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２０14．3.1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者秉持
的核心工作理念， 这个词代表着帮
助困境之中的人解决问题、 自立自
强，也体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依
存关系。

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个人价
值要通过与他人、 社会发生关系来
体现。 专业的社会工作，会在社会运
行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渗入社会各
个角落，不断促进和修复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基本联系， 这正是社会工
作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功能。

在中国，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
业领域， 已经走过了 26 年的历程 。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重建， 到社
工实务和职业化探索， 又经历了制
度推进、体制建设的提速发展，在全
面推进、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
代大背景下， 中国的社会工作正沿
着“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的发展
方向全面迈开步伐！

在历史的洪流中 ， 中国的社会
工作发展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契
机， 社会工作以及专业社工群体必
将成为“中国梦”实现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推动力量！

社会工作在中国当代的起源，可
以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说起。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
斌指出：“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
中，教育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中
国的社会工作是教育先行， 这样一种
模式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

1987 年，民政部召开“社会工作
教育发展论证会”；1988 年，国家教育
委员会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标志着
我国社会工作正式恢复重建。 此后，
社工专业教育在各个高等院校迅速
发展，形成了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
梯次结构体系。 目前全国已有 300 多
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
养 3 万多名社工专业人才。

在培养社工专业人才的同时，社
会工作专业组织也建立起来。 1991
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并加
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随后，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也在 1994 年成
立。 对于协会的使命，中国社会工作
协会会长徐瑞新表示：“努力推进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努
力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社会工作，这是协

会工作的核心。 ”
高校社工专业的设立和发展 ，

专业社工组织的构建， 体现出时代
发展的需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制度的确立，人们的身份由“单位
人”向“社会人”转变，政府的一部分
社会管理职能开始逐渐向外剥离 。
在社会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
中， 对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及专业
化的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6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规划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当年 10
月，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
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随后，2010 年 4 月，《国家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正式印发，纲要明确了要加快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重视和培养六
类重点人才， 社会工作人才位列其
中。2011 年 9 月，中央 18 个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的意见》，2012 年 3 月， 中央
19 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的教育、培训、评价、使用、激励等提
出了具体要求。

高层大力推动、 社会强烈需求
的背景下，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快速形成，并迅速投入实践当中。

1997 年，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
展局开始招聘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
生， 建立专业社会服务机构 。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实
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各类福
利机构开始聘用专业社会工作者 ，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 2008 年，明
确要求民政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
原则上以社工岗位为主。 2009 年，民
政部出台文件鼓励各地在政策 、场
地、资金等方面提供宽松的环境，这
一举措吸纳了全国近 2000 家民办社
工服务机构迅速发展。

社工职业规范也正在逐 步 建
立。

2004 年，《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
标准》出台。 2006 年，《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
工作师、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实施办法》颁发，社会工作者开始有
了独立的职业水平等级和资质证
书。 2008 年至 2013 年 6 年国家社工

考试，全国有近百万人次报名参考，
已产生十几万名助理社会工作师和
社会工作师。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
者职业道德指引》 也于 2012 年底正
式向社会发布， 这被视为社会工作
者的行为准则。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社会工
作实务已在各个领域开展。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 、 技能和方
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
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
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
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社
会工作的价值正日益显现。 2000 年
上海、2003 年北京、2004 年广州……
个案管理、专业入出院评估、心理抚
慰等专业社会工作概念出现在各类
福利院所； 从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
从城市学生到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域
的社会工作服务日趋多元化；在社区
矫正领域、司法领域、医务社工领域、
企业社工领域也都能看到专业社工
们的身影，这些忙碌的身影赢得了越
来越多的喝彩和认同。

在灾害面前，社会工作者们勇挑
重担。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在 2009 年
实施了针对汶川地震灾区的“社会工
作服务组织试点工程”； 芦山地震发
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工机构的社会
工作者，迅速投入到帮助灾区人民家
园重建和心理重建的工作中。

社会工作的阳光不忘照耀华夏
大地的每个角落。2012年，中央六部门
联合发布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
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社工实务的快速发展更离不开
资金的支持。

2012 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出
台《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
导意见》， 首次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进行顶层制度设计。 同年，中央
政府首次通过建立公共财政资助机
制加强对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培育
和扶持，中央财政安排 2 亿元专项资
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资助项目，共带动社会资金 3.2 亿元，
185 万群众直接受益。 2013 年，民政
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社区
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 将社区社会
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逐
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时鼓励社会
资金支持购买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展望未来，一个社会工作 “专业
化 、职业化 、行业化 ”的时代正在到
来，一个将社会工作的地位提升到法
律层面的趋势正日益明确，一个更加
专业和多元化的社会工作者群体正
在形成！

2013 年 11 月 13 日， 全国社会
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 ，
社会工作标准管理、标准研制、标准
审查、 标准实施与评估有了专门的
机构 ，制度化 、规范化 、科学化的社
会工作时代来临。

法律建设方面 ，2014 年 2 月颁
布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已经明
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发挥
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作
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
能力提升和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 。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指出， 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会
救助服务中能够发挥促进社会融
入、帮助救助对象提升能力、心理疏
导、资源连接、宣传倡导等五个方面
的功能作用。 此外，《社会工作师法》
也将被提上立法日程。

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国家开发
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等专业院校 、培
训机构的建立， 本土化督导团队的
培养与运用， 从实践基础上正逐步
形成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固有的单
位体制，成为社区人，社会治理日益
融入社区。 社区成为了社会工作的主
阵地，社区社会救助、青少年服务、老
年人服务、外来人员服务、婚姻家庭
服务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专业社工
的介入；而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最终
也必须落地社区，同样需要社工的介
入。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将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 2020 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制度配套、功能
齐全、层次多样、服务优良、覆盖城乡
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工作体系将基本
建成。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广大社
会工作者在不断付出的同时 ， 正在
赢得更多的尊重。 他们是这个伟大
的历史时代的弄潮儿， 也是时代的
幸运儿， 他们也将在历史洪流中实
现自身价值！

（本报记者 王勇）

【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