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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罗格斯这所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 31 年， 凯思
琳·波蒂克博士 （Kathleen J. Pottick）不但在教学成果
上享有盛名，并且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 凭借其丰
富的经验，2011 年 7 月， 她被任命为罗格斯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院长。 2013 年 6 月，波蒂克博士率领学院一
行前来中国作交流访问 ， 这是她本人第一次造访中
国。 上图为代表团作客公益时报社时，波蒂克博士欣
然接受了中方馈赠的纪念品。

� � 《公益时报》：此次罗格斯大
学社会工作学院(School of So鄄
cial Work, Rutgers University)访
问团一行中既有任职教授，也有
学生，那么这次在中国的访问目
的是什么？

波蒂克：这次前来的主要目
的是交流，了解中国的慈善文化
与社会工作环境。 近些年，我们
和中国建立了很好的交流与合
作。 我们与华民慈善基金会有着
紧密的合作，并于去年在学院内
创建了华民研究中心，致力于中
美社会福利和基金会交流合作
方面的学术研究。

而今年已经是第三年有我
们的学生共同来到中国了，平均
每年都有不超过 25 名的学生前
来。 今年有 15 名学生和我们同
行，原本有 40 人报名参与，他们
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选拔才被
选进了这个项目，我们要考察他
们的累积 GPA（成绩平均绩点）、
推荐信和个人理由陈述。

这是一次相互学习的旅行，
项目教育学生，我们也从访问中
受益，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所
到之处都能给在场的人带来收
获。 要做到最后这一点并不容
易，我们认为，相互间的学习与
尊重尤为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化
所注重的。

《公益时报》：听闻罗格斯大
学社会工作学院在中国开展了
一些项目，开展这些项目的初衷
是什么？

波蒂克 ：是的，在过去的一
年半时间内，我们学院与中国的
许多院校签署了备忘录，不少合
作都在计划当中，这其中有北京
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和
华南科技大学。 我们的目的是持
续地向中国提供研究、培训及教
育的信息，以期有助于中国公益
力量的成长。

例如， 我们学院下面的家庭
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amilies)，由
执行主任安迪·葛麦（Andy Ger－
mak）领衔，其使命是通过培训和
系统建设， 为提供人群服务的从
业人员和组织培养专业能力。 去
年 12月，这个研究所很荣幸地与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一道向中
国 35 家 NGO 和基金会的管理
者提供了 TOT（针对培训师的）
培训；今年 5月，我们又邀请了 30
名 NGO 和基金会的管理者亲临
罗格斯大学， 参与 NGO 管理者
培训项目。据我所知，我们应该是
美国唯一一家与中国开展此类切

实培训项目的学院， 我们也许是
开拓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培
训人员也开始逐渐了解中国的文
化、慈善氛围与 NGO现状。

我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
中国，社会工作的走势一定是趋
于全球化。 这意味着，社会工作
必须要基于当地的文化，必须要
找到适合当地文化的工作方法
与模型。 这更意味着，学科间的、
跨学科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只
有集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
工作者，让他们
与社会学家、经
济学家和政治
学者一同合作，
才能为现今复
杂的社会问题
给出最全面、最
丰富的答案。社
会工作者的工
作重点是为弱
势群体、贫困群
体和缺少改变自己生活状况机
会的群体解决问题， 跨文化、跨
学科的社会工作者必定能带来
更好的解决方案。

《公益时报》：为何将中国作
为这种跨文化合作的起点？

波蒂克：这个答案也许十分
简单， 因为我们被邀请前来，北
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首
先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意愿。 当然
我们与其他国家也开始有项目，
但在中国的这种交流给我们的
感觉很好，因为我们的对象十分
愿意参与合作。

虽然是有邀请在先，但中国
作为合作对象也另有原因。 美国
的第一个社会工作学院成立于
上个世纪初， 而中国则在 2007
年， 它参照了许多美国的模式。
作为学科之外，社会工作更是一
门职业。 所以，当一个国家参照
美国模式创建了一个新兴职业，
我们非常愿意观察这个过程。 而
其结果并不一定和美国一样，所
以我们也愿意以合作的方式研
究这种模式如何能真正适用于
中国。

这是我本人第一次来中国，
但我已经看到这种合作取得了
效果。 华民研究中心的黄建忠博
士与多家合作院校发起了一项
研究课题，为中国社会工作中出
现的有关募款、税收与儿童福利
等疑问一一做出了解答。

《公益时报》： 如你所说 ，中
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处于起步阶
段，你认为如何能够提高公众对

于社会工作的认识？
波蒂克 ： 将社会工作发展

为一项职业， 这是一项长久性
的任务。 即使在社会工作已经
诞生了百年后的美国， 这项职
业仍然需要发展。 在美国，相对
于其他职业来说， 社会工作的
薪水仍然较低， 公众对于社会
工作的内容及其复杂性也不尽
了解。 在许多人眼中，慈善工作
与社会工作也并没有上升到是
一门科学性学科的高度。 在美
国， 发展社会工作的其中一项
任务就是要呈现社会工作的有
效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社会
工作能够有效展开，我想，在中
国也应如此。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系
统急需专业化。 今天下午在人民
大学的时候，一名学生问我美国
社会如何看待社工。 我的回答
是，在美国，拥有硕士学位、博士
学位和上岗执照的社工在 NGO
中的地位很高。 通常，他们都作
为机构中的管理者。 例如，在我

们学院，从本科生直到博士生的
社工科学生就有 1500 名， 而在
家庭研究所， 每年更有 2 至 2.5
万名社工在接受我们的项目培
训，许多毕了业的研究生还愿意
回来花钱学习更多知识。 这样一
来，我们社工劳动力的专业程度
很高。 培训、教育与研究，我相信
这是中国实现社工领域专业化
的主要途径。

《公益时报》：美国的各级政
府如何支持有关社会工作的教
育系统？

波蒂克：我们的大学教育分
公立和私立。 罗格斯是一间州立
大学，所以我们能获得新泽西州
公民的一部分纳税。 而私立大学
大多靠私人捐款。 当然，所有学
校都是收取学费的，只是公立大
学的学费偏低。 在经济不景气
时，政府对学校的支持会有所削
减，所以教育机构的领导也通常
背负很大压力，通常会展开各种
手段发起募捐，好让更多的人能

享受教育。 作为学院院长，这正
是我的责任之一。

《公益时报 》：那么 ，罗格斯
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筹款工作
是怎样的？

波蒂克 ：过去，我们学院的
捐赠纪录非常低，按学生人数计
算，捐赠率一直在 5%以下。 在过
去的 10 年间， 最多一年的捐款
人数也只有区区 17 人， 而这 10
年间则一共毕业了 400 个班级。
从去年起，我和学生会共同发起
了一项“学生支持学生”计划，让
其中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参与这
项活动。 他们号召和发动每个科
系和身边的学生向学院的奖学
金捐款， 所有科系均有参加，总
共捐出了 8 个名额的奖学金。 其
中，“募款与营销”这个班级的学
生更是将这项活动作为了课程
项目来做。

外部机构考察校内捐款往
往看重的不是捐款总额，而是捐
款人数比例。 而我们这项计划在
去年的捐款率就达到了 47%，这
使得外部机构认为，我们的学生
珍视在这里的收获，因此才有如
此高的捐赠率来反馈学院。 而今
年，捐赠率已经上升到 53%，更重
要的是，其中有 21%的人是第二
次捐款，今年我们已经募集了 11
个名额的奖学金。

作为学院方，在校内建立公
益氛围， 让学生有目的地捐款，
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的
捐款活动不仅被其他院系所效
仿，还被作为最佳案例登在校内
的刊物上。

《公益时报》： 作为职业 ，中
国的社工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
你对此是否有所建议？

波蒂克：在中国走访的这些
天，我知道在中国，社工专业毕
业生不从事社会工作的比例惊
人的高，这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新
闻。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肯定不
是单方面的，我们还没能彻底地
了解。

我只能告诉你美国的现状。
在我们学院，接受培训的学生到
这里来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从业
愿望的，而并不是将社工岗位当
成一个跳板。 并且，我们有一个
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这
样的组织，他们长期倡导并游说
政策制定者为社工争取最佳的
薪酬待遇。 坦白地说，社工的薪
水是要比企业里的低，我们也不
可能把社工变成薪酬最丰的职
业，但我们尽力而为。 此外，我们
从联邦政府直到县一级的政府
都尽力支持社工岗位，NGO 从
政府部门获得的补贴比例相当
的高，并且这些政府部门本身就
招收社工。

专访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凯思琳·波蒂克

这是一次相互学习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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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 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
的，但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增进和恢复弱势群体的
能力，使他们能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