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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我们班有 54 人，其中有一
半考上了研究生，而且基本都是
名校， 还有 10 余名同学准备再
次考研，其余的同学要么选择考
公务员、事业单位，要么选择了
其他行业。 我是唯一一个到一线
社工机构工作的人。 ”谈到毕业
去向，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
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小维同学颇
为感慨。

对于很多人来说，找工作的
首选自然是自己所学专业或相
关领域，因为有基础有优势。 但
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来
说， 这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近
年来选择在社工领域就业的学
生比例仅为 20%左右，80%的毕
业生都“逃离”了本行。

究其根本， 社工行业待遇偏
低、发展空间小、社会认同度低、工
作比较辛苦等现实问题，是让诸多
毕业生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

据记者了解， 目前全国约有
330 余所高校招收社会工作专业
本科学生，80 余所高职高专学校
招收社会工作专科学生，105所高
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教育， 这些院校每年培养三
万多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

按照国家人才培养战略规
划，到 2020 年我国需要 145 万名
社会工作者，目前至少还缺一半。

如果仅仅从数字来看，社工
行业似乎有着广阔的就业空间
和发展前景，理应受到毕业生的
追捧。 然而，现实情况却给我们
浇了一盆冷水：社工专业“科班
出身”的毕业生选择从事一线社
工工作的少之又少，此前仅有百
分之十几的社工专业毕业生选
择这个行业， 近几年虽有增长，
但比例也不超过 20%。

2017 年，河南师范大学社会
事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共有 54
名毕业生， 其中只有一人选择到
一线社工机构工作。 54 人中，一
半的学生考上了研究生， 而且基
本是名校，还有 10 余名学生准备
再次考研， 其余学生选择了考公
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其他行业。

小维就是班级里的那个“唯
一”。 6 月 13 日，毕业典礼结束后
的第二天，小维便离开学校前往
深圳，准备正式开始上班。

她工作的单位是深圳市龙
华区壹家亲社工服务中心，成立
于 2014 年，关注儿童、青少年、
老人等领域。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
生，小维的工资为税后 3600 元，
食宿等问题需要自己解决。

“有句话说得好， 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社工。 ”谈起找工作的
过程， 小维半开玩笑地告诉记
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从大
三就在这里实习，而且机构也很
缺人，包括这个行业都十分缺乏
专业人才。 比如像我所在的这个
机构， 除了中心主任都换了一
拨，人员流动性特别大，所以社
工专业的毕业生在一线社工机

构还是很受欢迎的。 ”
当然，她所说的“缺人”指的

是缺乏专业人才。“也不能说这个
行业缺人， 因为很快就会有新人
补充进来。 但我感觉这种现象并
不太好， 因为很多人并不是社工
专业毕业， 或者没有相关的工作
经历。 这样一来工作的专业性就
无法保证。在一些大的机构，新员
工的入职培训可能做得很好，但
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机构来说，
要谋求生存， 就不可能投入太多
时间和精力在员工培训上。 ”

和很多人一样，刚刚接触这
个行业时，小维也很困惑。 同班
同学中，除了两人当年是自己选
择的社会工作专业，其他人全部
是被调剂的。 很多人一开始对这
个专业一无所知，即使到大学之
后也不喜欢这个专业，选择转专
业的每届都有。

“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挺难过
的。 我觉得当初如果再认真考虑
一下， 我可能就不会选择现在这
样的工作。 ” 对于一线的社工工
作，小维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甚至
是失望。“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
和现实情况完全脱节， 而且一开
始有很多事情我也不能理解，比
如为什么社工机构要拼命地接项
目， 为什么他们会安排一个没有
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 甚至是一
名实习生去操作项目……”

不过，在经过四年的学习和
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小维的观
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她看
来，这个行业是有发展前景和晋
升空间的，只是目前大家的认识
还不到位。“我的看法和别人可
能不一样， 这个专业我学了四
年，不管学得怎样，我觉得都要
给一点时间去证明自己合不合
适，不能直接放弃。 这也是为什
么这个行业工资不高、而且经常
受委屈，但我还是要做社工的一
个原因。 ”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相
关政策， 肯定社会工作的价值，
鼓励和支持社工行业发展，很多
人直呼“社工行业的春天来了”，
但小维的看法却出乎意料地冷
静：“我觉得没有必要把社工的
价值拔得太高，因为有些事情确
实是这个行业做不到的，给自己
设定太高的目标反而不具有可
操作性，会让自己失望。 改变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要慢慢
来，慢慢去影响大家。 ”

不考研的话出路会很窄

小维的同学张芬芳选择了考
研。“我今年考上了中山大学社会
工作专业的研究生。 我们这个专
业考研的很多， 因为社会工作专
业在教育领域的发展要比实务
快， 也就是说现在是先发展教育
再发展实务， 如果不考研的话出
路会很窄， 而且一线社工的工资
也很低。我并不排斥做社会工作，
但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
会考虑其他行业。 ”张芬芳表示。

张芬芳当年并不太了解社工

专业，只是觉得这个专业还不错，
能够帮助别人， 脑子一热就报了
这个专业。“不过我前几个志愿都
没有报这个专业， 到第五个专业
才报的这所学校这个专业， 结果
就被录取了。 ”张芬芳表示。

在张芬芳看来， 社工专业很
多人是被调剂过来的， 但在学习
过程中大家的价值观也会受到影
响，“比如现在我思考问题都会从
社工的价值观念出发， 它会培养
你的正义感。 即使以后我不从事
社工相关的工作， 也还会深受社
工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对于我们
今后的发展也会有很大帮助。 ”

“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的发
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只不过目前
大家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包
括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工作的
价值认识也并不到位。 这个工作
很难，但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
张芬芳表示。

“就目前来看， 社工行业工
资水平不高， 工作压力比较大，
社会认可度不高，这也是大多数
学生不愿意选择这个行业的原
因。 但我相信这个行业会有很好
的发展，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更
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至于专业
人才，我觉得他们的存在推动着
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留
在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才能让
人们看到社工的专业性，获得社
会的认可。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
工作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沈红
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工作一年半的社工毕业生

毕业后从事了社会工作，能
坚持下来吗？“当年我们班一共
有 27 个人， 现在还在从事社工
行业的除了我应该还有两三个
人。 ”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的杨

博表示。
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是杨

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我现在
在这里工作一年半了，很喜欢现
在的工作。 ”杨博表示。

最开始报专业的时候杨博
也不了解社会工作，身边的人对
社工行业了解的也并不全面，只
知道社工是一个帮助人的行业，
但是了解的比较片面，就像有些
人觉得计算机专业的人就是修
电脑的一样。

经过大学的学习和在事务
所的工作实践，杨博对社工的工
作方法和工作流程有了更清晰
地认知，对社工的价值也有了更
全面的理解，“我觉得社工行业
发展前景很好，是社会发展的产
物。 一方面，社工可以帮助社会
弱势群体获得他们应该享有的
资源;另一方面，社工可以分摊政
府的一些职能， 缓解政府的压
力。 ”杨博认为。

对于今年社工专业的毕业
生， 杨博表示：“我希望他们首先
考虑社工行业， 这样能对自己四
年所学做一个检验， 也可以对社
工行业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给
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社工行业一
个机会。 也许当你全面了解了这
个行业后就会爱上这个行业。 ”

建立一种市场选择机制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
意见》正式印发，其中有五处提
到了专业社会工作，从统筹发挥
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提升社区矛
盾预防化解能力、加快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建设、加强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等角度，强调发挥社会
工作者的作用，加强和完善城乡
社区治理。

意见的出台让从业者感到鼓
舞和兴奋。 但一方面国家陆续出
台了很多政策， 鼓励和支持社会
工作，肯定社会工作的价值；另一
方面， 基于薪酬待遇及发展空间
等现实问题，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生很少选择从事一线社工工作。
如何才能扭转这样的矛盾局面？

对此，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
究院副院长、 教授邓国胜表示，
这一局面或许短期内并不能得
到扭转，需要经历一个缓慢发展
的过程，“社工机构和学生本身
都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另外我们
目前的教育培训体系也要做一
些变革。 现在社工专业的学生学
的知识比较窄，更多的是社工专
业的技能，但是对于其他相关的
知识， 比如非营利组织管理、商
业管理等比较欠缺，学生的实操
性也比较弱。 ”

今年 5 月 5 日，中山大学宣
布撤销该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
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在社工行业
更是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而这也
只是目前国内高校在课程改革
和专业设置方面的一个代表性
事件。 国内已有数百家高校开设
了社会工作专业，但一些高校在
教学方面只偏重理论，不重视实
践，甚至有个别院校老师也不看
好社工专业的前景，鼓励学生考
研或选择其他领域。 专业和课程
设置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考量。

邓国胜表示， 高校专业的设
置应该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市
场对于专业的需求并不强， 学生
也找不到工作， 有些专业自然就
会被慢慢淘汰， 中山大学社工专
业停招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但
在我们国家有很多情况也不完全
是市场行为，很多都是行政行为。
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市场选
择机制，政府不要太多干预。 ”

� �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与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每年定期举办新社工上岗培训， 为刚入行的
新社工们提供针对性基础学习， 力促新社工们全方位了解社工行业发展与掌握自身必备知识技能与职
业伦理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