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街道）社工站（以下简称‘社工站’）建设是
最具中国特色的社区社会工作实践。 目前全

国各地社会工作站建设呈现明显的‘政策先行、实践探
索、模式创新、多点散发’的特点。‘政策先行’指的是从
民政部到省市民政厅关于镇（街）社会工作站的相关政
策都陆续出台， 并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文件来推进社
工站的发展；继而在此基础上的‘实践探索’不断深入，
社工站建设的‘模式创新’呈现‘多点散发’之势，形成
了诸如广东‘双百’、湖南‘禾计划’、上海‘双站’等推进
模式， 各地的社会工作站建设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重要实践创新和探索， 显著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现代
化、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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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工站建设的政策和
实践脉络看，呈现出“广东先
行、湖南跟进，全国一盘棋”。
2017 年， 广东省民政厅以民
政部加强基层民政能力建设
为契机，率先启动实施了“双
百计划”， 助推基层民政工作
发展。2018年 5月 28日，湖南
省民政厅印发了《湖南省乡镇
（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
实施方案（试行）》，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禾计划”项目，以深
化基层民政改革、加强民政基
层服务能力建设。 2020 年 10
月 17日， 民政部在湖南省长
沙市召开加强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
2021年 12月 30日，上海市民
政局印发《关于推进上海市街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的通
知》， 创新性地提出在街镇层
面推动“社会工作综合服务
站+社会工作专项服务站”两
类社工站建设。

继而， 在各地乡镇（街
道） 社工站实践探索的基础
上，2021 年 4 月 20 日， 民政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乡
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的通
知》，统筹加快推进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进度。 通知提出，
要加紧制定政策，将乡镇（街
道） 社工站建设纳入民政重
点工作；要把握推进步骤，抓
紧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要
强化资源整合， 联动各方力
量共同开展服务。 通知还对
把握专业化高质量的乡镇
（街道）社工站发展方向等方
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这标志
着镇（街）社工站建设在全国
的全面铺开。

从社工站建设的推进模
式看，可以概括为，广东“双
百”、湖南“禾计划”、上海“双
站”，全国各地多样态。 其中，
社工站建设中的全覆盖、专

业性，以及“先有后好”的发
展进阶明显。 在这一过程中，
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内容不
断丰富且专业， 取得了明显
的建设成效。

虽然各地乡镇（街道）社
工站推进模式不尽相同，但
基本上的服务大都涉及社会
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
社区治理等四大类服务领域
（对象）， 同时结合具体的场
域实际， 发展一些特色的服
务项目；乡镇（街道）社工站
建设一般都采用“党委领导、
政府购买、社会参与、服务社
区” 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治理模式， 即党委负责顶层
设计和党建引领， 政府负责
资源筹集和向社会组织购买
服务， 专业社会组织协同政
府负责社工站运营和精准服
务输送（突出社会工作专业
特长和专业的督导服务等），
也特别注重本土人才的选
拔、培养和使用。

社工站建设在国家的高
位推进中快速发展， 与此同
时， 我们也需要保持“冷思
考”，对其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保持敏感和反思。 其中，
尤为关键的便是社工站建设
与推进过程中“系统性思维”
的缺失。

其一， 社工站发展逻辑
中“系统配套”不够所引发的
“先有难好”问题突出。 对于
社工站建设中“先有后好”的
发展逻辑我也是认同的。 但
我们需要进一步保持敏感的
则是，“先有”形式（或者是初
级阶段）之后，同步的顶层设
计（区县层面为要）、配套政
策， 以及相关体系之间的联
动协同不足的话， 就会出现
“有了难好”建设困局。

比如， 已有研究发现，社
工站建设中存在明显的“体制

吸纳”， 以及服务专业性问题
明显。有的镇（街）可能将社工
站完全当作政府的帮手和下
级，社工站可能完全被政府吸
纳，失去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
甚至出现社会工作站官僚化、
体制化的现象。 实际上，在我
们对社工站建设的调查中这
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越
往基层乡镇就越明显。 乡镇
所存在的极大体制惯性将很
快对社工站实施和实现“收
编”与“锁定。 社工站有了之
后，难以走上“好”（专业）的
发展道路。 由此，需要在“先
有” 的过程中匹配进行一定
的顶层设计， 特别是制度上
的保障， 以规避和减少来自
乡镇可能发生的对社工站的
渗透和吸纳，甚至是“收编”，
即要从制度设计上为社工站
建设保驾护航。

其二， 社工站具体服务
递送中“供需对接”以及“部
门联动”不够，导致服务存在
重复投放、 资源浪费明显以
及服务不精准等问题。 现在
社工站建设（无论是项目承
接还是平台运营）中“甲方为
本”思维明显，缺乏对已有服
务场域中已有资源、 服务以
及多方力量的梳理关联和联
动整合， 成为孤军奋战的一
方。 服务过程中多方供给主
体对接、沟通和联动困乏，多

方的服务提供与相对固定的
民政服务对象在匹配的过程
中， 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下
社会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也
是尤为严重的问题， 这进一
步导致社工站发展中的功能
异化和效应递减， 没有实现
增量上的贡献。 此外，社区站
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
转变为“民政部门” 的独角
戏， 局限于从单一的服务项
目的角度来推进， 其对基层
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增量价
值都大打折扣， 也与社工站
的宏观定位存在严重的错
位， 社工站进而悬浮于基层
社会治理场域。

其三， 社工站整体设计
中价值理念缺失所造成的实
践探索不系统、不联动明显，
严重影响社工站的制度效能
和创新实践。 这涉及的现实
问题是，社工站是什么？ 为何
推进社工站建设？ 实际上，目
前关于社工站建设取得的成
绩（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已
有不少相关研究， 但整体从
技术和经验层面分析和研判
居多。 而从价值理念设置、系
统体系谋划， 以及作为治理
脉络中增量的存在价值认识
分析不够。

从实践来看， 各地在推
进社工站建设的过程中主要
工作即是以配备硬件（站点

建设）、 打包服务（项目购
买）、人员安排等作为工作推
进重点， 而没有从“为何要
做”这个本源上去思考、去做
顶层设计。 对社工站是什么、
发挥什么功能， 与已有的服
务主体、服务项目，以及治理
场域中的其他结构是一种什
么的关系定位，思考、设计不
足， 进一步导致基层在推进
社工站建设过程中的思路、
规划和系统性的缺失和不清
晰， 轰轰烈烈的社工站建设
就演变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
一个项目（与已有的其他服
务项目， 特别是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并没有什么不同）或
者是一个阵地（更多时候就
是一个牌子而已）。 这就是
说， 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使命的增量发
展， 社工站被降为一些具体
的服务项目。 由此，社工站建
设被赋予的职能使命、 社工
站推进被寄予的专业化期许
可能都失去了落地生根的依
托和保障。

由此， 我们主张从社工
站与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制
以及基层治理体系的关系互
动和深层建构出发， 对社工
站建设中所嵌含的价值缺
位、研究滞后、经验碎化（这
也是我认为目前社工站建设
与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困境进行系统整合研究和纠
偏， 继而在找回社会和专业
为本的双维中推进社工站的
良性发展。

背后的假设即是， 社工
站建设不是单一的、 孤立的
新实践，不是“另起炉灶”的
服务配送， 而是嵌入在基层
社会治理场域中的， 嵌入之
后如何实现内源动力发展以
及与场域的融合， 这是社工
站建设和推进亟待回应的议
题。 这不仅需要整体上的社
会治理基础作为支撑， 也需
要不同系统、 不同主体在分
工合作的基础实现整合和重
构。 由此，迈向以专业性为核
心建构，在找回“社会”的过
程中， 注重与基层治理场域
的匹配与融合， 也注重在体
制机制上的系统设计与服务
联动的社会工作站建设应该
成为接下来思考、 设计以及
推进的逻辑前提。

（作者侯利文系华东理
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
硕士生导师。 本文仅代表作
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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