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

程玉申　周　敏

　　内容提要:国外有关城市社区运行规律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 ①社会

变迁对城市社区的影响;②城市社区运行机制与过程;③城市社区类型 。这些研究大

都以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为背景 ,不同经济社会类型的国家间的比较研究

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对城市社区概念的不同理解与界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

在理论与实际应用上的意义与价值 。

产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日益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基地 ,城市社区研

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缘起并获得发展的 。由于经验和知识积累所限 ,早期有关城市社区的研

究往往局限于对城市贫民生活和特定社会集团的观察与调查。20世纪初以来 ,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不仅使城市成为西方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 ,也使得城市社区成为学术研究的重

要对象。由于城市是政治 、经济 、社会诸要素向特定区位空间集聚的产物 ,因此“不管最终关注

的焦点是什么 ,对城市的正确理解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Knox , 1987)。西方学者有关社区运

行规律的研究成果往往分散在各种著述中 ,概括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方面。

一 、社会变迁对城市社区的影响

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缩影 ,因此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其

运行产生各种影响。19世纪以来 ,西方学者着重就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探

索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社区消失论

这种观点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Tonnies , F.)、迪尔凯姆(Durkheim , E.)、齐美尔

(Simmel ,G.)和韦伯(Weber ,M .)等古典社会学者对 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

研究 。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许多重要差异 ,但其基本点仍是明显的 ,即:在前工业社会 ,普遍存

在小规模的 、相互熟识的 、同质性较强的人群 ,他们参加同类的工作并具有类似的兴趣。由此 ,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 ,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此相反 ,城市是经济专门化

和交通运输技术创新的产物 ,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 。

在城市化社会里 ,人们的相互接触多了 ,但与家庭 、朋友那样紧密的首属关系却不容易获得 。

同时 ,社会的分异产生了人们生活方式 、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 ,社会认同感将因此而削弱 ,其结

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 。

对城市化与社区运行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沃

斯(Wirth ,L .)。沃斯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这一经典性论文中 ,第一次明确地把城市化

理解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 ,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 ,城市是“由社会异质性的个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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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较大规模 、较高密度和永久性的聚落”(Wirth ,1938)。由此 ,他把城市生活的社会影响归

结为城市化进程中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即人口异质性的增加 、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

度的提高 。这些因素的影响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上 ,面对大规模 、高密度和多

样化的城市环境 ,人们唯一的选择是适应各种“规范的”行为 ,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在处理与他人

关系时变得冷淡 、粗暴和不讲人情 。这种适应性行为过程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淡化 ,一方面会

使在遇到危机时感到孤立无援 ,另一方面又会使人无所顾忌地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 。在

社会层面上 ,经济竞争和劳动分工将使得家庭 、学校 、工作地点 、朋友和亲属之间的社会生活发

生分离 ,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将被分散在没有联系的人与地方之间。其结果是家庭 、朋友 、邻

里等首属社会集团的社会支持与控制的不断减弱 ,从而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或“社会解组”现

象的增加。与此同时 ,城市中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特殊集团的存在又会导致传统和原

有规范的削弱 ,从而进一步强化上述势头。而社会对这种情况的响应方式 ,是用理性的和非人

情化的程序和制度取代以前由首属社会集团提供的支持和控制 。沃斯认为 ,由此建立的秩序

并不能有效地取代原先以小规模首属集团的认同或以道德力量为基础的公共秩序 ,其结果是

社会规范的混乱和脆弱并产生社会“失范”的状况 。

沃斯的城市化理论中包含着一个与前述几位古典学者相似的观点 ,即:城市化引起的城市

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这种观点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

“社区消失论”(Wellman , 1979;Wellman and Leighton ,1979)。

(二)社区发现论与社区转变论

60年代以来 ,对沃斯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同倾向 ,城市社区消失论已

逐渐被社区发现论和社区转变论取而代之 。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甘斯(Gans ,H.J.)、

费谢尔(Fischer ,C.S.)、斯塔塞(Stacey ,M.)等。

甘斯等人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发现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

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Gans ,1962),城市中许多组织间和邻里间的互动也并不是

沃斯所说的典型的次属关系 ,而是“准首属关系”(Gans , 1977)。萨脱斯(Sut tles , 1968)等人的

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认为当代城市中确实存在着具有地域范围的社区 。城市化引起的

大规模社会变迁既没有造成城市社区的衰败 ,更不会使城市社区趋于消失。城市社区往往可

以通过住户缓冲大规模力量的影响并使自己成为提供相互帮助和居民介入外部世界的安全基

地。

城市化带来的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沃斯提出的单一的生活方式 。城市社区响

应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压力 、机遇和约束的结果 ,必然是社区生活方式和运行方式的多样化 ,这

种多样化又是与社区居民选择和需求的多样化紧密相关的 ,因此有必要从不同层次和类型上

分析城市社区的成因 。甘斯认为 ,社区居民的阶级特征和生命周期特征 、社区的社会组织状况

以及广泛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背景是正确理解城市社区多样化的三个基础变量(Gans ,1977)。

斯塔塞和费谢尔等人则通过对工人阶级社区和郊区社区的研究发现了不同城市社区在成因上

的差异性 。对工人阶级社区而言 ,永久性和非流动性是促进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 ,工人

阶级的个人流动 、职业流动和居住流动频次与范围较小 ,这有助于强化亲属间的垂直联系和朋

友间的水平联系;其次 ,家庭成员和朋友间在居住方面的地域邻接性不仅会增进亲属 、朋友间

的互动强度 ,而且会在强化亲属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再次 ,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流动性

往往使许多居民拥有共同的经历并产生情感和目的方面的共鸣 。这种共鸣是培育地方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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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生活方式和社区精神的重要动力(Stacey , 1969)。对郊区社区而言 ,存在着一系列有别于

工人阶级社区的内聚因素:(1)独立的住房有利于地方社会生活;(2)郊区在社会和人口统计特

征上比较均质;(3)存在一种在新郊区开发中结交朋友的渴求;(4)郊区居民对社会和闲暇活动

具有类似的偏好;(5)空间距离使郊区与都市区内其它社会的接触不便 ,从而迫使人们进行地

方性接触(Fischer ,1976)。

尽管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或消失 ,但这

并不意味着对沃斯理论的完全否定 。事实上 ,互动角色片面化和社会网络扩大化倾向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特别是郊区社区联系的强度和覆盖面 。这种情况表明 ,当代城市社区

存在着从传统社区或俗民社会向“有限责任社区”转变的趋向 ,因此重塑社区精神 、培育社区意

识已成为促进城市社区持续运行的重要任务(Connerly , 1985;Kasarda & Janowitz ,1974)。

二 、城市社区运行机制与过程研究

西方学者有关城市社区运行机制与过程的研究 ,多数是围绕各自的不同研究以间接方式

反映出来的。其中论述较为集中的是两个侧面:社区变迁和社区互动 。

(一)城市社区变迁的特点

对城市社区变迁的研究可以从许多不同层面或角度展开。西方学者一般侧重于从城市社

区空间组织 、居住区位变动角度研究这一问题 。

从城市社会空间组织角度入手理解城市社区变迁 ,是与美国芝加哥学派倡导的人类生态

学研究紧密相关的。人类生态学主要研究人类为对环境和文化做出反应而组织起来的空间关

系和支持关系(Mckenzie ,1968),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克(Park , R.E.)、伯吉斯(Burgess , E.W.)

和麦肯齐(Mckenzie ,R.D.)等 。他们把城市社区理解为由未经规划的生态和社会过程产生的

具有独特自然 、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地域单元 ,即“自然区”(Burgess , 1964),认为城市是自然区

组成的 ,社区的空间秩序是通过优势 、隔离 、非人情化竞争和演替等“自然”过程才得以显现的 。

他们认为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个人之间将为争夺城市内部的有利区位而展开激烈的非人

情化竞争 ,从而形成与空间区位相联系的独特的地租格局。同时 ,经济状况或地租支付能力的

差异决定着不同个人和社会集团在争夺优势区位过程中的相对竞争实力 ,其结果是产生地理

空间上的居住隔离。竞争将使强者占据城市中心的有利区位形成独特的社区 ,同时每个社区

又在竞争过程中不断调节自身成员的数量和质量 ,谋求与其它社区或集团的均衡。随着不同

社会集团相对竞争实力和不同区位相对吸引力的动态变化 ,城市社区将会因“侵入”和“演替”

过程而产生占有变化 ,从而形成新一轮的城市社区空间结构 。此外 ,芝加哥学派还注意到社会

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对塑造城市社会空间组织的作用 ,认为非人情化的经济竞争在总体上支配

着城市空间组织的构造 ,而文化因素或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则会影响城市空间组织的微观结构

(Park ,1936)。

伯吉斯以本世纪初的芝加哥城市为原型提出的同心圆带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是集中体现上

述观点的范例。他把城市空间结构区分为两个层次 。在总体上 ,城市空间会在经济竞争实力

不同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影响下产生分异 ,形成由五个同心圆带组成的基本格局 。每个带都存

在一个优势集团 ,如第三带中以德国人为主的早期移民集团 、第四带中以第二代美国家庭为主

的中产阶级 、第五带中的高收入集团。由于受语言 、文化和种族等因素的影响 ,每个同心圆带

的内部又存在着更小尺度的空间隔离 ,如过渡带中镶嵌着隔坨 、小西西里和中国城等 。

56



芝加哥学派倡导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在战后初期曾一度趋于衰落 ,但 60年代以来 ,这种研

究在去除原有的机械论观点和共生类比方法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发展(Entrikin , 1980;

Jackson ,1985)。例如 ,克斯莱(Kearsley , 1983)提出的当代西方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模式 ,已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分散化 、内城衰落和中产阶级化对西方城市社区变迁的影响。

居住区是地域性社区形成的重要基础。70年代以来 ,许多西方学者从城市居民和家庭的

居住区位变动角度研究了社区变迁的特点与规律 。居住区位变动依其动因差异可以分为非自

愿变动和自愿变动两大类 。非自愿变动主要是由离婚 、疾病 、家庭成员丧亡 、灾害等突发性变

化引起的(Moore ,1972);自愿变动又可进一步分为适应性变动和诱致性变动 。前者是由居民

或家庭对原有住房 、邻里和社会生活可达性的不满引起的 ,而后者则与就业状况和生命周期特

点的变化相关联(Clark and Onaka ,1983)。居住区位变动原因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与社区变迁

关系的复杂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阿布 —腊霍得和福莱(Abu-Lughod

and Foley)发现 ,家庭周期特点与居住区位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年轻夫妇在没有小孩时往往

倾向于住在城市中心 ,在生育小孩阶段则会居住在中心城的中环和外环 ,而在抚养小孩阶段则

会搬到城市边缘或郊区生活。小孩自立后 ,其居住地一般不再发生变动 ,只是到老年丧偶阶段

才会离开自己的住所或与成年的子女一起生活(Morgan ,1976)。鲍恩(Bourne ,1976)则用邻里

生命周期概念阐述郊区化阶段与邻里变迁的关系(见下表)。
郊区邻里变迁的生命周期

阶段 1.郊区化开始

阶段

2.填充阶段 3.稳定和下降

阶段

4.衰落阶段 5.更新阶段

自
　
然
　
变
　
迁

　住房类型
独家居住或低密

度多家合住
　　多家合住

原有住宅转变为

多家合住

原有住房的拆除

与非居住用房的

建设

a.公共住房
b.豪华的高层公
寓

建筑水平 高 低 很低 低
a.高

b.中等

人口密度
密度低但趋于提

高

密度中等且缓慢

提高或稳定

密度中等且有缓

慢提高

总密度下降但净

密度可能仍趋于

提高

净密度趋于提高

社
　
会
　
变
　
迁

家庭结构 家庭年轻 、孩子
较小 、住户较大

孩子较大 、住户
结构混杂

家庭老 、孩子更
少

家庭老 、孩子很
少 、非家庭住户

家庭年轻 、孩子
很多

社会阶层收入 　高且趋于增加 　　高且稳定 中等且趋于减少 　　　减少 　　　减少

迁移流动性
净移入多 、流动
性大

净移入少 、流动
性小

净移出少 、流动
性大

净移出较多 、流
动性大

净移入多 、流动
性大

其它变迁

初始发展阶段;
集中开发;大规
模项目(通过在
处女地上进行)

第一个转变阶

段:年龄和阶级
特征各异;住房
变动少

较长的下降和

停滞阶段;一些
非居住用房侵

入

选择性的非居

住用房侵入

第二个转 变阶

段:会根据各自
条件作出选择

　　资料来源:Bou rne(1976:139).

　　(二)城市社区互动的环境因素与一般过程

早在本世纪初 , 齐美尔就指出 ,社会组织的本质可以从互动形式中得以发现(Simmel ,

1905)。但西方学者有关城市社区互动的多数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特定社区互动关系的个案分

析以及对城市中特定社会网络的分析 ,对城市社区互动规律的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薄弱 。美国

学者桑德斯(桑德斯 ,1982)提出的社会互动模式是这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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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把社区视为特定地域范围内比较持久的社会互动系统。他分别从人 、社会关系 、社

会团体 、社会类群 、次体系(社会网络)和主体系等 6个层次上剖析了社区结构 ,认为社区是由

家庭 、经济 、政府 、宗教 、教育与媒介 、卫生 、福利及娱乐等主体系构成的整体 。作为一个复杂的

开放系统 ,社区运行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主要包括 6个方面:社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社区

的人口统计特征 、社区文化或社会遗产 、社区人格特点 、时间因素和社会背景。

在上述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社区内人与人 、人与群体 、群体与群体的互动将表现为合

作 、合并 、竞争 、同化 、冲突 、适应等各种形式 ,而社区正是在各种类型和形式的互动中运行的 。

桑德斯将社区运行的一般过程分解为 10个环节:(1)通过生育和移民保证社区人口的新陈代

谢;(2)通过各种学习或教化使新居民完全参与社区活动;(3)通过各种工具达成居民间的接触

与交流并造成社区舆论;(4)通过各种活动出现分工与角色的专门化 ,使社区居民占据不同的

社会地位;(5)通过各种分配体系进行物品与服务的分配;(6)建立各种机构和组织维持社区秩

序 、控制越轨行为;(7)根据居民对社区的价值表现决定其社会声威 ,或根据居民的社会阶级区

分其身分差异;(8)根据社区及其各子系统的功能进行各种权力的分配;(9)在各种因素作用下

产生社会流动性 ,即阶级内或阶级间的流动;(10)经由上述环节并通过内在的适应与调整 ,使

社区各组成部分之间建立并维持动态平衡 ,使社区整合成为一个社会体系 。

三 、城市社区类型研究

内城和郊区是战后西方城市中人口和社会经济变动较为剧烈的两类地域 ,也是西方学者

研究城市社区类型的主要基地 。

(一)内城的社区类型及其特征

内城通常是指伯吉斯同心圆带模式中紧邻中央商务区的过渡带 。西方许多城市的内城是

19世纪出于居住目的而形成的 ,但后来商业和轻工业相继侵入降低了它对许多人的居住吸引

力并导致有色人种和穷人的大量涌入 ,从而使之成为功能混杂 、人口稠密 、环境退化的地区

(Goodall ,1987)。在 60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过程中 ,这里出现了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

的迹象(London et al.1981),一些原已郊迁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发回迁 ,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

更加复杂 。

根据对内城居民群体特征和需求取向的分析 ,内城至少存在 4种不同的社区类型 ,即寄宿

区 、种族村 、贫民窟(黑区)和灰区(Gans ,1977)。

寄宿区主要由世界主义者 、未婚或无小孩者组成。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世界主义者居住在

内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接近只有在市中心附近才有的专门的文化设施 ,但其生活方式和需要

却有很大差异。未婚或无小孩者入住内城往往是为了接近工作单位或娱乐场所 。由于人口构

成的高度异质性和居住成员的高度流动性 ,寄宿区内的社会互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匿

名性 、非人情化和表面化特点 ,居民对当地社区服务和设施的数量与质量的关心程度较低 。

种族村是有色人种大规模集中居住而产生的社区类型 ,一般只有在若干大城市才能形成 。

种族村民尽管居住在内城 ,但在某些方面往往保留着原先的生活方式。他们重视亲属关系和

首属集团 ,社会互动缺乏匿名性和次属联系。除了工作地点之外 ,居民生活主要局限于社区范

围 ,与社区以外的多数城市设施缺乏紧密的联系。当若干种族集团生活在同一个种族村时 ,相

互间往往会通过各种社会设计而实现分离 ,但年幼的孩子却可以突破其父母构筑起来的社会

障碍并由此引起种族之间某种程度的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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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黑区)是穷人 、失业者 、丧失就业能力者和移民的集中住区。由于受种族歧视和其

它因素的影响 ,居民收入低微 ,住房拥挤不堪 ,卫生 、教育等社区设施极度匮乏。贫民窟往往有

自己的一套规范和价值观并形成一种独特的亚文化 ,居民在这里过着与自己原先的生活方式

迥然不同甚至矛盾的生活 。与此同时 ,贫民窟与城市社会的其余部分往往缺乏整合 ,并且存在

一系列病态的社会症状 ,是滋生吸毒 、酗酒 、犯罪等越轨行为的温床。

灰区(grey area or g rey belt)是由弗农(Vernon ,1959)提出的一个概念。战后初期 ,这里主

要是陷入困境者和地位下降者的住区。陷入困境者是指那些在原有居住区受到非居住用地或

较低阶层移民侵入时 ,没有足够的钱搬家或者仍愿意居住在原地的居民;地位下降者是指那些

因生命周期特点等因素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质量趋于下降的居民 ,其主体是依靠抚恤

金维持生计的退休老人。这两种居民群体多为白种人 。由于这里的社区秩序较好 ,土地价格

比较低 ,因而成为 6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自发回迁的主要目的地 。

(二)郊区的社区类型及其特征

郊区过去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均质的聚落(Berger , 1960)。7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通过研

究发现 ,社会互动的性质与强度往往会因郊区类型的不同而变化 。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

有两个:第一是不同的职业 、家庭和生态取向的影响和收入及生命周期特点的约束会产生不同

的生活方式并导致文化空间的普遍重组;第二是为了在潜在的敌对集团中找到庇护的场所 ,人

们想要搬回到同类人居住的“安全领地”的倾向日益增加。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 ,郊区出现

了许多独特的“志愿区” ,而住房类型的激增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势头。这种势头从宏观上看

将会导致作为整体的郊区社会的分化 ,但在地方层面上却产生了各种和谐均质的社区。

马勒(Muller ,1981)根据郊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互动方式 ,把美国郊区社区分为

4种类型 。第一类是通常位于城市远郊的排他性的高收入社区。家庭住宅都是低密度的独立

式建筑 ,相互间由树木和灌木丛分隔 ,因此居民间的日常交往很少 ,教堂 、乡村俱乐部等志愿社

团往往成为社区联系的基础。第二类是美国郊区非常普遍的中产阶层社区 。与排他性的高收

入社区类似 ,相互分隔的独家住宅和对家庭隐私权的重视往往不利于亲属间的交往和邻里间

的接触 。这类社区许多社会接触是通过诸如照看小孩 、体育活动这样一些满足核心家庭共同

需要的组织而产生的 。社区的内聚性在很大程度来源于各种以家庭为取向的组织间社会网络

的交叉重叠。随着年轻人推迟结婚 、年轻夫妇推迟生育以及土地价格和建房成本的攀升 ,近年

出现了以公寓生活为基础 、相互联系较少的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社区类型。第三类是郊区世界

主义者社区 。它是由各类知识分子组成的志愿性社区 ,主要出现在与若干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毗邻的郊区。这类社区中的居民往往来自五湖四海 ,诸如桥牌俱乐部 、影剧社团和创作社团

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和各种志愿性社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特殊爱好 ,这些组织间社会

网络的交叉重叠促进了社区的内聚性。第四类是工人阶级社区或称蓝领阶级社区。在美国的

许多城市中 ,这类社区几乎与中产阶级社区一样普遍。尽管这类社区也以独家住宅为主 ,但其

社会互动模式却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公共户外空间的高度利用大大促进了社会互动的首属化

和地方化 ,个人取向而不是物质和地位取向的生活方式也强化了社区的内聚性 。此外 ,蓝领工

人的地理流动性较小 ,往往把自己的家园视为永久性的居住地 ,更乐意与当地居民加强联系。

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 ,不同城市的郊区往往存在各种差异。即使是同处后工业化

阶段的西欧与美国 ,城市郊区间也有很大不同 。西欧郊区社区的分化更多地受到经济因素的

制约 ,排他性的高收入社区较少。许多西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比较完善 ,规划机器的权威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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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在整个住房市场中所占份额远远超过美国 ,因而工人阶级社区往往

成为郊区社区的主要类型 。另外 ,郊区世界主义者社区在西欧城市中也极少存在。

对西欧城郊社区类型进行系统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怀特(White ,1984)。他把西欧的郊

区社区分为 4种类型:工业郊区 、中产阶级郊区 、通勤村庄和新工人阶级郊区 。工业郊区起源

于 19世纪后期 ,其典型特征是破旧的工业用房 、家庭式住宅与公有资金新建的公寓房相互毗

邻 ,家庭与工作地点之间联系紧密 ,社区意识强烈 。但公共住房分配程序的变化和许多城市的

反工业化现象 ,正在瓦解原有的传统。同时 ,许多工人阶级家庭已搬迁到外围新开发的公共住

房生活 ,使这类郊区逐渐变成了由老年人和移民组成的工业郊区 。中产阶级郊区以核心家庭

的独立住宅为主 ,但建筑密度较大 ,通常只占整个郊区的一小部分。通勤村庄主要出现在地中

海以外的城市中 ,其人口组成以当地出生的工人和新移入的中产阶级为主。这类社区是新近

形成的并且存在迅速增加的势头 ,同时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在提高 。新工人阶级郊区是以公共

住房为主的一种社区类型 ,通常由高密度的大型高层建筑组成。其特征是规模很大 、人口统计

和社会特征非常均质 ,但普遍缺乏足够的社区物质设施 ,而且在各自都市区内的可进入性都较

差。

四 、对国外关于城市社区运行规律研究的简要评述

关于社会变迁对城市社区的影响研究 ,主要是围绕沃斯提出的城市化理论进行的 。其基

本结论比较一致:首先 ,城市化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城市中的社会互动关系 ,但不会导致城

市社区的消失;其次 ,城市化的影响并不是均匀的 ,各种不同的城市社区将表现出各自的互动

方式和特点;再次 ,不能把当代城市社区与传统社区或俗民社会相提并论 ,城市社区在性质和

特点上正在出现不同程度的转变。然而 ,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城市特别是英美城

市为背景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都明显偏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关于城市社区运行机制和过程的研究 ,主要是在社区变迁和社区互动两个侧面展开的 。

但社区变迁研究主要是以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为基础 、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研

究 ,对不同经济社会体制下城市社区变迁问题尚未引起重视。社区互动研究则是从一般意义

上的社区概念出发的 ,因而对城市社区的互动规律缺乏深入的理论提炼。

关于城市社区类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内城和郊区 ,对外城社区类型的系统研究迄今尚未

出现 ,并且社区类型的划分基本上就是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城市中社会分层状况的体现 。

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其研究成果无疑是中国城市社

区研究中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但也应该看到 ,国外有关成果基本上就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

获得的 ,不同经济社会类型的国家间的城市社区比较研究尚未得到重视。与此同时 ,对城市社

区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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