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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引领与多元推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
路径研究
———以广东省顺德区为例
詹虚致
[摘摇 要] 摇 文章从广东省顺德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出发,从理论层面厘清基层治理的
基本内涵和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参与现状与普遍困境;结合顺德发展实际,探讨地方社会背
景下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成效与困境,尤其关注女性组织———妇联对于女性参与治理的凝聚与引领作
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对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促进与推动。 以组织引领和多元推进
作为两个方向,讨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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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要
求之下,推进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回应,也是我国基
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的标志。 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一直以来都未能足够充分而有效
的参与到治理中去,这与社会大环境女性地位偏低、缺乏有效的参与途径、参与治理的主观意愿较
弱等多种原因有关。 在探讨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时,必须具体到不同基层社会的背景中去,考
量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纬度下的女性现状,从地方特质出发有针对性的给出合理的措施与建议推
进女性更有效的参与基层治理。 地方性视角下的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不仅能够具体有效
的应用于地方实践,也有着积极的普遍启示意义。

一、基层治理与女性参与
( 一) 从“ 皇权不下乡冶 到“ 多元共治冶
对于基层社会或者说乡村社会的传统认知范式里,就有“ 皇权( 国权) 不下县( 乡) 的说法,表达
着国家行政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弱化和乡村自治的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 中也提出了著
名的“ 双轨政治理论冶 ,即“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
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 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爷 的乡村治理模式冶 。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社
会治理转型,学者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形成有两个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其实从未退出,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向选择“ 在场冶 或
者“ 不在场冶 [1] ,并通过多种策略“ 择机而入冶 。 另一类观点认为随着社区居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社
区参与和维权事件的增多,基层民主开始显现并形塑国家权力 [2] 。 研究者们达成一致的是,当前
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经历着变革,基层治理的结构也正在从单一的行政化结构向多元主体参与的
治理结构转化,正如目前国家所提倡的推进基层“ 工青妇冶 等群团组织、紧密联系群众、推动多元共
治的基层治理新局面的形成紧密关联。
对于华南地区来说,传统社会宗族势力强大,在皇权并不过多干涉基层社会的前提下,华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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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一定程度上由宗族进行自治,“ 在村落中,每个族都有自己的宗祠,在国家正式官员缺乏的情况
下,村民在宗族的组织下,过着一种自治的生活。 宗族具有自己的公共财产,为内部成员提供经济、
法律、贷款等方面的互助服务,并且使用武力来保卫本宗族的公共权益冶 [3] 。 从历史传统来看,直
至清末,国家才开始了对基层的组织化渗透,清末新政开始建立县以下的乡政权,国家权力得到进

一步的扩张,但华南地区依然通过“ 代理人冶 的形式黏连基层社会,基层社会保留着一定的韧性 [4] 。
这种形态几乎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中间虽有变迁,但总的来说,珠三角的基层社会维持了以
宗族为主体的自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公社体制被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珠三角经济转型促进了当地经济

社会结构的变革,但直到 21 世纪初,珠三角的农村基层政权一直没有放松对基层的管理和调控,
珠三角的基层治理虽然也有了一定的“ 村民自治冶 的萌芽,但在“ 政经合一冶 的体制下还是有颇多牵
制 [5] 。 “ 政经合一冶 体制下,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及各类社会组织混合在一起,通过“ 几块牌

子,一套人马冶 的方式行使权力,这样的治理结构,导致村民自治极易与集体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
引起群体纠纷,进而影响基层治理成效 [6] 。 2010 年开始,珠三角各地区开始推行“ 政经分离冶 改革,
主要措施是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 政经分离后,基层组织关系形成新的格局,确定了
以农村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理事会为决策协商中枢、社区自治组织( 村、居委会) 为治理主
体、社区服务中心为服务平台、社区经济组织为物质支撑、社区群团组织为辅助结构、社区社会组织
和社区其他组织为补充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 在“ 政经合一冶 的体制之下,基层社会中看不到“ 人冶
的存在,更遑论女性,而“ 政经分离冶 是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背景。

“ 政经分离冶 的模式,与国家目前正在推行的基层治理改革方向不谋而合,即加强基层党群组

织建设、紧密联系群众、推动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局面的形成。 珠三角基层治理在“ 政经分离冶

的大前提下,强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多元主体下的基层民主自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
去讨论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女性性别群体的重要性, 以及推动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 二) 女性与基层治理
当学者们在叙述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时,女性常常是隐而不见的,华南研究学者萧凤霞曾在一
篇名为《 妇女何在》 [7] 的文章中写道:“ 在地方社会和历史中,妇女自有她们的天地和位置,也参与
了地方文化和社会的创造,当然,我绝对不是说传统中国妇女非常自由和备受尊重。 我企图来论证
的是,在明清时期的广东,妇女在地方社会的位置的确立( 不论指物质或意识形态而言) ,都是几个
历史过程交错的结果,这些过程,包括珠三角洲沙田地区的急速定居,士大夫语言在帝国边缘积极
鼓吹和渗透,热心的地方精英巧妙的即兴创作等冶 。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是隐藏在男性
的背后产生影响的,这种影响难以被看见和估量。 在经历了百年近代历史变迁,改革开放、社会民
主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如女性参与治理的领域不
断的拓展,包含了政治、经济、教育、法治、文化等多个层面;高学历水平女性、女性干部比例等正在
逐年提高;在公益慈善领域较之男性,女性更有热忱和持续性;而女性参与治理的途径也日趋多元,
除了参政议政之外,还有参与社会组织、公益慈善、女性维权等。 互联网的普及也促使女性与时俱
进,走出家庭,参与到公共事件当中去,女性开始走向社会的前台。 但最终来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
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表现在,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比重较小,地位偏低,女性在参与基层治理多个主体之间的

占比依然偏少,如女干部比例一直偏少,全国数据来看,女性村委会主任的占比仅有 10郾 7% 淤,在这
种情况下,女性难以把握主流话语权 [8] ;其次,基层女性组织化程度偏低,难以充分发挥功能,虽然
我国目前出现了众多种类的妇女组织,几乎涉及所有行业,也不乏高素质人才,但大多组织较为松
淤

数据来源:2017 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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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尤其缺乏具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和实践,组织机构也不够完善,缺乏凝聚力;最后,在基层,女
性还容易成为问题人群和社会不满群体,这一点严重影响了女性积极正面参与基层治理,女性常常
是某些群体事件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在具体行动时站到了第一线,容易受到怂恿和撺掇,而在采取
非制度化维权方式—上访的群体中,各地区女性占比也十分之高。
对于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首先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女性面临价值
认知矛盾和传统文化的束缚;因为要兼顾家庭与事业,女性依然还存在角色认知上的矛盾,传统的
一些社会观念与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阻碍着女性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这就影响了女性参
与基层治理的深度;其次,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缺乏刚性政策支持与法律的保障,现行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为保障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比较宽泛和笼统 [9] ;最后,女性利益容易受
到侵害是她们成为社会不满群体的主要原因 [10] 。 针对女性上访,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因为制度化
维权渠道不畅通,女性的诉求难以传达到上级。 而对于女性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学界普遍认
为,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都是女性受到侵犯,这促使她们以一种非理性的激情状态参与到群体
性事件中去。
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经济发展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丰厚成果,近十年
来也致力于推动基层民主政治改革。 对于顺德区来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现状,既有着我国普遍
存在的现状与问题,也有着地方性背景下的特征,梳理顺德女性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如何
因地制宜,借力地方优势条件去提升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效度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

二、顺德女性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
顺德区位于珠三角腹地,北邻广州,南近港澳,总面积 806 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后,顺德在全国

率先推进企业产权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综合改革,成为县域经济的排头兵,2006 年成为全
国首个 GDP 超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至 2017 年,全区 GDP 已经突破 3 000 亿,连续 6 年位居全国
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一,同时也是 2017 年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第一淤。

目前,顺德的户籍人口 141郾 43 万人,其中女性 71郾 94 万人,占比 50郾 8% 。 人大代表 373 人,其

中女性 107 人,占比 28郾 7% ,政协委员 338 人,其中女性 82 人,占比 24郾 2% ;党员 8郾 9 万人,女性党
员只有 3郾 3 万人,村居层面占比仅有一半;从党建队伍上来说,村委会女性占比仅 25% ,女性村委
会主任占比 5%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顺德女性在户籍人口数量上占比一半,但在社会生活
职务承担上,还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党建队伍中的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尚有差距。 因为区一级数
据的缺失,目前无法统计顺德区女性的学历情况,在调查过程中,笔者选取部分村居进行统计。 在
针对顺德某村进行女性基本情况的统计发现,该村 18 到 30 岁的女性共有 465 人,大专及本科以上
学历共有 437 人,占比 94% 。 基层妇女受教育情况较高,这与顺德区整体经济发达是分不开的。

即使受教育程度偏高,女性党员比例和参政数据却表明,顺德女性基层治理参与的效能并不

高,女性党员和干部的缺失直接导致女性在社会生活领域难以掌握话语权,究其原因,与珠三角地
区宗族文化传统和现代土地股份制双重影响下的女性地位低关联最大。 但同时,顺德所在的广东
省,一直致力于基层民主建设的相关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培育,这些举措有利于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
渠道畅通和效能提升。
( 一) 宗族传统的延续和父权制的强化
华南地区的宗族自明清以来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乡村都市化的今天,城乡之间并
没有完全割裂,随着城乡人口的流动,一些宗族成员进入城市,他们把宗族和城镇化连接了起来。
淤

2017 年全国百强区榜单出炉,顺德六连冠. 央广网,http:/ / news. cnr. cn / dj / 20171009 / t20171009_523979528.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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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德,都市化过程中的宗族内卷化现象十分明显,这种父系血缘的关系群体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消亡,反而随着经济发展提供的资源不断再造和自我延续。 城镇化虽然带来了大量的特质,
但是村民基本的文化逻辑和生活聚落没有被破坏,虽然土地城镇化带来大量的征地,不少顺德人转
成了城市户口被安排到城市单位工作,他们还是往往宁愿住在村里的自建住宅里。 从女性的社会
地位角度来讲,即使在经济发达、女性就业率普遍偏高的今天,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与父系血缘群
体延续的强势存在,顺德女性的地位依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提高,这一点从顺德的婴儿出生性别比
就能看出端倪。 第六次广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顺德区的婴幼儿(1 岁到 4 岁) 性别比为 125郾 2,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18郾 6 淤,更远高于正常值 107 以下。 重男轻女现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 外嫁女冶 问题是另一个严重的基层女性问题。 顺德土地高速城镇化带来的是土地利益的飞

涨,土地股份制改革刺激了农民保护既有利益与身份的冲动,强化了以男性为主体的集体认同 [11] 。
在之前的十几年里,“ 外嫁女冶 问题在顺德基层体现突出,体现集体自主意志的股份社分成往往存
在着限制和剥夺“ 外嫁女冶 成员资格的倾向,导致“ 外嫁女冶 和股份社集体之间在土地权益分配方面
存在较大的矛盾。 外嫁女的问题与中国乡村财产继承一直遵循男性父权制紧密相关,顺德的土地
股份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父权的权威,使得女性对于父权制的依附愈发严重,财产分配向男性倾
斜的现实情况也进一步的加重了女性的不安全感,基层的妇女群众更容易被煽动和怂恿。 当女性
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并将内心的不满化之于行动,就会成为典型的基层社会不满群体,而
信访常常是她们选择的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目前顺德的信访部门接访案件中,中老年女性上访的
案例中常出现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受雇上访等问题。 作为一种非制度化、非常规的维权途径,信访
具有门槛低、节省经济成本、有利于冲破关系网的束缚等优势,但同时也有信访资源配置、法律专业
化程度较低的问题,信访机构往往并没有办法直接处理纠纷,妇女权益依然难以得到维护。 而这部
分女性,在非良性的维权循环中,成为了社会不满群体,进而成为易怂恿,受雇上访的目标群体,采
取违规、违法的上访形式,最终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难点所在。
宗族制度的延续和父权制的强化使得女性社会地位难以提高,导致了女性权益维护困难、社会生活
参与度偏低,组织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顺德女性参与基层治理中最大的阻碍和困难。
( 二) 基层民主改革与社会组织培育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顺德就作为广东省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进行了以产权改革为重点

的探索,2008 年国务院启动了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合并相关职能部门为特点的新一轮行政制度改
革。 在此背景下,顺德先后启动涵盖行政管理体制、经济领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改
革,同时也引入并建立了决策咨询制度。 目前,顺德共有各类决策咨询机构 30 家,决策咨询制已经在
顺德常规化和制度化,实施范围广泛,也已形成体系,区级决策部门、区属政府部门、所辖镇街等各级
主要政府机构和部门普遍建立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村委会、社区也有了很多类似的机构,为当地居
民了解、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渠道和手段。 顺德在深化基层民主建设上的努力可见一斑,对于“能顶
半边天冶的女性来说,基层民主建设的日渐完全,十分有利于传统上处于弱势,鲜少参与公众决策的女
性参与进来,基层民族制度的日渐完善,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方式和渠道。
如前所述,2009 年之后,顺德先后启动的改革方面,在社会领域包括孵化和培育社会组织,慈
善组织,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工制度等等。 到今天为止,社会组织培育在顺德的表现已经相
当成熟,社工引入机制也较为完善,政府购买行为常见,多年以来,各类社工组织早已走入顺德基
层,以专业化的服务辅助当地的各项工作,在女性方面,包括但不仅限于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家庭教
育指导和妇女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 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在顺德也有表现形式多样、活动丰富、公益
慈善性质强等多个特点,也有多个与女性相关的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如女企业家协会、女高尔夫
淤

第五次人口普查广东省婴幼儿(1 岁到四岁) 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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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协会等。
单从社工角度来讲,顺德区各镇街、村居均有购买或曾经购买过社工服务,服务于妇女儿童的
项目亦有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在妇女儿童相关的多个领域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与妇联、
其他党群组织的合作也有不少。 对于基层女性来说,社工的介入为女性提升自我素质,权益保护等

都提供了良好的途径,而对于服务于女性的部门———妇联来说,社工的合作与辅助意义也很重大。
其他女性组成的社会组织,也常为基层妇女活动出钱出力,与基层妇联合作亦多见。 总体来说,社
工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培育,对顺德女性参与到基层治理来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结起来,顺德地区经济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一方面来说,因为宗族制的延续和
土地股份制带来的女性社会地位偏低,对男性的依附强等特征,女性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强度尚有
待提高;另一方面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一系列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和社会组织培育,为女性参与基层
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证。 对于顺德地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阻碍和优势都很突出,在讨论女
性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时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用优势弱化劣势,首先关注在妇联的引导下基层女性
团体向女性社会组织的转化,妇联和其他女性组织之间的合作对于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讨论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在日常工作环节中关于女性的现状、问题和可能改进的方式,
多方位推进女性发展,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可靠途径。

三、组织引领:充分发挥妇女组织作用
提高基层女性的组织化程度是提高基层治理女性参与度的最根本途径,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更
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发挥女性作为团体的力量,从而增加女性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推动女性
的基层治理参与效能。 从这个层面来讲,妇女组织对于女性的引领作用应当得到重视和强化,而妇
女组织本身活动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升,也将为基层社会输送一批有领导组织意愿和能力的
女性,有利于女性参政、女性干部比例的提高。 我国的妇联组织具有官办性和民间性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妇联组织在组织设置、职能定位、人员管理、资源获得方面都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管理和约
束;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在推进政社关系改革的过程中,已经明确了妇联组织的群众团体定位,因
为,妇联组织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必然需要代表群众特别是妇女儿童的权益,采用社会化、市场化
的手段进行社会活动 [12] 。 这两个属性对立而统一,妇联在获得官方支持和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有
利于更好的链接基层群众与地方政府,起到桥梁作用。

在讨论基层妇女组织与基层治理时,应首先考虑妇联对于女性发展的引领与推动,而在顺德社
会组织培育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妇女团体又具有向女性社会组织转变的条件,顺德妇联组织引领的
女性团体,近年来也开始了向民间自发性质的女性社会组织转化,这种转化更进一步推动了基层民
主自治模式的形成,提升了基层治理中女性的治理效能。 而顺德原有的一些以精英女性群体组成
的社会组织,如女企业家协会和女高尔夫球协会等,除了对基层女性起到带头榜样作用之外,也在
妇联积极接触下形成合作,关注基层女性的素质提升、权益维护等多个方面。
组织妇女团体通常是增强基层妇女组织化程度的第一个步骤,顺德区各级妇联近年来一直注
重引导妇女团体的组建,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顺德,妇女团体一开始的表现形式多以休闲健身
为由组织的团体,以北滘社区为例,该社区户籍人口 12 万,自 2005 年开始组建巾帼健身队,目前已
发展有 14 支队伍,固定参与人数 1 400 多人,每支队伍配备专业教练,定期举办活动,目前顺德全

区各社区、镇街、村居层面均拥有类似妇女团体。 在区妇联的引导下,这类团体的凝聚力不断变强,
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性不断增加,最终成为了有行动力、参与力、指引力的基层妇女组织,比如

2012 年,伦教熹涌村“3861冶 妇儿促进会的成立就脱胎于原本的熹涌村巾帼健身队,最初的 90 名妇
女作为首批的会员代表,大多数都是健身队的队员。 作为一个为妇女儿童服务的社会组织,她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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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方资源,借助村委会办公室、妇女学校、婚育学校、家长学校等场地,结合本村妇女儿童及家庭
成员的需求不定期开展妇女儿童宣传教育、培训、关爱等活动,并提供家庭教育等专业咨询和辅导
服务,从妇女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出发,推动妇女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这
类基层的妇女团体组织也是基层活动的重要载体,自熹涌妇儿促进会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各种服务
活动,如“ 三月风华冶 、亲子阅读分享会、“ 快乐主妇,健康生活冶 厨艺培训班、与农业银行联合举办
“农行服务进万家、惠民便利你我他冶 等活动,一方面活跃村居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服务为妇女
儿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熹涌妇儿促进会的成立,让巾帼健身队伍逐渐建设成为集娱乐活动、维
权服务、培训提素、调解辅导于一身的基层妇女团体,由于妇女团体化程度的增高,也有不少女性通
过地方决策咨询机构参与到更广泛的公共事务中去。 在顺德,全面铺开的健身舞蹈团体成为女性
社会组织培育的优渥土壤。 妇女团体的组建最终促进了妇女组织的成型,而各类活动的开展使女
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去,对基层女性权益的维护和女性地位的提高都有着重要的
影响。
妇联与其他女性社会组织之间也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过去几年间,由妇联牵头的各类
女性相关培训中,就不乏女企业家协会的成员到基层去进行女性能力提升、管理经验传授等为主要
内容的讲座。 更多的合作来自于妇联链接这类社会组织的相关资源,促成基层妇女活动的成功举
办,顺德区妇联于 2014 年 5 月推出以妇女儿童和家庭为主题的“3861冶 公益创投大赛,吸引基层妇
女团体和组织提交品牌活动方案,至今已延续三年,比赛经费一部分,就是由女企业家协会和女高
尔夫球协会等女性社会组织牵头捐资。 直至 2017 年,“3861冶 的创投经费达到了 279 万元,共资助
了 42 个妇儿公益项目,这些项目所引导的品牌化活动,得到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吸引民众参
加,近年来已经收到了良好的反馈,这些活动大多结合顺德当地文化特色,植根本地人群,为妇女儿
童提供一个提升素养,参与公众活动的平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促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
良好助力。 活动的良好收效,也使得妇联在基层收获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活动的开展,在提高居
民素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组织引领的重要性在顺德的案例中得到体现,组织化程度提高是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的关键途径,而提高组织化程度则有赖于妇女组织的引领,顺德区妇联积极组建基层妇女团体,并
推动妇女团体向能够自我运转和发生作用的女性组织转变,不仅仅是对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效能的
推动,还为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案例。 而妇联与其他女性社会组织的合作,则打造了可
持续发扬的妇女品牌活动,有利于基层女性素质能力的提升,继而推进女性地位的提升,这始终是
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根本所在。
但基层妇联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从顺德情况来看,各级妇联人手不足,缺少专门的妇女工作
者,镇、村一级往往由计划生育或民政等其他部门女性人员代行妇联职务,并且,基层的妇女活动往
往没有专项资金支持。 妇女工作需要开展的活动中,只有健身队舞蹈队比赛和一些镇街、村居的品
牌妇儿活动能够得到资金支持,多来自于村内自筹,而针对妇女群众的知识技能培训、妇女权益维
护等日常工作则缺乏资金,申报困难,审批复杂,到账金额少,导致基层妇女工作者们的工作开展难
上加难,顺德妇联也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组织引领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手不足与资金短
缺映射出的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对于女性力量的忽视,事实上,从长远发展来看,仅仅依靠组织引领
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调动基层社会的各方力量,以多元并进的方式,协力推进基层女性的
发展,从根本上助力于女性参与基层治理。

四、多元推进:协力促进基层女性发展
基层治理强调多元共治,这就说明,基层治理是多主体的,可以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基层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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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群团组织、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 在基层,单一主体难以掌握治理需求变化的信息,“ 多
元共治冶 更强调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力作用,各利益相关群体各自发挥优势,通过默契合作,使得资
源配置达到最优,基层社会实现良好有序的自运转。 但这样理想模式的达成需要基层民主改革不
断深化以及各主体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一直以来都没有充分在基层治
理中发挥作用,组织引领最重要的作用是在维护女性权益基础上使女性更多地走出家庭参与社会
生活并发生影响,但作为基层影响力最大的女性组织妇联本身就因职权范围、工作能力和不受地方
政府或党委重视等原因有着局限性,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的最终提升,需要基层治理各主体正
视女性能量,助力基层女性发展,这不仅是对于女性这个性别群体的推动,对各主体来说也是自身
治理能力提升的一种方式。
结合顺德地方特征,分别选取基层党政、群团组织和社会工作队伍三个主体去分别论述它们对
推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能够起到的作用、目前的状况、问题和可改进的方式。 之所以选取这三个主
体,首先是对于典型珠三角基层社会来说,三者对于社会治理都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是居民日
常生活中最常接触和发生关系的组织团体;其次是对于讨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这一问题来说,女性
在基层党政的参与状况是直接反应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指标;基层群团组织一般包含工
会、共青团和妇联,群团组织内部的合作效度直接关系着妇联作用的发挥;而社会工作队伍目前是
珠三角基层治理的特色主体,在日常工作中也常出现与妇女儿童事业相关的内容;最后,三个主体
都会映射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普遍问题与难点,但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先进经验,本节内
容试图总结这些问题,介绍经验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切实的措施与建议。

从基层党建角度来看,目前顺德区党员有 8郾 9 万人,女性党员 3郾 3 万名。 而村居层面占比一

半,而目前顺德基层两委中,女性参政比例较低,居委会女性比例占比 31% ,村委会女性占比 25% 。
其中,女性村委会主任占比 5% ,而在全国数据中,这一比例是 11郾 5% ,全国数据已然不容乐观,而
顺德情况更甚。 近几年来,顺德区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改变现状,在基层
村委换届文件中明确规定:一是管理团队必须有一名妇女干部。 二是在培养方面,明确培养目标,
每个社区,村居要求一到两名女性后备干部,尤其做好女大学生后备干部培养。 三是加强日常业务
培训,组织村居书记、村两委后备干部培训班划定一定比例的女性干部名额参与,目标是到 2020 年
村委会女性占比达到 45% ,女性村委会主任占比达到 10% 及以上。 从顺德目前的状况来看,完善
后备干部培养机制是最为关键的,将培养女干部纳入基层治理框架,以党建带动妇建,重点培育社
区妇女领袖和女大学生村官。 手段和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有意识有行动地培养妇女工作带头人;在
入党政策上倾斜女性;在日常工作中倚重女干部;发挥女性干部特长、外部营造氛围;畅通女干部参
政议政渠道等。 加强专业化培训,创立专门的资金来源和平台开展滚动式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基
本能力培训和专业能力的培训,如基础理论培训、工作方法培训和专业技术培训等,并在调查培训
对象能力的基础之上,针对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培训,避免培训资源使用不公正,培训走过场等问题
的出现。
群团组织中本就包含妇联组织,顺德地区一直很重视群团之间的合作,并且致力于建设基层的

群团组织阵地,组织阵地的表现类型是党群服务中心,顺德全区计划建设 10 个,从已经建好的党群
服务中心来看,阵地配备有完善的活动场地和基础设施,方便群团进行相关活动或培训的开展。 但
目前来看,阵地活力稍显不足,群团组织在基层工作中普遍都出现资金不足、人手不足、工作人员的
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这就使得妇联与其他群团组织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合作,难以作为治理
主体促进基层女性的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进一步加强群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积极利用现有阵地进行平台建设,在充分利用政府资源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积极链接更多
社会资源,如通过项目链接社会资源,调动企业资源及企业家力量,特别是女企业家的资源,一方面
引导企业为女性创业者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既让女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也让创业妇女实现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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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联动企业家参与服务妇女儿童家庭的公益活动,如各类慈善助学、助困、助
医活动,以实际行动带动各界热心人士为辖区困难妇女儿童捐款、捐物,为困境妇女儿童争取到更
多政府投入以外的物资资源。
社工作为珠三角基层治理中的特色主体,顺德全区各镇街、村居均已购买或曾购买社工服务,
社工服务能有效的辅助和提升当前的妇女工作,目前,社工在以下三个方面助力于基层女性发展:
一是帮助打造妇女工作阵地,如创办妇女儿童之家,参与社区综合服务站,建立家庭志愿服务队等;
二是与村居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妇女维权活动,提供更为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三是针对女性提供专
业指导,如心理咨询、普法宣传及其他培训指导等等。 社工服务与妇女工作的结合是整合资源,协
同社会力量,提升妇女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是促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途径。 但在实际的工
作中,双方依然在配合上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表现在社工服务难以深化,社工服务目前主要以农社
局购买,镇购买,没有村居的驻点服务,与村居更多的是项目合作形式,一些服务可能不能持续;其
次在服务转接上面存在沟通不顺畅,缺乏有效的转接机制。 如妇联遇到个案不会想到社工帮助,政
府部门的探访慰问活动想不到和社工合作;最后,信息沟通不畅( 社工很难掌握到政府的活动信
息,政府也不提供) 在驻点的时候,村居也意识不到需要提供材料。 社工单打独斗,缺乏融入的
途径。
社工队伍的建设是妇女工作专业化的一个标志,首先应当尽可能继续在妇女工作中引入社工
组织,争取持续购买社工服务,覆盖各镇街村居,辅助妇女工作,社工的进驻有助于妇女工作的专业
化和细节化,同时也能有效减轻妇女工作者的负担,提升妇女工作效率;其次开展社工妇女工作理
念的培训,现有社工并不是专门的妇女工作社工,在与基层妇女工作的合作上,还存在沟通不顺畅,
缺乏有效的转接机制,缺乏融入途径等问题,针对社工的妇女工作理念培训,了解基层妇女工作,强
调工作重点难点,明确基层妇联需求,是建立妇联与社工合作信任关系的必须途径,也是社工融合
妇女工作,能够更加专业化服务于群众的方式;最后在社工组织的引导下,进一步培育社区妇女社
会组织,可分为民众服务类、公益慈善类、邻里互助类、文体娱乐类和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类等几个大
的类别展开建设。 社工和妇女工作的有效结合,是促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一大助推力量,虽然当
下全国其他地区社工的引入机制还不完善,但随着全国基层民主改革的深化,社工服务势必得到进
一步的普及和推广,社工的引入对基层女性地位的提升,权益的维护大有裨益,于女性参与基层治
理的推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五、结论
我国基层社会一直保有着一定的韧性,基层治理多元主体能够互相配合,引导基层社会健康有
序发展,最终形成基层民主自治,这是基层治理的理想图景。 女性作为性别群体,人口数量与基层
治理参与效能之间不成正比,这与我国女性普遍地位偏低,被家庭桎梏,社会生活参与度低有所关
联,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地方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 如何因地制宜的寻找女性参
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顺德地区的女性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共享有一些同样的
困境,却也因地区经济发达,基层民主改革深入而具有一些优势。 本文总体展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
出现的困境和难点的同时,试图总结顺德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当前的成果和问题,分析问题发生的原
因,以组织引领与多元推进两个方面论述了顺德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能路径。
在这其中,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被广泛的借鉴和推广,如妇联引领下,以健身舞蹈为由组建的
妇女团体规模扩大后逐渐向公益慈善类型的女性社会组织转化,对女性参政议政的重视以及群团
组织凝聚力量,链接社会资源推动女性发展的一些策略与手段可以被普遍的应用在其他地区。 而
其它的一些路径,尤其是社会组织和社工相关的模式,目前还属于顺德所在的珠三角的区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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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改革的进一步推行,国家对基层多元共治局面的推动,社工和社会组织也将会
得到推广,届时也将助益于我国基层女性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学界应当进一步的关注女性参
与基层治理的相关问题并积极寻求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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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Leading and Diversified Advancement:
A Path Research on Women蒺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ing Shunde Distri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 Xuzhi
Abstract摇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ractice path of women蒺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hunde Distri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clarifi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omen蒺s participa鄄

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participation status and common predicamen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Combin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Shund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edicament of women蒺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鄄
ance under the local social background. In particular,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hesive and leading role of women蒺s organiza鄄
tions in women蒺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and on this basis, it explores the promotion of women蒺s participation in grass鄄
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the multi鄄subject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th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multi鄄pronged ad鄄
vancement as two directions, we discuss the effective path of women蒺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摇 Grassroots governance; Female; Shun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