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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理论
与社会工作的契合

“生活世界”理论来源于哲
学领域， 由现象学家胡塞尔提
出， 经过数代哲学家的继承和
发展， 后由哈贝马斯将现象学
与方法论融合， 引入日常生活
交往领域， 使其成为与社会系
统相对应的展现人的生活意义
与价值的基本境遇。 相较于政
治和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生
活世界是文化、 社会和个人以
价值理性的方式推进社会进化
的方向， 通过社会整合的方式
将文化、 社会和个人等各个层
面的因素关联起来， 促使社会
按照合理化的秩序和规范予以
发展。 这与社会工作从社会个
体、 家庭和社群层面推动社会
变迁、 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标
不谋而合。

生活世界的改变
成为社工介入的主要背景

在危害复杂性、 传播不可
测性以及不确定性特征下，国
内对新冠肺炎疫情始终坚持
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
零”防控逻辑———快速精准：快
速发现、快速处置、快速阻断；
在流调排查、 隔离管控、 社区
防控、临床救治等全链条环节
精准控制， 做到切断传播链，
使感染者的数量清零。 该模式
追求以最低的社会成本， 在最
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成为
成功控制疫情传播无可复制
的中国经验。

借由“系统-生活世界”的
二元架构分析，目的-工具合理
性的动态清零防疫抗疫政策逻
辑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生活世
界新增的内在运行规律， 并广
泛要求社会个体在声势浩大的
社会整合中获得共同阻抗、应
对疫情价值观和社会交往模
式， 进而调试生活世界的规范
与内容。

从宏观层面， 依据哈贝马
斯的生活世界三个结构要素分
析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
世界的影响。

首先是文化层面。 遭遇疫
情，人们广泛地扩展了病毒感
染、 生命健康、 公共卫生的相
关知识； 国家制定、 修缮或强
化传播了与新冠肺炎相关的
法律法规；有关新冠肺炎相关

的生命健康物质、 经济产业获
得极大丰富； 疫情防控成为社
会交往中人们的共同场域和生
活话题。

其次在社会系统层面。 在
政策因素下严肃高效的社会整
合， 快速规范和再造社群的沟
通交往行为， 如配合封控管控
居家隔离、做核酸打疫苗、戴口
罩等， 得到了最大社会面的执
行与支持。

然后是个人层面。 具有社
会性和交流能力的行为个体，
具有不同的成长背景、 价值观
念、行为模式、职业特征、生命
阶段等， 在应对疫情生活有着
的生活需求以及语言行为表
达，构成生活世界的个性、丰富
与流变。 文化、社会和个人作为
生活世界的三大结构要求，不
断进行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
和个人社会化， 并且实现协调
适应。

从微观层面， 依据哈贝马
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分析新冠肺
炎疫情下， 人们对于社交的需
要尤为凸现。 首先，人们对自我
生活的赋意依赖社会交往，在
语言对话和表达过程中与社会
建立关系， 以明确自我在社会
中的地位，进而寻找社会意义，
完成社会化进程。 其次，疫情下
空间隔离， 社会参与和文化实
践活动减少，情感连接减少。 而
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多、异质性
强的城市居民， 身处“陌生社
会”；在疫情隔离，交往空间和
交流对象受限的同时， 对自身
健康的主体性关注， 刺激人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情感
交流和社交互动。

疫情下的生活世界， 重建
社会秩序、重组日常生活，需要
更多的相互交流、互动和承认，
产生新的实践结果。 社会工作
者从微观个体角度的角度出
发，开拓、协助或参与人们在疫
情中的社会交往， 进而促进其
个人生活在新的生活环境的合
理化，实现与文化再生产、社会
整合的相协调。

社会工作服务
在疫情期间的运用与调整

在服务对象方面， 具有较
好社会互动和交往能力的个
体，较容易在生活重构中，实现
快速适应和行为合理化， 不易
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
对社会资源高度依赖的孕妇、

病患、残障人士、老人和小孩等
特殊社群以及其他脆弱群体容
易陷入境遇性、存在性危机，需
要获得特别的关注呵护； 对公
共理性和社会规范意识缺失的
对象， 依旧按照之前生活经验
“自在自为”的社会个体，较易
与新的社会运行系统产生冲
突，需要特别的引导和教育。

在服务运用方面， 社会工
作的介入面和方式发生比较大
的调整。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
用， 疫情期人们交往行动的运
行空间， 大面积由线下转为线
上。 网购、网课、云问诊、网上办
公、 网上聊天……可充分回应
生活世界的物资获取、学习、求
医、 工作和社交需求。 热线电
话、 云服务也成为社会工作疫
情服务的主要方式， 并且是最
强、最恰当服务方式。 空间隔离
的要求， 使得日常社会工作服
务的个案、小组、社区的三大方
法已较难操作；沙盘、园艺、手
工、音乐等需要现场引导、观察
和互动极强干预方式已无操作
空间。 线上线下的咨询、即时辅
导以及跨越空间的资源链接，
成为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者的最
主要方式和服务内容。

在服务技术方面， 社会工
作者主要采用语言对话技术。
作为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快速
有效回应是各项工作的最大原
则。 在疫情形势下，人们交往行
为的预设背景有新的文化、社
会运行系统加入和整合； 社会
工作的服务技术也更多聚焦于
语言干预的简快运用。 社会工
作者改变传统的面对面服务形
式，在热线、网络和其他服务场
域使用语言对话， 在与服务对

象的交往中达成相互理解，促
成人们有效运用资讯和资源，
加快自我调试与成长， 促成合
理化发展， 对社会关系起调试
作用。

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
服务的专业优势

从生活世界理论进行观
察，朴素、真实、在地的社会工
作服务在疫情防控居民生活服
务具有独特优势。

一是同处情境、 以生活为
本的优势。 以“生活为本”的社
会工作者与居民的生活世界的
相近融合， 在同样的疫情文化
和社会疫情防控整合下， 社会
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具有共同的
行为活动背景， 更易从焦虑情
绪化中理解服务对象、 洞悉其
内心世界， 诊断对方的生活问
题与需求； 同时在实践中已嵌
入疫情防控正式系统中的社会
工作者更易了解和输送生活世
界的最新资讯和即时资源，帮
助其保障生命安全， 实现行为
的合理化。

二是培育公共精神的优
势。 对公共理性和社会规范意
识缺失的对象，开展引导、规劝
和教育。 面对依旧按照之前生
活经验“自在自为” 的社会个
体， 在互动中发现支配其认知
行为系统并同理关怀， 分析其
固有的认知行为在疫情下社会
整合秩序中不利， 通过直觉感
官体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便，
使其在新旧知识经验之间调
试，内化到个体实践，从而构建
更好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
如不做核酸将无法出行， 影响

其自身的生活世界的正常运
转，甚至法律制裁等，引导社会
个体自律，规范社会行为，提升
社会责任感。

三是关爱特殊和脆弱群体
的优势。 关注不适应、无法应对
疫情生活的个体对象， 立足其
个性化、具体化需求，开展个别
化调查和沟通协调工作， 如关
注疫情下的独居孤寡老人、孕
产妇、慢性病患者、急性患者、
困境儿童、低保底边对象，因临
时封控管控滞留的外卖小哥、
快递员、访客等，回归生活情境
和生命健康的衣食住行， 评估
其生活和医疗保障物资的短
缺，助力其解决问题，脱离因社
会整合而导致的资源短缺、意
外情况的风险境遇。

四是语言技术运用的优
势。 通过更具人文情感和协同
处理的语言表达， 以积极关注
的姿态激励服务对象解决问题
获得成长。 语言是生活世界社
交的媒介， 交流双方通过对话
的方式进入对方的语境， 共同
面对现实和主观世界， 促进各
自之间的理解与相融。 社会工
作者充满人文的音色、音调、节
奏、感情，能较好地快速建立专
业关系；重复、澄清、聚焦、具体
生活化的提问方式等， 传递听
者的尊重、耐心、真诚与关怀，
使对方获得良好的体验感；剥
离负面情绪、深层同理、理清需
求、输入希望、寻找替代方案、
把握情绪和心理缓冲期的社交
技巧， 可有效协同服务对象有
效缓解、解决自身生活问题。

以服务、 沟通和互动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工作， 在疫情防
控实践不仅强调和参与国家责
任、保障个体权利，也倡导个体
责任及公共性的回归， 促进个
体的社会化， 继而促进社群与
社会的发展。 这是社会工作者
在疫情防控中的价值所在。

目前， 生活世界理论在社
会工作领域尚未有完整、 成熟
的知识体系。 在此，笔者以前线
实务者的角度发出倡导， 倡议
理论界关于社会工作的研究，
从专业本位主义回归实践主
体。 因为，只有在实践逻辑中回
应和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生活
需要， 才是践行社会工作的使
命， 才是社会工作在现实生活
中的价值和意义。 （黎志芬，深
圳市龙岗区社会工作协会秘书
长。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公
益时报平台观点）

社会工作在疫情服务中的理论思考
———基于生活世界理论的反思 ■ 黎志芬

随着社会工作实践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来自实践场域的内生需求，呼吁关注
社会工作的本体与本质———社会性和生活世界。《重拾生活：社会工作的本质回归与理论重

构》一文深入剖析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来自生活———抽离生活———回归生活”的发展轨迹，并
指出日常生活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建构以生活为本的理论体系，
让人们在扎根社会生活的同时推动现实生活的改变， 呈现人与环境循环影响的生活逻辑， 从而实现
“助人自助”的目标。

深圳市龙岗区社会工作协会参与疫情防控心理热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