平方公里 ,它在管理体

制上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之前 , 它是千年荒岭。二是

“国有企业 ”工业自治时期。 “北埗岭 ”地区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被政府规划为 “轻工业区 ”, 土地均无偿划拨给 “空降 ”而来的中

央 、省市国有大企业。由于身份特殊 ,地位很高 , 故他们直接与新

设立的南方市党委政府打交道 , 而与初设的基层没有业务往来。

三是 “商人自治时期 ”。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 “北埗岭 ”地区渐成

为南方市中心地带 , “国有企业 ”生产成本提高 ,只得纷纷外迁 ,留

下大批工业厂房;五湖四海的私人商业资本自发进入这个地区 ,催

生了 “福街 ”商业街诞生。 1997年底 ,商人自发组成维护自身利益

的 “福街商家联谊会 ” ,即 “诉苦会 ” ,但福街商业街不为 “官方 ”认

可(“官方 ”坚持 “北埗岭 ”地区是规划中的 “工业区 ” ,当初不愿承

认它已变成新兴 “商业区 ”的实际), 故未设相应的管理机构。

1998年成立的福街管理服务中心是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 , 缺乏行

政权威。四是 “官 ”与民共治时期。 2001年 3月 ,福区政府设立

“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即福街第一个行政机构;2003年 5月

成立福街商业街党委 、福街工会委员会(含女职委 、经审委)。由

于 “管委办 ”比福街草根民间商会成立时间晚 , 且缺乏党政团工青

妇等完整的管理机构 ,故不得不与福街草根民间商会协商合作。

②福街草根民间商会始自 1997年底 ,止于 2004年 12月 3日 ,

计有 8年的活动历史 ,它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人自治形态 ,即

福街商家联谊会(即早期的 “诉苦会 ”, 1997年底至 2000年 8月)、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2000年 8月至 2002年 7月)和福街商家

协会(2002年 7月初至 2004年 12月 3日)等。巧合的是 , 福街商

家协会存在的两年半时间正好是 “福街商会 ”的酝酿筹备时间(其

时间跨度为 2002年 7月初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给福

街商家协会要求筹备 “福街商会 ”时起 ,到 2004年 12月 3日 “福街

商会 ”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时止)。 “福街商会 ”是福

街草根民间商会经注册后的民间合法组织 ,两者之间既有不可分

割的 “血缘 ”关系 ,又有本质上的区别。福街草根民间商会完全是

自生自发 、未经注册的商人共同体 ,而 “福街商会 ”则是福区政府

(主要指福街管委办 、福区总商会与福区民政局等部门)与福街商

人经过协商谈判而 “合谋 ”形成的 、合法的福街政治共同体。

③白沪南是福街私营 “德电 ”商场的董事 ,副总经理 , 也是福

街草根民间组织的 “三朝元老 ”。在福街商家联谊会期间 , 他与仁

东建 、关草国成为共同组建 “诉苦会 ”的“三驾马车 ”。 2000年初仁

东建调离福街之后 ,他成为福街草根民间组织过渡时期的核心人

物;在关草国 2000年 8月 “挑头 ”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期间 ,他

与关草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 ,特别是在关草国 2001年底出

走福街之后 ,他成为维系福街草根民间组织之命脉的 “掌门人 ”。

2002年 5月 ,由于福街改造 “二期工程 ”即将上马 ,加上福街商家

户外促销“宣传 ”政策始终没有放开 ,均导致了福街商家利益受到

重大损失, 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的主要成员一致推举白沪南 “出

山 ”,重建名为 ”福街商家协会 “的新组织;2002年 6月底经大家

“一致同意 ” ,白沪南正式成为福街商家协会会长 ,福街草根民间

组织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

④参见《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 》 , 民政部 、公安部令第 1号

文 , 1993年 10月 1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文件

阅览中心 ” , 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JYL MJZZ/

2004820113540.html,以及参见《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条例 》 ,

民政部 、公安部令第 20号文 , 2000年 1月 1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政部网站 “文件阅览中心 ” , http://www.mca.gov.cn/arti-

cal/content/WJYL MJZZ/2004820113257.html。

⑤原区民政局局长 、区政协委员会主任白岸提曾于 2000年底

约关草国谈话 , 警告他们 “非法 ”结社 , 并赠以 “社会团体登记手

册”要求他们合法注册。 但仁东建等人指出 , 1998年底福街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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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会 ”开始社会活动时 , 就考虑到市民政部门登记 , 但因一无

业务主管单位 ,二不得跨行业结社等 ,而无法依据现行社团管理有

关政策实施申报工作。

⑥关草国在 “福街商家联谊会 ”之后加上 “筹委会 ”是策略做

法 ,旨在表示自己的组织活动没有注册 ,只在 “筹备 ”之中 ,因此具有

“合法性 ”。但该组织对内对外活动中 ,经常有意无意地不提 “筹委

会 ”三个字 ,只是在面对 “合法性”问题时才强调还在 “筹备 ”。

⑦福区商会成立于 1996年 10月 ,但只有 “一个半编制 ”:一名

会长是福区统战部长兼任 , 一名秘书长是临近退休的工作人员。

机构改革后的福区总商会成立时有 21个编制 ,且是从各单位抽调

而来的年富力强者;同时 ,福区总商会还加挂三块牌子:第一块牌

子叫作 “福区辖区企业服务中心 ” ,第二块牌子叫 “福区辖区企业

党委 ” ,第三块牌子叫作 “福区民营企业服务中心 ”。总之 ,福区总

商会是四块牌子 ,一套人马 ,人员力量大大增强。

⑧参见《民政部关于重新确认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通

知 》 ,民发(2000)41号 , 2000年 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

“文件阅览中心 ” , 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JYL 

MJZZ/20041013150540.html.被授权可以担当社会团体主管单位

的没有全国工商联及其地方性组织机构。

⑨据福区总商会的最初规划 , 美容美发协会是福区总商会运

作成功的第一个分会 ,它还要成立 “福街商会 ”和天山数码城商会

两个 “外围组织 ”。福区总商会当时就想用 “不派干部 、不兼职 、不

干涉具体事务 ”这个 “三不主义 ”经验来规划这两个商会。它不同

于福街管委办的 “引导规划 ”,本文称之为 “组建规划 ”。

⑩南方市电子商会自 2002年 12月 27日召开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后 ,经市经济贸易局和民政局批准 , 于次年 2月登记注册。

福街的主导商业是电子产品 ,南方市电子商会主要由原来退休下

来的 “国字号 ”大企业的负责人创办而成 ,其活动范围不限于福

街。这个介于 “官 ”民之间的商会 ,是 “官办 ”行业协会向民间商会

发展的过渡性组织。

 11参见 “区商会动态:召开 `福街商会 '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 ”

相关信息 , 2004年 3月 31日。这条信息称这是 “第一次筹备会

议 ” ,似不妥;因为 2003年 8月 22日的筹备会议才是第一次。 但

它确是柯家凡 “老板这个班子 ”式的 “福街商会 ”的第一次筹备会

议。这次会议除 2003年 8月 22日与会的代表外 ,还增加了福街

最大国有企业 “鹏赛电子市场 ”的代表———因为他才是柯家凡心

目中的福街 “龙头老大 ”。

 12这里的 “福街商家联谊会(商会)”就是以福区总商会来主

导策划的 ,以福街商家协会为唯一组织基础的 “福街商会 ”;在福

区总商会眼里 ,白沪南等人的自治组织始终是 “联谊 ”性质的 , 因

此一直称他们为 “福街联谊会 ”, 而不是 “福街商家协会 ”。这个

“福街商会 ”是福区总商会 “组建规划 ”中的政治目标 ,而不同于福

街管委办 “引导规划 ”中的 “福街商会 ”。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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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按照社团登记的法定程序 ,应该是

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后 ,报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然后方得召开成立

大会。福街商家协会秘书长梅盛林说 ,第一次会员大会连着成立

大会一起召开了 ,这是区总商会的意思 , 今后不用召开成立大会

了。显然 ,这又是 “赶时间 ”政治性要求的表现形式。

 14梅盛林办理了南方市组织机构信息卡 、南方市福区福街商

会代码副证(代码 50269321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她起草报送南方市公安局的申请全

文如下:“南方市公安局:我商会已于 2004年 12月 3日依法正式

成立 ,现申请雕刻公章 、财务章和法人章 , 请市公安局予以批准。

特此申请! 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会 , 2004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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