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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工，很多人都有很多
困惑。 第一，我们都知道社工的
第一个概念是“助人自助”，这个
概念如何体现，在不同的方法当
中怎么体现？ 比如，社区工作是
要改变大环境， 如何助人自助
呢？ 第二，个案工作是社工最初
的方法， 跟心理学肯定不一样。
心理学中也有助人自助，这两者
区别在哪里呢？ 第三，现在，国际
国内对个人求助还是关注蛮多
的，那我们社工除了这个，还应
该关心社会吗？

那么，社工到底是什么？ 人
有三大需求，即所谓“身心灵”。

社工关注的实际上是问题和需
求，谁碰到问题和需求，谁就是
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 因此，所
有的问题和需求，在理论上社工
都可以关注。 那么，资源少的需
求者就成为了社工核心的对象。

什么是任务目标和过程目
标的高度融合？ 就是解决问题和
解决问题当中的协助提升，也就
是助人自助，协助这个人自己帮
助自己。

社会工作的主体是机构及
其工作者，其服务方法有五种：
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 社区工
作、 社会工作行政和社会工作

研究。 个案和小组主要是改变
个人的，即所谓助人自助；社区
工作是因为很多人碰到同一个
困境； 社会工作行政是如何分
配资源、制定计划和社会政策，
即用政策改变环境。 社工不是
改变个人， 它在改变个人的同
时一定是改变场景。

社会工作的社会内涵是什
么？ 首先，从国际定义上讲，人
权及社会公义是社会工作的基
石，公义是指大众、社会的公平
正义。 而我们人所在场景的三
大系统中，国家对应政府、市场
对应企业、社会对应社会组织。

其次，社工的对象碰到的困境，
90%是外在因素导致的，所谓的
外在就是社会的。 所以，社工要
有社会情怀， 一个社工界的人
不关心社会， 这个国家是没有
希望的。

所以，我们要体现社工的社
会意境，就要不忘初心、回到本
质。 首先，要把社会层面体现出
来，把社会的价值体现出来。 其
次，在实务过程中，要进行助人
自助和促进美好，一定要改变环
境的；第三，要做好研究，在中国
的场景和文化下，如何实现社工
的目标。

上海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顾东辉：
社会工作要助人自助，更要有社会情怀

� � 从行政研究的角度来讲，回
顾社会工作十年的发展，我国的
社会工作与其他国家、 地区相
比，处于固定的发展模式以及建
立本土模式的阶段。

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治理创
新，包括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机
制、 弱势群体的救助和赋权、基
层社会治理等方面，这些都远超
西方国家、港台地区的传统社会
模式，社工不单是专业社会服务
的提供者，更需要是一个社会创
业家， 以推动方方面面的创新。
包括社会工作专业的创新、城乡
社区服务机制结合的创新、商业
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

从服务到宏观层面都需要

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不同层面
实践。 在社区这个层面上从没有
到开始，如何以创新模式弥补公
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在应对城乡社区社会服务
方面，我们的创新原则是社会工
作者为社会不同的群体建立基
本的服务策略的思考和实践的
准备，而不是简单的去说社会工
作不是提供服务、 没有资源等。
社会工作在这个基础上不是简
单的提供服务、连接资源，而是
把提供服务转化为平台和载体，
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来培育
社区的群体和社会资本的策略，
从这个方面来促进服务使用者
个人和社区在意识和信息能力

等方面的成长。
另一方面为跨界方面的创

新，怎样提供个人和社区的就业
来契合个人服务者的群体？ 我们
创新性的绿领平台是针对少数
民族群体开设的社区工作店，通
过手工坊，开发产品、开设技能
培训班， 提供就业和创收的机
会，包括互助店，通过动员二手
义务的捐赠来节省成本，也包括
在农村少数民族社区协助他们
建立合作社，用社会资本的建设
来帮助他们精准脱贫。

社会工作需要处理好社区
就业与社区经济的社区基础、做
好意识策略和技能的准备、应对
社会企业或合作经济带来的新

的关系、传统社会工作与服务使
用者关系带来的冲击、避免服务
使用者变成雇佣造成新的劳资
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社会工作者
不断的反思。 社区经济包括经济
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社区就业
社区经济所提供的平台，能够加
强服务使用之间的互动，提供增
能赋权的机会。

中国社会工作创新创业的
策略不仅为我国的弱势群体提
供服务的创新、城乡社区服务的
模式创新、 社区治理的创新，更
为全球的社会工作进行探索，在
推动社区发展、社会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做
出更大的贡献。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 向荣：

从专业社会服务提供者到社会创业家

� � 上海公惠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2013 年 9 月成立， 主要是通
过整合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的
资源，搭建服务职工的一个专业
的平台，给广大的一些职工们提
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 目前中
心有 316 名工会社工，分布在浦
东的 36 个街镇。

我们发现群体性的需求跟
个体性的需求，在日常帮扶当中
其实很难兼顾到。 日常的帮扶是
阶段性的， 同时也是目的性的，
缺乏对于个体需求的一些灵活
性的帮助。 同时日常的帮扶更多
的是一种输血状的、金钱物质上
的帮扶。

怎么样体现工会社工助人
自助的理念， 形成一些有造血
功能的帮扶，这个还是较少的。
我们通过微心愿项目进行了探
索。

微心愿服务 2014 年启动，
首先是线上线下征集职工的心
愿， 工会社工通过大量企业走
访，包括职工家庭的走访，搜集
心愿。 在适当筛选后通过网络
发布、线下寻找资源等，最终圆
梦。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
弘扬职工之间、职工跟企业、职
工跟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助互爱
的精神。

经过三年的实施，心愿数从

开始的 100 个到去年完成的 836
个， 资金也由 2014 年的无，到
2015 年 10 万，2016 年 50 万。

帮扶的类别也逐渐细化 ：
第一，困难职工心理类的问题，
比如浦江夜游， 我们邀请到一
些企业来资助， 让环卫工人在
工作之余来欣赏对这个城市的
风景。

第二，尊重自我实现类的心
愿，比如对自己的提升，社会交
流、学习技能等。 在这个过程中，
工会社工其实承担了一个帮扶
者的角色。

在成效方面，首先，可以帮
助困难职工找到一些资源对接，

也是对日常帮扶补缺。 其次，从
传统的帮扶到发动社会力量，实
现了多元化的转变，同时也是把
零散的社会救助，慢慢整合成项
目的形式。

工会社工在社会工作领域
当中是一个新兵，如何借助工会
既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同时接入
他的社会资源优势，还要借助互
联网平台，怎么样去建立自己工
会的专业体系，避免日常工作的
行政化，来达到我们应该承担的
职责和责任？ 那就是我们要让职
工认为工会是他的娘家，我们要
成为他们的娘家人，这个就是我
们的工作。

上海公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俨：

工会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困难职工帮扶

1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这是
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在这个历史
使命中社工应该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 我想社工要解决的是现在

工业文明时代的通病和危机，身
心分裂造成的生命危机、新闹分
裂造成的精神危机、个群分裂造
成的社会危机。

我们拿什么解决，5000 年的
文化， 如果用一个简约的词来

说，就是和而不同，天下为公。 我
们把这个叫做乐和， 就是差异、
互补、共生、尊重、包容，这是一
个既是传统也是世界的话语。

国学社工应该有大同理想、价
值共识、乐和礼义、环境共存、乐和

人居。 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我们试
图跟同道一起建立以党委政府为
主导、以村民军民为主体、以传统
文化为主脉、以社工服务为助力的
一个新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寻找我们的社区模式。

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廖晓义：

国学社工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