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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第一家专业的社工机构乐群社工师
事务所在上海诞生，经过十年的发展求索，时至
今日， 上海市共有从事社会工作相关服务的社
会组织 115 家， 其中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专
业社工机构 66 家。

上海：社工机构走专业发展模式
■ 本报记者 闫冰

� � 上海乐耆社工事务所的 30 余名社工中，女性撑起了绝大部分天空，只有两名男社工的状况也折
射出社工行业需要各方面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上海———也许是历史的积
淀和文化传统使然， 令这座素
有“魔都”之称的现代化都市任
何时候都更愿意走在改革和尝
试的前端。 国内最早的一股“社
工热”便是在上海引发的。

1993 年， 响应国家民政部
开展社会工作探索的号召，上
海市成立了社会工作者协会。
在初期的摸索过程中， 以基层
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和恢复社会
工作专业教育为主要标志。

1997 年， 浦东新区从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引进了第一批社
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 充实
到基层相关岗位， 开启了社会
工作在实务领域发展的序幕。

从内地第一家专业的社工
机构乐群社工师事务所在上海
诞生，经过十年的发展求索，时
至今日， 上海市共有从事社会
工作相关服务的社会组织 115
家， 其中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
的专业社工机构 66 家，包括市、
区、街道三级协会 13 家，社工培
训机构 1 家， 研究评估机构 1
家，直接服务机构 51 家，全市具
有各类社工职业资质的人数已
近 1.4 万人。

纵使上海作为中国内地社
会工作和专业社工机构运作的
第一个试水者， 真正的起步和
发展也不足二十年， 其中有无
数社会工作先行者在求索和困
惑中决然前行， 这其中不乏宝
贵的经验。

初期的政府介入与强势推进

2004 年， 在具有官方背景
的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
系下“三大社团”成立，这是上
海专业社工机构的雏形， 也成
为上海市社会工作以“政府主
导、社团运作、社会组织参与”
形式的首次亮相。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
副处长曾群介绍， 上海市政府

成立了内部专门的机构来探索
“政社合作”模式。“以预防青少
年犯罪为例， 成立了青少年社
区办公室，挂靠在团市委，它代
表政府提出工作目标、 落实经
费、进行评估，具体的服务交给
当时民间的一个民非组织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

“三大社团”与当时上海预
防和减少犯罪体系配套， 各有
独特分工， 分别是为社区闲散
青少年服务的上海市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为社区服刑人员
和刑释解教人员服务的上海市
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和进行社区
滥用药物人员矫治的上海市自
强社会服务总社。

“因为涉及到司法，所以不
能完全脱离政府主导， 但从这
个模式的设定上， 上海市政府
当时已经是希望探索政社合作
的模式。 三大机构也十分强调
社工组织的专业性和社工的主
体地位。 ”曾群对《公益时报》记
者说。

也正由于政府介入、 强势
推进， 让上海在一年内迅速拥
有了千余人的社工队伍， 也使
得“三大社团”的服务几乎覆盖
到上海市大部分社区。

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内， 上海的社会工作总会被认
为是“政府支持有余、自我生存
能力不足”，甚至有人质疑过社
会工作者是否会湮没在庞大的
行政体系当中而失去自身的独
立性。 于是政府转变角色，从
“强势推进者” 向购买服务转
型。

政府购买与机构立项

“随着社工师事务所多了，
以前政府会购买岗位， 但是近
几年已经是以项目化的方式来
购买服务。 不论是财政拨款、彩
票金购买还是各级各部门的购
买， 力度是在明显地逐年加大
的。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
秘书长郭晓牧向《公益时报》记
者介绍。

社工事务所服务的业务和
方向由市场来协调，相互竞争、
需求决定、市场调节，为了得到
财力的支持， 社工事务所在项
目设计上就要更加贴近需求、
更加具有专业性。

“这几年上海社工引起民
众关注和政府认可， 是因为社
工介入了很多传统意义上大家

认为社工不会去做的领域。 比
如社工协会联合社工事务所，
介入信访工作， 就是项目的创
新和专业价值的体现。 ”郭晓牧
说。

社工来帮助“钉子户”？ 这
件事儿真正地让政府和民众看
到了社工不是义工， 也不是献
爱心的志愿者。 由于社工的理
念和工作方法都不同于政府职
能部门工作人员， 也不同于简
单的心理辅导， 社工工作的落
脚点是帮助这些人重建生活秩
序。 很多人因为信访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被社会边缘化，自己
的生活完全失控， 社工要帮助
他们怎么重新回归生活， 然后
理性信访。 同时也在社工机构
承接相关服务， 帮助政府改善
接访质量。

另一个例子是社工机构做
临终关怀项目， 开始只是在两
个医院， 到 2012 年市政府将项
目承接推广， 要求全市多家医
院接纳社工介入临终关怀。“这
些都是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功案
例，你的事儿被政府跟进，说明
改变了系统， 比服务几个人意
义更大。 上海市政府相对比较
开放， 也愿意购买创新性的服

务。 ”郭晓牧如是
说。

“购买服务
项目， 是政府转
变职能、 将具体
的服务交由社会
组织承接的政社
合作， 社工在专
业的社工机构当
中能获得专业的
支持， 专业机构
又能够设计好项
目后更好地获得
资金支持。 ”曾群
说。

除了社工机
构和组织运作项
目吸引政府等购

买之外， 也可以根据自身专业
选择项目。 上海市的公益招投
标平台和公益创投大赛， 不论
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可以在平台
上发布需求信息。

社工事务所的孵化与成长

以社工事务所为代表的专
业社工机构， 作为独立于政府
行政体系以外又源于民间的第
三方机构， 在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的同时保持社工的自身专业
性、独立性上，无疑是有巨大的
作用和价值的。

在 2012 年刚刚发布的《上
海市“十二五”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发展规划》中，将“实施‘百家
社会工作机构成长项目’”列入
其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对社
会工作机构的孵化、培育、能力
建设等政策”，要“力争培育 100
家左右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
要“大力培育发展社工事务所
等专业社工服务机构， 使之成
为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服务的
主要平台和载体”。

这条规划， 无疑使社会工
作者看到了上海依托专业社工
机构来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强
大决心。 上海并没有让社会工
作成为政府行政体系的点缀，
浦东新区社工机构的孵化、集
聚、成长颇有借鉴意义。

1999 年， 浦东新区社会工
作者协会在浦东新区民政局以
社会团体形式注册成立， 由它
作为行业组织来推动社会工作
发展。

“当时内地社工行业没有发
展，我们也在探索，一开始是引
进人才、倡导社工理念，先让大
家知道社工是什么，然后需要一
些载体， 于是先是自己做项目，
等项目成熟了稳定了再剥离出
去成为独立机构。 ”浦东区社工
协会秘书长国云丹介绍。

（下转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