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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逢

� � 30 岁的社会工作者上官旭峰，
勇敢地走上著名相亲节目“非诚勿
扰”找寻真爱，他看起来温和宽厚，
让人第一眼印象不错， 一见面，场
上 24 位女嘉宾有 21 位为他留灯。

上官是民间 NGO组织的国际
项目官员，曾留学克罗地亚。其中关
于他参与非洲援助项目的影像，激
起女嘉宾们纷纷滔滔不绝地表达各
种赞美和公益理想。 可是到了第二
轮“情感经历”环节，形势急转直下，
从小家庭条件不好， 月薪 3000 出
头，无房无车……灭灯的声音此起
彼伏，只余两盏灯。 不过最后，还是
有一位执着的女嘉宾坚持留灯，并
与他最终牵手成功。 上官和他所在
机构事后婉拒了记者采访。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份工
作是社工。在国外，社工被誉为“社
会工程师”， 具有极高的美誉度和
社会地位，他们活跃在各个政府机
构和民间阶层、医疗、教育、社区、
法律等不同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获
取帮助的首要考虑因素。

然而在中国，这一群体却并不
为广大公众所认知，甚至很难感觉
到他们的存在。中国社工是一群什
么样的人？ 他们在做些什么？ 他们
隶属于哪些机构？ 为什么人服务？
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能回答这些
问题的人寥寥无几。为此，《公益时
报》走进中国社工群体，探访他们
的真实现状。

“我们毕业后是拿工资的雷锋”

就读于北京中华女子学院社

会工作专业大三的学生王钰向记
者介绍，社工专业是学校里最具特
色的重点专业，招生介绍和宣传海
报在教学楼的墙面上比比皆是，上
面书写着就读社工专业的美好前
景。 然而，高调的宣传和强大的招
生力度却无法从根本感染高考生
们的就读选择。 大部分社工专业的
学生是调剂而来的 ， 并非第一志
愿。

这只是中国所有开设社工专
业高校招生的一个缩影。南京人口
干部管理学院是南京市较早设立
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该校从事社
会工作教学多年的副教授崔效辉
介绍，“其实早在几年前，就读社工

专业的同学，几乎都是
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后
调剂过来的。 有时候学
期上到一半，学生就已
经少了很多。 ”

大部分社工系的
学生在就读之前都不
知道自己将要学习的
专业会讲些什么，未来

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就业前景和
待遇如何。 王钰和同学们认为，自
己的专业和社会学异曲同工，他们
在大学期间接受了一些社会学专
业的知识、社会工作的理论指导以
及一些与心理、教育相关的课程教
育。“社工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在学
校里都特别容易辨认，” 王钰说，
“最有善心的就是这些人， 一眼便
知。 ”

在学校里，社工系的学生接收
到最多的理念便是“助人自助”
———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去直接
帮助别人，而是开启被助对象自己
救助自己的力量。经过这样的理念
灌输，学生和老师们首先便会把他
们实践在同学们身上。 然而，即便
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群体，却改变
不了他们对于未来的迷茫。

“有人概括了一下我们毕业以
后的职业前景，叫做———拿工资的
雷锋。但从师兄师姐的就业反馈来
看，当雷锋并不是件容易事，而且
工资还非常低。 ”王钰说。

社工专业的教学分为几个方
向，包括社区工作、学校工作例如
学生心理辅导、医院工作例如医患
关系调解等，因此，考公务员进入
政府机构、到社区、学校以及医院
和民间 NGO 组织都是他们就业
的途径。 然而，从老师们以及毕业

生带来的职业未来描述来看，辛
苦、压力大、工资低几乎是几个必
然的要素，这也使得该专业毕业生
从事对口职业的比率持续低迷。

从社会的需求程度来看，社工
无疑是一份朝阳职业。《国家中长
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显示，到 2015 年，我国要培养
200 万社会工作人才，2020 年要达
到 300 万名。 目前我国的社工数量
在 20 万左右， 这意味着未来三五
年我国在社工数量方面还有 180
万的缺口。

面对大量的人才需求，国内不
少高校都率先做出了回应。据 2012
年 2 月上海发布的 2012 年度预警
专业显示， 社会工作排在第一位。
为此，约 280 所高校都开设了社工
专业，用于培养社工人才输送至有
需求的机构。

然而，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院
长矫杨告诉记者，虽然每年学生最
终签约率都很好，但最终选择对口
专业的学生却还不到一半。“即便
在社区、公益机构、医院或者学校
担任了社工，对一些人来讲也是权
宜之计，不会长久。 ”

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的崔
教授也表示，从他多年跟踪学校社
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对
口就业的学生大概占总数 30%多。

“其他很多学校连 25%都不到。 ”
一方面在扩大招生，另一方面

却无法阻止社工人才的流失，问题
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社区工作者”or“社会工作者”？

社工就是年轻版的“居委会大
妈”———对于社工究竟是做什么工
作的，很多人都如此理解 ，甚至人
们会这样形容他们想象中的景象：
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大爷大妈，闲来
无事在社区东走走﹑西看看 ，维持
治安、调解邻里纠纷。

没错，社区工作的确是社工的
工作方向之一，然而居委会里发生
的一切，对于社工来讲已经是老黄
历了。 确切地说，社工在中国社会
应该被这样定义：现代意义的社会

工作，是一种以助人自助
为宗旨，运用专业知识协
调社会关系、预防解决社
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的
职业，广泛分布在社会福

利、社会救助、减灾救灾、慈善事
业、残障康复、优抚安置、社区建
设、婚姻家庭，以及公共卫生、学校
教育、就业服务、司法矫正、青少年
事务等领域，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
共服务的重要力量。

这样的定义决定了社工是服
务于社会的，而“社区”仅是他们的
工作方向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副院长周长军介绍道，“社会
工作在人们的印象中，经历了从陌
生到熟悉的过程。 刚开始，人们以
为社会工作就是在街道工作，每天
处理琐碎的事， 这其实是片面认
识。 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对社会工
作的要求越来越细， 标准越来越
高，人们认识到其实在很多工作领
域，社会工作都有施展的舞台。 特
别是在民政领域涉及的救灾救济、
优抚安置等工作，更需要大量的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 ”

因此， 除了社区工作之外，医
院里从事疏导病人心理工作的人
员、司法机构处理和调解家庭纠纷
的人员、NGO(非政府组织)的各类
人员等也都属于社会工作者范畴，
社会工作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
正不断扩大和延伸。

工资———不得不说的尴尬

“我们有善心 ，也有为人服务
的理想， 但是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坚持理想的成本越来越高。 ”一位
从事社会工作的年轻人如是说。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徐永祥指出，社会工作是一
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从业者须经
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并获得从业资
格。然而，由于薪资待遇低、社工自
主化、 行政色彩浓厚等方面的原
因， 社会工作行业留不住人才，也
较难吸引优秀人才。

“社工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的
发展得比较快。 社会上对社工的需
求量大，包括我认识的许多单位和
机构都需要毕业生，甚至已经达到

‘用工荒’的程度，但能满足社工薪
金待遇的却很少。 保守估计，我国
每年能毕业 8000 多名社工专业学
生，按照现在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发
展的情况看，如果这些学生能全部
投入社工岗位，实际上是能基本满
足这些需求的。”矫杨表示。薪酬待

遇偏低，是很多社工系毕业生不愿
意选择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的重
要原因之一。

在深圳，政协委员宋强调研发
现，深圳一般社工年收入不超过 7
万元，其待遇相对社会生活水平偏
低。因此，人才流失率较高。深圳市
社工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 10 月， 深圳社工行业流动
率为 28.7%，其中近 17%为流失率。

而广州市民政局对社工的薪
酬指导线为 3000 元/月-6500 元/
月，这个薪酬水平要低于深圳和东
莞，“有些社工已经工作了 3 年，还
是每月 3000 多点的工资， 这令人
很无奈。 ”一位在广州工作的社工
表示，“刚毕业时能拿到 3000 元还
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关键是可持续
发展， 之后 3 年如果还是每月拿
3000 元工资，相比那些进入企业工
作的同学收入已经差了一大截。 ”
她认为，和其他职业一样，社工相
对应的薪酬和职位提升很重要。

另一方面， 由于人才缺口巨
大，造成现有社工群体工作压力过
大。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
社工翟女士讲到，她目前从事的工
作内容繁重，对个人挑战很大。“社
会工作，要与别人沟通，还要设计
出合理的工作计划，再到后期的评
估，每一个环节都要涉及与不同的
人群进行沟通，有时经常会遭遇到
别人的误解。 ”

不仅如此，人员配比的失衡现
象更为严重。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
务社处级督导张晓园介绍，2010
年，新安街道大浪社区约有劳务工
30000 人，仅派驻两名专业社工，服
务对象与社工比例为 15000∶1。 专
业社工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寻找适合自己的社工方式

在大部分迷茫而找不到前进
方向的社工身边，也有少数的幸运
儿，发现了适合自己和社会的社工
之路。

在北京一零九中学担任社工
的林翔宇是毕业于香港的社会工
作专业硕士， 早在大三的时候，她
便为自己定下了“要做有关于青少
年工作”的职业方向并且在后来确
实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加入中学，
通过开设“心理辅导室”来完成社

工的职责。
“在我看来，这份工作与社工

的定义十分契合，而且在学生中间
受到了强烈的欢迎。 ”林翔宇说，她
在一零九中负责初三和高一美术
特长班的“生涯规划”的授课工作，
同时还在心理辅导室负责为学生、
老师和家长进行心理方面的咨询、
宣传（小报、橱窗）、讲座和组织社
区间的大型活动。

“开始的一两年当中，这样的
工作很难被定位，算是一个非主流
的工作岗位，再加上是‘一个人的
孤军作战’，曾有些迷失的感觉。 ”
林翔宇描述道。 但现在，经过四年
的磨合，她对自己在学校的社工职
业有了清晰的定位———教育者、引
导者、家长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连接
者、问题发现者和资源联结者。

“我们在心理方面对人的引导
和心理专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心
理专业注重个人改变；社工专业最
棒的一点是‘把人放在群体当中’，
因为个人问题其实是系统和社会
问题，强调通过改变整体达到改变

个体的目的，强调引进资源，让他
们看到改变的机会，为他们创造机
会。 ”她补充道。

像林翔宇这样，毕业以后进入
学校，获得教师编制同时又发挥着
社工作用的机会并不多。 为此，也
有人通过参与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来提升自己未来的职业前
景。

自 2008 年起， 我国开始举行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社会工
作师成为新职业，并被纳入国家专
业技术人员范畴。 据介绍，社会工
作师目前分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
级社会工作师。“成为更高一级社
工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薪酬
水平，因此这个途径吸引了不少社
工们的参与。 ”矫杨讲道，“但目前
高级社工师的资格认证条件和相
关规定还没有出台。 ”

缺空间还是少激励？

深圳市社工协会秘书长李光

明认为 ，社工是一个高情感 、高能
量付出的行业，凝聚了许多道德高
尚 、富有爱心的社会精英 ，需要承
受的负面情绪很大，应该有恰当的
岗位设置、人员配比以及较高而稳
定的薪酬待遇，让社工成为太阳下
受尊重的职业，成为吸纳人才的职
业。

之所以不是每个社工都能得
到像林翔宇这样适合服务对象和
自己的工作岗位，其原因之一就在
于社工配套岗位的设置不成熟。有
人认为，“岗位开发设置是影响社
会工作职业化的关键问题，没有配
套岗位，社会工作职业化就很难推
进。 ”也有人认为，“目前高校的教
学与实践脱节， 学生实务能力较
差； 很多高校的教材都是舶来品，
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反而影响社
工工作的开展。 ”此外，国内许多社
工机构没有建立成熟的督导制度，
基层社工实务经验不足也成为社
会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的原因之一。

不过，还有更多专业人士将中
国社工发展不力的原因归结在“政
府购买力度不足”之上，认为只有
加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来
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才能完善社会
工作岗位的设立、 提升社工待遇、
抓住社工人才。

据媒体披露，在南京这个社会
工作发展较为领先的城市，2011 年
民政部门用于购买社工服务的预
算仅有 1000 万元， 平均到 800 万
市民身上，每人只有一元多。 南京
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负责人表
示， 该中心是南京市扶持的典型，
但一年也仅获得 10 万元的政府购
买项目支持，中心绝大部分资金来
自于国外基金会。

矫杨则对记者透露，目前北京
社会机构的社工项目不少，但给予
经费通常就只有 5-10 万元， 并且
还明文规定不许用在人员上。“通
过项目来接受补贴，这就使社工由

机构社工变成了项目社工，身份定
位狭隘了许多。 ”

而在岗位设置方面，不少社工
也在实际工作中感觉到很强烈的
错位。一位在街道从事社区工作的
社工告诉记者，进入社区后才发现
工作与想象中的差距非常大，“做
的是民政干事的工作，专业优势基
本得不到发挥。 ”经过逐步的摸索，
目前她正通过公益创投项目的形
式， 慢慢地从社区事务中脱身出
来，从事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这样
才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 ”

社会上普遍存在对社工职业
定位不准的状况，很多大学生来到
社区后不是提供法律普及、社会保
障、 就业服务等专业性的工作，而
是和过去的居委会一样，承担了大
量的行政事务，这造成了专业社工
人才的浪费。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南京人口
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崔效辉表示，
目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加大财政
转移的力度， 通过项目制的方式，
为社会组织和社区社工提供更多
的资金扶持，从而提高他们为社会
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
工作系主任史铁尔认为，“比较好
的模式是，政府将社会工作需要购
买的服务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公开竞标选择服务机构，第三方机
构考核评估项目效果等程序，确保
项目运作规范化、透明化和效益最
大化。 ”

薪酬偏低 定位模糊 善心能否成为职业

中国社工人才的去与留

北京社工报考热度加大，不少报考学生表示因有望获得北京户口

林翔宇讲的这节课，主题是“我的梦，让生命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