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头开始，来广州当志愿者”

1971 年，罗观翠刚从香港中
文大学毕业，就在贫困社区开始
了自己的社会工作实践。 多年
后，罗观翠时不时跟自己的学生
聊起当年趣事———穿超短裙、拉
上音箱，她直接去到木屋区给女
性做性教育科普。

“那时候的香港，社会工作
同样是刚刚起步。 ”罗观翠还记
得，有的社会边缘青年见她就喊

“罗姑娘”，而她总有办法把这些
人培养成社区志愿者。 也是那些
年，香港社会工作得到大力支持
和发展。

后来， 罗观翠在香港城市大
学任教， 拥有不错的薪资和稳定
的未来。 1988 年，北京大学举办
了第一次国际社会工作研讨会，
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社工专业交流
逐渐增加。 但在与内地的一次次
教学交流后， 她作了个大多数人
都无法理解的决定—辞去香港的
一切工作，在广州“从头来过”。

彼时，广州社会工作教育刚
起步，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仅有
一名专业教师，而实务发展更是
从零开始。 辞去香港全职受薪工
作的罗观翠，在中大租了一间房
子，开始“每周三天香港，四天广
州”的双城生活。

工资降了不少，未来无法预
测，只为了助推广州社会工作的
事业？ 别人对此不太理解，罗观
翠却很放松，“我就是来当志愿
者的”。 她说，既然想在这里撒播
社会工作的种子，就得埋头苦干
寻找本土化的可能性，想要一心

二意或者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
绝对不可能成事。

中大社工专业初创期，她投
入大量精力摸索课程设置，初期
无论做课程设计，还是采用教学
方法都是小心翼翼。 黎玉婷是中
山大学首届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生，她还记得，大学本科学习的
后半段时间有大量的专业课，但
中大社工专业只有罗观翠和贺
立平两位老师， 专业资源不够，

“当时罗老师从香港邀请了很多
社工领域的资深人士来广州访
学交流和上课，有的后来还成为
中大社工系的主力老师”。

此外，罗观翠在邀请社工或
相关专家给学生分享社会工作
经历外， 还鼓励大家多实习，要
求学生要实习满 800 小时。 在她
看来，社会工作注重研究解决个
人、家庭、社区问题的方法，必须
少空谈、多实干。

“大家觉得效果很好，于是
传开去了”

可问题来了：社会上还不了
解社会工作，当时找不到专业对
口的实习机会。

没有机会， 那就创造机会。
2004 年，罗观翠在中大成立社会
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聘请本校
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本科毕业生
做全职工作人员，并争取到香港
林护纪念基金会的支持，由该基
金会提供学生实习补贴等费用，
学生自行设计项目，进入社区和
校园探索社会工作。

“当时大家对社会工作持有
一份警戒心理，我们就用结果来

‘话事’。 ”罗观翠回忆道，她和学
生们争取了一些学校接受他们
的社会工作服务，黎玉婷等学生
为有需要的学生安排辅导小组、
亲子活动等，以提升孩子的抗逆
力，此外还去戒毒所、福利院等
单位实习，由香港的社工担任督
导指导支持。 也正是社工进入学
校后，老师们明显感觉到一些孩
子状态更好了，“于是项目也传
开去了”。

2006 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作
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 一年后，广州市海
珠区被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试点，海珠区政
府委托海珠区团委开展“青年地
带”社工站的建设。

“当政府要购买社工服务的
时候， 第一个就想到来中大找我
们。 ”罗观翠说，借此机会，她推动
学生们成立“广州市海珠区启创
社会工作发展协会”，而启创最初
之所以称为协会，“是因为当时社
会并不理解社工机构的概念，但
是大家都知道协会是做什么”。

彼时，启创是广州第一家正式
成立的社工机构， 办公地点还是
由之前服务的一所小学—前进路
小学免费提供。 学校希望支持社
工们开展的相关社会工作服务。

有了机构，才可以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的项目。 当时，海珠区
团委以招投标的形式引入启创协
会，开始试点开展“青年地带”，主
要为海珠区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
无偿社工服务。 启创开始运用个
案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手
法，以“社工+志愿者”的模式为青
少年提供生涯规划、社会参与、青
春期教育等支持。

如今，启创的资料库记下了
早期社工们介入的许多个案。 有
初一男生被老师和同学称为“混
世小魔王”， 而社工与同学建立
了专业关系，针对他的情况进行
班级和家庭访视，学会管理情绪
以及培养自信，摆脱了“混世小
魔王”的称号；有时常被人排斥

的轻度智力障碍初中生在社工
的介入帮助下，学会通过游戏与
同龄人交朋友，参与社工机构志
愿服务小组，成为服务者，成长
为阳光青年，后来还被一家四星
级酒店录用。

在社工支持下，有着明显变
化的青少年并不在少数。 中山大
学对“青年地带”的一项调查问
卷显示，青少年的平均满意度得
分为 85 分。 据悉，“青年地带”青
少年服务项目，率先探索“政府
购买社工服务”的模式，即由政
府资助、团海珠区委进行统筹和
监督、 启创作为服务承接方，这
在全国都是首创，为以后推进政
府购买社工服务奠定了基础。

也是从 2009 年开始，社会工
作经费纳入广州公共财政预算范
围， 头一年， 广州统筹投入 2344
万元开展社会工作试点项目 33
个，涉及养老、青少年、社会救助、
残障康复等领域， 开启项目化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序幕。

“社工行业留不住人才”

在社会工作的高速发展中，
“青年地带” 项目不仅存活了下
来，而且得以在海珠全区全面推
广， 启创在 2012 年更是以 3 年
1650 万元继续中标，成为当时全
国范围内最大的青少年单项社
工购买服务项目。 但对罗观翠来
说， 推动启创成立的最大动机，
其实还是提供广阔的平台，让社
工专业的毕业生得以实践和展
现他们的专长。

黎玉婷在毕业后，也成为了
启创的一员。 她回忆道：“当时罗
老师觉得我们学了 4 年，如果没
有社会工作的对应岗位，在社会
工作领域有所展现，会浪费 4 年
的培养，所以一直希望创立一个
机构。 ”

此前所学，都是为了发光发
热。 她还记得，从实习开始，“我
们的重点都不是标榜自己是社
工，而是向大家介绍我们能做什
么”。 后来在启创，包括罗观翠在
内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基层服务

开始，从零起步，大家一同制定
服务水平标准， 建立相关制度，

“我们有时通过培训、 研讨会进
行员工培育，希望大家有更高的
专业追求目标”。

而在中大退休后，罗观翠依
旧没闲下来，反倒将社会工作实
务视作自己的主要工作，常常与
社工站的社工一同走访、 评估、
反思， 寻找更适合的社工手法。
黎玉婷说：“罗老师一方面是启
创的总监和督导； 另一方面，也
是很多社工的人生导师，一起面
对遇到的困惑， 寻找未来的方
向。 ”此后，启创不断发展，在广
州市、佛山市、中山市、汶川县及
绵阳市等地开展青少年服务、长
者社区关怀、 医务与康复服务、
社区戒毒康复服务、社区治理等
社会工作服务。

“我们一直希望放慢脚步发
展， 但现在启创的团队已经有三
百多人， 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工作
在内地的飞速发展。 ”但在罗观翠
看来， 其实社会工作还有许多挑
战需要面对。她说，社工起码需要
3~5 年经验才能积累一定的问题
处理能力。在香港的社工机构，一
个社工需要十几二十年时间成长
才能晋升至高级职位， 但内地往
往没有这样的时间准备。

“在这背后，其实是社工行
业留不住人才。 ”罗观翠说，“在
香港，一个社工机构成熟的项目
能获得政府较为稳定的支持。 而
在内地则不太一样。 ”她遇到过
很多社工，一开始对投身社会工
作领域很热情， 但一旦成家立
业，或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这个
行业不稳定，“这导致了不少人
才流失，整个行业军心不稳”。

社工机构如何获取更稳定
的社会支持，是行业进一步发展
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外，罗观翠
表示，社工行业还需要社工本科
教育的大力支持。 她说：“如今全
国大力发展社工与社工相关服
务， 但高校人才输出却越来越
弱，不被重视，这个也是亟须改
变的。 ”

（据《善城》杂志）

■ 苏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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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监

罗观翠：社工发展最大瓶颈是人才“不稳定”
� � 近日，第十届（2020）社工年会评选出 2019 年度中国十大社工人物。
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监罗观翠名列其中，成为获此殊荣的又
一广州社工人物。

在中国十大社工人物的介绍中，她被誉为“华南地区社会工作专
业先导者”。 2002 年，罗观翠从香港来到广州，开始在中山大学担任
社会工作系主任等职，2008 年创办广州首家专业社工机构。

此后十年间，广州社会工作行业发展迅猛。 罗观翠觉得既熟悉，
又不太相同。 41 年前，她也见证了香港社工从无到有的过程，一步步
走到今天；不同的是，内地社会工作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她说：“如今政
府大力发展社工服务，但高校社工本科专业教育正在收缩，社工行业
依旧没有给到足够的稳定感，怎么留住人才并与机构以及项目一同成
长，是如今社工行业必须面临的问题。 ”

启创“毒一试毒一世”项目（受访者供图）

长者认知障碍症社区康复训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