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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公民身份”（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具有悠久的历
史，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并在近代随启蒙思潮和资本主义而发展，
绵亘至今已两千五百余载。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全
球化的发展，公民身份的涵义日趋复杂，层级日趋多元，成为一个“不仅充满
争论，而且还变得高度扩散”的概念（Ｆａｈｒｍｅｉｒ，２００７ ：１ ）。在这种情况下：
（１ ）如何理解公民身份？（２ ）如何理论化当代公民身份复杂和多元的局面？另
外，虽然公民身份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只是近百年的事情，但随着中国学界对
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以及中西方学者对公民身份在中国本土实践的
挖掘和探讨，中国本土化的公民身份研究已经呈现发展态势。那么： （３ ）如
何理解中国的公民身份？
对上述三个研究问题，郭忠华的《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 （引用只注页码）
进行了有益的回应、总结和探索。除导论对全书内容进行综述以外，全书分为
四部分共十二章。第一部分阐述了公民身份的理论基础，包括四个章节：第一
章介绍了公民身份概念的基本轮廓、核心要素、历史流变和获得方式；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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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公民身份概念的核心内涵、扩展内涵及其隐含的变迁机制；第三章探讨
了公民身份的两个理论传统，即公民自由主义（Ｃｉｖ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和公民共和主
义（Ｃｉｖ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第四章重点关注公民身份研究的理论框架、五种研究
进路以及中国公民身份研究范式的建构问题。第二部分探讨了公民身份的思想
资源，包括三个章节：第五章阐发了梁启超和韦伯有关中西方现代公民身份的
起源问题；第六章分析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关于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的关
系问题；第七章专门论述了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思想。第三部分的主题
是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包括四个章节：第八章批判分析了公民国家认
同的动态变化、建立基础和形成方式；第九章反思了民族主义启蒙性的条件和
范围，讨论了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第十章论述了作为公民权利
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权利的发展脉络、当代困境和发展趋势；第十一章则把视
角转向中国，从“翻译现代性”角度探讨了“国民”概念在清末民初时的涵义
变化及其潜含的民族国家想象。第四部分（只有第十二章一个章节）的重点是
公民身份的发展展望，它阐明了过去几十年公民身份所发生的涵义和层次的变
化，并说明了当代多元公民身份的发展走向。
下面，我将按照上述三个研究问题的次序对该著进行评述。
◆

一、如何理解公民身份？
作者对公民身份的定义是“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成员身份以及由此
形成之权利、义务、情感、行为等” （第３ 页）。该定义揭示了公民身份的五个
核心内涵，即国籍、权利、义务、德性和行动（第５２ － ５９ 页）。作者进一步指
出，有三组对立统一关系对于理解公民身份至关重要，即公民身份： （１ ）到底
是一国之内的还是超越国界范围的；（２ ）到底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３ ）到底
是赋权性的还是支配性的（第３２ 页）。它们构成我在这一节的论述框架。
（一）民族国家还是超（亚）民族国家？
作者明确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关联起来。他指出，“公民身份是相对于国
家而言的” （第１８ 页），是“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 （第１０ 、２８
页），是个体在“某个民族国家的成员资格” （第２０１ 页）。他不仅将“国籍”
视为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第２２ 页）和核心内涵（第５４ 页），而且把民族国家
作为现代公民身份起源的动力之一（第３８ － ４５ 页）。但是，公民身份只能以民
族国家为存在单位吗？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一方面，由于公民的个体行
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３ 期
１７８ 公

公民身份的涵义、变迁与本土化◆
动与国家的结构制约彼此交错，所以国家认同的划分是模糊的、多元的；另一
方面，阶级斗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群体的出现导致公民的国家认同表现出动
态性（第２０２ － ２０６ 页）。作为结果，公民的国家认同已经在范围上超越了民族
国家的界限（第２０３ 页），呈现出以“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为核心，“亚国家公
民身份”（包括“城市公民身份”和“联邦单位公民身份”）和“超国家公民身
份”（包括“地区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同步发展的格局（第２１４ －
）。
２１５ 、３０７ － ３１４ 页
论及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不能忽视民族主义的作用。作者在第九
章中指出（第２３６ － ２３７ 页）：第一，由于公民身份兼具包容性与排斥性，所以
民族主义的启蒙性只能局限在本民族内部，一旦超越这一边界，民族主义就可
能变得很有排斥性；第二，由于公民身份与国家主权并非对立关系，所以不能
认为公民身份只能催生民族主义的启蒙性，或者国家主权只能催生侵略性。虽
然作者在这里细化了分析的对象，但他在论述时有意无意地将公民身份的“包
容性”等同于民族主义的“启蒙性”。虽然二者有概念上的重叠处，但并不能等
同。换言之，除了有“包容的启蒙”以外，是否存在“排斥的启蒙”或“启蒙
的排斥”呢？毕竟，公民身份理念完全有可能通过话语和实践的操作成为排斥
他者族群的意识形态。
（二）静态还是动态？
上述对公民身份的定义采用的是静态视角，但作者指出，只有从动态的角
度我们才能看到公民身份的变化过程（第３３ 页）。这种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公民
身份的行动和实践上（第２９ 页）。本书尤其重视恩靳·艾辛（Ｅｎｇｉｎ Ｉｓｉｎ ）在这
方面的贡献（第２９ － ３１ 、５３ 、５７ － ５８ 、６５ 页）。艾辛论证了“公民身份行动”
（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 的概念，并将它与“公民身份行为”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分开来：后者指的是已经取得公民身份的个体按照公民身份的制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区
度规定而从事的“例行化” （Ｒｏｕｔｉｎｉｚｅｄ ）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公民身份制度再
生产的基本途径，但不会创设新的公民身份制度；前者是一种能够催生新的公
民主体的行动，能够通过表达诉求而创设新的公民身份场所，为公民身份增加
新的内容（第６５ － ６６ 页）。从这个角度出发，公民身份行动的主体未必是那些
已经获得公民身份的个体，他（她）也可以是其他在制度上没有取得公民身份
的个体（第３０ 页）。
尽管作者把“行动”列为公民身份的核心内涵之一（第二章），并在论述公
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第八章）和民族主义（第九章）的关系时强调动态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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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但他在阐述公民身份研究的理论框架（第８４ 页）时却忽略了“行动”
的维度。在这个框架里，作者把公民身份研究的基本问题循序归纳为背景、主
体、内容、场所和深厚五个方面，借此对某一特定的公民身份类型进行宏观的、
综合的描述和分析。不过，这套框架的建构虽然也借鉴了艾辛（Ｉｓｉｎ，２００９ ）提
出的公民身份研究的五个维度，却剔除了“行动者”和“行动”两个维度。作
者并未给出这样做的具体理由。这导致作者提出的理论框架动态性不足，无法
展示和分析公民身份的行动性和创设性。
（三）支配还是赋权？
支配与赋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身份研究进路上（第８６ － ９６ 页）。首先，
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认为，公民身份本质上不是一种赋权性的制度，而是统治
阶级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是一种统治阶级策略（第３１ 页）。第二，
自下而上的分析进路强调外来者对居住国公民身份制度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关
注公民制度在外来者的抗争（体现在公共论证、协商、交流、争取等方面）中
逐步变化的过程（第９０ － ９１ 页）。第三，上下结合的进路认为公民身份并不单
纯是统治阶级授予或者底层阶级抗争的结果，而是两者互动的产物（第９２ － ９４
页）。作者指出，这三种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今多元公民身份出现的缘
由”，因为新型公民权利类型的出现和公民身份概念的复杂化趋势与２０ 世纪中
后期出现的大量新社会运动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第９２ 页）。
支配与赋权的关系在作者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位经典思想家的探讨
中也有所暗示（第六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构成三者所分析的人类自由
状态变迁的动力，展示出公民身份的（被）塑造过程。我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例
予以说明。马克思（下面的论述见于第１４７ － １５３ 页）的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的
“自然分工”体系对个人形成的支配机制。所谓“自然分工”是指仅存在于阶
级社会的分工，它以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是个人被迫的强制劳动。
“自然分工”总是服务于特殊利益而非共同利益，特殊利益支配和压迫着个人，
导致分工越发达，个体与其劳动的异化程度越高。为了摆脱自然分工带来的资
本主义异化，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抗争：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打碎
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国家等造成异
化的社会基础，实现真正的人类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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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理论化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
（一）多元公民身份及其解释
在第二章，作者指出公民身份内涵正在发生扩展，包括性别、亲密、环境、
性、种族、区域、代际、企业、网络等被纳入（第６２ 页）。面对公民身份涵义
的复杂化趋势，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每一种新型公民身份都在某一个领域拓展
了公民身份的外延”，另一方面则坚持认为，该趋势并没有使公民身份的基本内
涵发生根本性变化，后者依然主导着公民身份的话语（第６２ 页）。那么，我们
应该如何来理论化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呢？
在第十二章，通过把公民身份的涵义划分为地位、情感和行动三个基本方
面，作者提出了一个“多元公民身份的涵义框架”（第３１７ 页，简称“框架”），
以期把复杂化的公民身份内涵纳入其中。但是，如果我们把“框架”与作者提
出的“公民身份内涵的基本层次” （第５９ 页，简称“层次”）进行比较，我们
会发现作者在对待公民身份核心要素时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层次”中，
作者实际上把公民身份划分成两个种类：一是动态的、过程的、实践的公民身
份（即“公民身份实践”），一是静态的、地位的、法律－ 政治的公民身份（即
“正式成员资格（国籍）”）。在这里，作者突出了“行动”和“国籍”两个要
素。但是在“框架”中，作者虽然突出了“行动”要素并把它作为三个基本方
面之一，但把“国籍”要素放在次一级里，即作为“情感”方面里的“认同”
的一部分。作者并未解释这一处理方式的差异性。在笔者看来，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作者在提出公民身份的五种“核心要素”时忽略了“行动”要素是与其
他四种要素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被公民身份研究所重视的事实。具言之，“行
动”视角带来的转型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这个时期正是作者所分析的公民
身份的内涵得以“扩展”的时期。也就是说，作为“核心要素”的行动可能同
时也是公民身份内涵“扩展”时期的核心之所在。
（二）主体性：多元公民身份的内在连贯性
复杂化的公民身份有何内在连贯性？尽管作者没有明确讨论这个问题，但
他在书中多处暗示我们：“主体性”可能是这一内在连贯性的核心。作者指出，
公民身份必须具有相应的主体，尤其当从“行动”视角来探讨公民身份时，主
体问题将变得愈加复杂（第４ 页）。在传统的法律－ 政治公民身份概念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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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以及人类关系一直被忽略（易林，２０１５ ：９１ ）。但是，伴随着公民身份研
究的文化转向，“主体性”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际移民潮和全球化催生了
多元文化少数族群，这直接挑战了原有的法律－ 政治维度的公民身份，而应对
这一挑战意味着必须对多元文化政治主体重新进行思考。
有两种立场值得注意：以金里卡（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为代表的自由社群主义立
场认为，应该把民族政治多元性带来的文化身份看作基本固定的身份，这些身
份需由国家接纳，以此提高文化少数族群的公民地位（Ｋｙｍｌｉｃｋａ ＆ Ｎｏｒｍａｎ，
史蒂文森（Ｎｉｃｋ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立场认为，应该把
２０００ ）；以
（文化）公民身份看作日常经历中由协商和话语（沟通或交流）建构出来的地
位，是有关日常经验、学习过程和赋权话语的实践（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１ ）。后一种
立场把“文化”的范围从“少数族群”扩展到所有的文化群体，并把每个人都
看做“文化”的公民（Ｖｅｇａ ＆ Ｈｅｎｓｂｒｏｅｋ，２０１０ ：２４５ － ２４６ ）。总之，文化的公
民身份有助于发现被法律－ 政治的公民身份长期掩盖的公民“主体性”，通过将
自我塑造为一个富有美德和伦理的文化公民主体（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１０ ；易林，
２０１５ ），使
追求更多主体、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平等变得可能。
◆

三、如何对待中国公民身份及其研究？
公民身份的本土化研究是本书论述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对此我以三个子问
题进行评述：（１ ）中国的公民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２ ）如何理解中国公民身
份？（３ ）中国公民身份研究如何开展？
首先评述第一个问题。在第五章中，作者以东方主义为视角分析了韦伯和
梁启超有关公民身份或国民思想的相关论述。韦伯认为，现代公民身份只能从
西方的“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ｅ）城市中产生，因为它具有别的城市类型所不具备
的结构性条件，如自由而平等的关系、市民权的出现和“兄弟盟约”的形成、
军事自主性（第１２０ 页），缺乏这些条件的东方社会无法产生现代公民身份（第
）。类似地，梁启超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建构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
１２２ － １２７ 页
包括独立与奴隶、权利与义务、自治与依赖、公德与私德、冒险与畏缩、进取
与满足等，并指出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国民的“奴隶性”，引
入西方的“公民性”（第１３１ － １３７ 页）。
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借由“翻译现代性”视角考察了清末和民初的知识
分子把“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翻译为“国民”的语义差异性。“国民”在清末
时期（１８９９ —
味着一种“国家主义”国民，目标旨在建立具有主权的
１９１４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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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的涵义、变迁与本土化◆
现代民族国家；在民初时期（１９１４ —
转变为一种“个人主义”国民，
１９１９ ）则
目标旨在建立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第２７３ 页）。总之，这种
经由翻译而呈现的“国民”语义的差异表征了两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民族国家想
象（第２９８ 页）。
关于第三个问题，作者强调不能照搬套用西方公民身份研究路径，对中国
公民身份的研究需要立足于本土经验，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分析范式（第１００
页）。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中国公民身份研究的特殊性（第１０１ － １０４ 页）：从发展
动力来看，中国公民身份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公民抗争与政府赋权相互融合的
结果；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公民身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从层
级结构来看，中国公民身份是一个以国家公民身份作为主导、地方公民身份渐
次得到发展的格局；从内在取向来看，中国公民身份研究必须结合制度架构与
思想情感两个方面。

四、结语
在这篇书评中，我以“如何理解公民身份”、 “如何理论化公民身份的当代
变化”和“如何对待中国公民身份及其研究”三个问题作为论述框架，评述了
郭著的主要观点和研究发现，并做了一些延伸性的讨论。在本书中，作者从
“民族国家还是超（亚）民族国家”、“静态还是动态”和“支配还是赋权”三
组对立统一的关系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公民身份的理解。面对公民身份涵义复杂
化和层次多元化的趋势，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化解释，并暗示了贯穿多元公
民身份的内在连贯性—
—
—
公民“主体性”。此外，本书还对中国公民身份的起
源、解释以及研究的开展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论述。总之，面对上述三个宏观
问题，本书给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回应，做出了自己有价值的贡献。
当然，郭著不乏需要批评和改进的地方，例如：对公民身份的理解比较偏
重于“民族国家与超（亚）民族国家”这一组关系，对另外两组关系的重视程
度不够；对公民身份核心要素地位的处理存在前后矛盾的嫌疑；对多元公民身
份的“主体性”的阐述不够详细；部分章节内容存在重复之处。但总的来看，
作为一本系统论述公民身份且部分论及中国公民身份的专门著作，本书仍然具
有不能被替代的前沿意识和学术价值。它所论及的“核心问题”既是对现有公
民身份研究的创造性总结，也是未来（中国）公民身份研究的前瞻性铺垫。因
此，对于关心公民身份乃至政治－ 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来说，郭著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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