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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 “社区 ”简单理解为
一个地理区域，人们在这个地理
区域内居住在一起；而“共同体”
是说在这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
有一种情感的联结，有很强的认
同感 、归属感 ，天然地跟社区连
在一起。

但是在城市社会、现代性大
社会下，共同体很难形成。 如果
要形成， 必须由包括地方政府、
社会组织一起来建设，需要组建
一套治理机制，才能产生这样的
共同体。

但我们在社区中经常面临
着“公地悲剧”的现象，就是说大
家不怎么关心公共生活。 那么，
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这是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尤其是
疫情后的时代。

当下， 政府就在社区里建设
这样的共同体。 最近有两个非常

重要的政策。 第一个政策是民政
部基于广东、 湖南在街镇建社工
站的经验， 要力争用五年时间实
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把专
业力量下到农村最基层的一级。
由此看出， 社工的价值在很多年
的被怀疑中逐渐得到普遍的认
可。 第二个政策是《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方案（2021-
2023 年）》， 旗帜鲜明地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 把社区社会组织看作
特别重要的社区治理力量。

但坦率地讲，大部分政策都
很少谈到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
价值。 而在实践中，企业在社区
中无处不在 ， 尤其是物业和地
产。 由于中国很早实现房屋的商
品化，使得物业很早就深度地嵌
入到社区实际的治理实践中来。
所以，政策和实践之间有一个鸿
沟，政策上没有太明确说明企业

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价值，但是实
践中企业又不得不参与各类社
区实践活动。

从企业社会责任
到企业共享价值

实际上，企业在社区治理格
局中 ，往往被看作资源 ，忽视了
企业本身的主体性，也割裂了企
业与社区更深刻的联系。 而且很
多企业也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很
多时候，企业在社区中做事情是
为了应对社区 、建立关系 ，没有
想过自己在社区中有重要的主
体作用，没有很强的主动性。

如果社区要形成合力 ，就需
要各方对未来进行共同的想象，
形成协同的治理机制。 企业要转
化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在治理
机制中的定位 。 企业应该在地
化，把自己视为社区系统的一部
分，而且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企
业公民。 社区不仅是企业实现盈
利的地方，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
实现地。 它应该从被动地服务到
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
主体之一。

把推动社区发展或社区营
造作为自己企业公民战略的目
标；企业和企业员工应该参与到
社区公益事业中来；发挥企业组

织优势，其效率效能和它对实现
目标的方式 、工具的思考 ，有助
于培育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能
力提升； 甚至在党建引领下，企
业可以考虑嵌入到社区政府的
行政代理机制中，协同政府治理
社区。

社区基金会：
企业参与社区的平台

但是， 企业介入社区治理，
还需要一个抓手。 社区基金会就
是企业进入社区很好的抓手。 社
区基金会强调动员本地资源，团
结本地的利益相关方，去解决本
地的问题。 社区基金会可以挖掘
和培育人才 ，筹资资源 ，最重要
的是它可以做战略慈善，规划整
个社区。

社区基金会对整个社区战略
布局的认识和规划， 是区别于社
区中某种社会组织和大型基金会
的重要特质。 而这种工作的能力，
企业是可以提供很多经验的。

国内最早由企业主导的社
区基金会是桃源居公益事业发
展基金会。 企业家利用地产的优
势，把资源拿出来建立社区基金
会。 虽然最开始企业只是把它看
作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但事
实却提升了整个桃源居的品牌，

居民也会有参与感。
再比如成都的麓湖社区基

金会。 企业出钱来办，但交给居
民来做， 居民积极参与治理，和
企业共同协作。 其实每个社区都
有一些积极居民，他们想参与社
区治理 ，但没有平台 ，社区基金
会正好提供这样的平台。

还有一些企业是在背后。 比
如深圳的蛇口社区，开始是招商
局办的社区。 后来就产生很大的
蛇口效应 、蛇口精神 ，到最后引
发成立蛇口社区基金会。 招商局
慈善基金会出资帮助他们，居民
进行民主选举，企业在里面担任
企业理事，这样的多方治理是很
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不妨对未来有一
个大胆的想象，就是企业在党的
领导下 ，跟社区的行政 、社区社
会组织，并列为新的社区治理主
体。 企业完全有很大的功夫去做
社区，通过社区基金会这样一个
平台来真正地实现共建、 共治、
共享。

企业在社区中价值 ， 就是
解决社区问题的创新 、 效率和
理性化 ， 共同打造一个公益的
价值链 ， 由此去实现社区治理
共同体 。

（据朱健刚在全民社造论坛
上海城市峰会上的发言）

企业要转化角色，找到自身在社区治理中的定位

益言堂

发挥专业社会工作优势 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已

成为基层治理顶层设计的聚合
点。 通过梳理近五年基层治理和
社会组织相关的系列顶层制度
设计，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社
区社会组织已悄然成为其中较
为耀眼的核心关键词之一。 具体
来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于 2016 年发布的 《关于
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
专门提出“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
会组织”；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7 年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意见》， 这一纲领性文件明
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各类城乡社
区社会组织 ；紧接着 ，民政部于
2017 年年底发布实施了《关于大
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
见》， 提出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的具体要求和培育措施 ；
2020 年 11 月， 民政部办公厅发
布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
项行动方案（2021-2023 年）》，提
出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
能力提升、作用发挥和规范管理
等四项专门计划。 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在以上所有政策中都明确
提出要引导和支持社会工作助
推社区治理和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这为社会工作助力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已
呈现出多元化的实践样态。 通过
对全国多地具体实践的观察和
参与，我们可以简要地将目前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样
态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以民办
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为主
要力量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专业性和规范性是其突出特点。
这既可以为城乡社区组织提供
赋能支持，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其负担压力，同时这恰恰也
是“三社联动”的重要内容构成；
二是以城乡社区党组织和群众
性自治组织为主要力量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在地性和持续
性较强是其突出特点 。 纵向来
看，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其实
一直都是城乡社区推动居民参
与和社区自治的重要手段和方
法， 并已形成一种治理传统，因
此不少城乡社区组织自身也有
很好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的经验和智慧；三是以老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新社区社会组
织，传承性和早根性是其突出特
点。 其主要做法是从发展较成熟
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本体中分解
出新的社区社会组织，或者带领
和支持其他处于初创期和发展
初期的社区社会组织，这是目前
已经初现的一种实践样态，同样
值得关注和研究。

社会工作助力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具有自身优势。 从实
践来看，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既包括了
民办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的社
会工作者，也包括了城乡社区的
社会工作者。 专业社会工作是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方

法 ，其主要优势体现在 ：一是制
度优势 ，如前文所说 ，在当前有
关社区治理和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的系列定成制度设计中均不
约而同地提到，发挥社会工作优
势，助推社区治理和社区社会组
织发展， 这是很好的制度保障；
二是理念优势，每个人都是有潜
能的、助人自助和自助助人都是
社会工作重要的价值理念，也是
其助力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的价值支撑。 笔者也曾提出，每
个居民都是社区治理的行家里
手，以及注重将工作对象转化为
工作力量。 这些价值理念提供了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源动
力和持续力； 三是方法优势，社
会工作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有着相对系统、注重参与的
多元方法 ，涉及领袖挖掘 、队伍
建设、赋能培力、服务开展、资源
整合 、 组织治理和项目化运作
等， 包括各类参与式技术方法、
社会工作的直接服务方法以及
便捷化的治理工具等。 这些具体
方法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提供了技术保障 ； 四是机制优
势 ， 近些年来民政系统一直以
“三社联动” 大力推进社会工作
参与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且已
经逐步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发
展机制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三社
联动 ”的重要内容 ，也在这个过
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社会工作助力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时应注意把握的问

题。 专业社会工作在培育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等城乡社区治理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遇到
了诸多挑战，应予以重视并在实
践中优化调整：一是希望政府支
持以及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与
社区的联动更加持续深入，社区
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和成长迭
代需要相对充分的时间保障和
扎根陪伴，充分尊重社区社会组
织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避免急
于求成 、注重循序渐进 ；二是注
重分类培育和专业协作，按照服
务内容、组织属性、发展程度、存
在方式等标准，我们可以将社区
社会组织分为不同类型，对于不
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其培育
发展的侧重点和重难点往往有
所不同，这也需要整合不同的专
业力量参与进来 ， 形成叠合优
势 ， 共同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三是培育发展过程中应将系
列赋能、服务参与和组织治理充
分结合起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应留意，在不同的组织发展阶段

有所侧重，但是任何方面都不可
忽略 ，尤其组织治理方面 ；四是
在培育发展以中青年群体为主
要力量的社区社会组织方面进
行实践探索，尝试破解当前社区
社会组织以老年居民为单一力
量的现状和问题，推动更多各类
中青年力量的居民参与和组织
培育，让社区更有活力；五是秉承
职业规范和专业要求， 在以职业
精神做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过程的同时， 在项目或培育工作
的结束阶段， 应根据实际情况提
前做好“结案”阶段的各种工作，
包括正式告别、离别情绪的处理、
提前与社区负责人及社区社会组
织做好沟通与交接、 必要的后续
跟进等； 六是进行社会工作助力
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方面
的经验积累和知识生产， 当前社
会工作发展依然处在不断嵌合到
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各领域的
过程中，各方面本土经验的基本
梳理和研究呈现是我们这几代
社工人的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