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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和中
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 ， 即路径选择的问
题 ， 融入既有服务体系还是另
辟新径 ？ 笔者认为 ，这两个方面
需要有所兼顾和同步推进 ，并
在发展过程中进行实践比较和
经验积累 。

体制内更新 ： 以工会为依
托推进企业社会工作发展 。 工
会是我国较为传统和成熟的群
团组织 ， 有比较系统的组织体
系 ， 并且广泛地分布在不同类
型和不同领域的企业中 。 在我
国 ， 工会是企业员工的利益代
表者 。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
况和企业员工需求的日益复杂
化和多元化 ， 工会如果要获得
企业员工的拥戴和支持 ， 要尽
快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 。 传统
服务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在企
业员工的实际需求 ， 因此我国
工会应积极落实 《中共中央关
于 加 强 和改 进 党 的 群 团 工 作
的意见 》， 敢于迎接挑战和创
新服务机制与内容 ，充分发挥
工会的 “维 护 ”、 “参 与 ”、 “建
设 ”、“教育 ”四大职能 。 进一步
而言 ，要充分地发挥工会的应
有职能就需要革新服务观念 ，
引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 ，注重
人文关怀和需求导向的原则 。
同时 ，应以此为基础借鉴引入
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企 业 社 会
工作经验 ，并结合实际发展创
新工会工作 ，这也是符合我国
国情的本土化企业社会工作发
展路径 。

在 我 国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早
期 ， 上海市总工会就已经开始
探索工会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
在女工工作方面的应用 ， 这是
很好的开端 。 但是 ，企业工会引
入社会工作还是一个新课题 ，
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 我们
可以在相对有意愿且有较好基
础的地区或企业进行先行探索
和试点 ，跟进同步行动研究 ，逐
步积累经验和迈向成熟发展之
路 。 具体可行的参考做法包括
开展工会干部社会工作领导力
培训 、企业社会工作培训 ，在工
会组织内设置社会工作岗位 ，
与企业合作尝试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化运作等等 ， 其中要抓住
一个核心即工会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 。 从宏观层面讲 ，我们
需要起步加快工会社会工作的
相关研究和制度建设 ， 为其持
续发展提供保障 。

目前 ，北京市总工会 、宁波
市海曙区总工会等地方工会系

统也在以设立社会工作部门 、设
立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 、购
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方式积
极尝试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推动
职工服务和群团工作的创新发
展。

体制外开拓 ：企业福利责任
的承担和社会组织的介入 。从西
方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
发展经验来看 ，企业对于员工的
责任承担已经远远超越了劳动
报酬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 ，
而是将企业员工作为 “社会人 ”
给予全面且必要的福利和服务 ，
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
凝聚力 ， 同时提高生产效率 ，以
达到员工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双
赢目标 。

然而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 ，较为重视
经济发展指标的实现 ，但一定程
度上缺失了企业员工福利和服
务体系的同步发展 。这就需要政
府主动作为 ，加强企业职工福利
和服务体系的制度创制 。企业应
尽力避免给员工甚至社会成员
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和伤害 ，比如
生产安全事故 、 工伤与职业病 、
心理角落和精神压力等 。企业在
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承担着对
员工就业与发展的基本责任 ，因
此企业应当积极推动和实现员
工福利和服务的供给专业化 ，引
入企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 。
目前在我国比较普遍的做法有 ：
一是在企业内设立社会工作服
务部门或者在企业社会责任部
门和人力资源部门设置社会工
作岗位 ，以苏州为典型 ；二是以
购买服务或专项资助的方式委
托具有专业资质的民办社会工
作机构提供专业化职工服务 ，以
深圳和东莞为典型 ；三是引入专
业性社会组织 ，并争取政府政策
和资金的配套 ， 实现企业与政
府 、社会组织的三方联动 ，以珠
海为典型 。

内外兼顾 ：企业社会工作发
展的可能之路 。从我国社会工作
发展的整体路径来看 ，体制内引
入更新和体制外开拓并行是一
个基本特点 。因此对于企业社会
工作的发展路径或许也是一种
参考 。 对于体制内来说 ，应借助
当前工会组织的群团改革 ，推动
社会工作积极嵌入或融入工会
系统 ，主要在于充实工会组织的
专业性人才队伍 。 对于体制外开
拓 ，主要在于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和引导民办社工机构的积极作
用和专业优势 ，推动企业社会工
作发展 。

卢磊/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家族基金会的作用， 简单
来说可归纳为教化、 纽带和传
承这三个功能， 这些功能主要
针对家族中的年轻成员， 但并
不局限于此。 同时， 这三大功
能， 也主要是通过慈善参与来
充分体现和发挥的。

第一， 家族基金会的教化
功能。 中国的很多富一代都是
艰苦奋斗中闯过来的， 他们深
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
但他们的子女———被称为中了
“卵巢六合彩”、“含着金钥匙出
生” 的富二代， 经常是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从来不用为生活
生计发愁，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
知道世界上还有贫困。

老洛克菲勒很早就意识到
财富对于下一代的危害， 所以
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不
仅要自己很好地践行正确的财
富观念， 还要通过家族基金会
来影响后代人。 牛根生也是从
小尝遍了人间冷暖， 他将后半
生定位在慈善事业， 就是要通
过慈善来度人度己， 在他的影
响下， 他的家族成员都积极参
与了慈善事业。

通过家族基金会开展慈善
活动，可以培养家族成员的“三
心 ”：一是同理心 ，即通过对贫
困、弱势人群的帮扶和救助，培
养同情心，学会换位思考，树立

慈善理念；二是知足心，即通过
慈善参与， 更深入地感知和认
识贫困，这样才会知苦见福，懂
得满足；三是感恩心，即通过贫
富的对比， 珍惜眼前来之不易
的生活，学会感恩前辈、感恩父
母、感恩师长 、感恩社会，感恩
一切帮助自己或被自己帮助的
人。

第二， 家族基金会的纽带
功能。 洛克菲勒家族成立了一
系列基金会， 这些基金会在促
进家族成员团结、 提升家族成
员能力以及塑造家族形象方面
都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案例。 比
如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就是
为了弥合不同成员之间的慈
善理念差异 ，加强彼此的沟通
和联系 ， 以便更好地联合做
事 ，这时的家族基金会就变成
了一个很好的纽带 ，通过这个
纽带加强了家族成员之间内
部的联系 、沟通 ，有助于促进
家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
同时洛克菲勒家族的各个成
员各自都有很多的社会资源 ，
通过联合实现了资源共享 ，这
时的家族基金会就变成了一
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帮
助家族成员提升社交能力和
扩大人脉圈子 ；再比如洛克菲
勒家族基金会就是洛克菲勒
家族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联

系着家族和社会的两端， 通过
这个窗口使得家族成员可以更
好地与社会互动， 在向社会展
示、 宣传和塑造家族良好社会
形象的同时， 也回应和消除社
会对家族的各种质疑， 为洛克
菲勒家族赢得了享誉世界的百
年品牌。

第三， 家族基金会的传承
功能。 正如牛根生家族的座右
铭“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事无奇
但率真”，“厚道”是其家族文化
的核心内容。 这一家道通过什
么载体来传承给下一代呢？ 家
族基金会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 因此，家族基金会不仅是一
个慈善救助的实体机构， 还是
一个家族精神文化寄托和传承
的重要载体。 在家族基金会的
延续和传承中， 每一代成长起
来的、成为领袖、成为精英的家
族成员，他们的成长足迹、精神
风貌、 文化取向和价值内涵等
有形或无形的印迹都可以在这
里有所记载和体现， 也必将通
过这里来发扬光大， 这也将有
效激励后来的家族成员不断成
长和实现超越。

总之， 国内外的很多家族
基金会基本上都是以慈善为根
基， 通过慈善参与来培养家族
成员的人格品德， 通过慈善协
同来促进家族成员的团结 ，通
过慈善运作来塑造整个家族的
社会形象， 也围绕慈善理念来
传承一个家族的核心文化。 家
族基金会就是家族成员心灵洗
礼的一片净土， 是家族成员联
系沟通的有力纽带， 也是家族
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工具 ，更
是家族文化不断生发、 永续传
承的重要载体。 因此，把握好家
族基金会的工具特质，才能理解
好、发挥好家族基金会的多元功
能。

家族基金会的三大作用

近日有幸在茅台镇观赏夜
景，灯火辉煌，一片繁荣。 茅台
集团一个企业带动一方， 令人
钦佩。现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
究竟指些什么呢？

首先是企业自身发展。 一
个企业第一责任就是解决自
身发展，创造利润 ，扩大就业 ，
乃至创新领先 ， 促进行业发
展 ， 这都是基本的社会责任 。
没有自身的实力 ，就不可能有

担当社会责任的能力 ，除此就
是妄谈。

第二就是有社会责任的认
识。 一些企业，尤其是企业家，
把社会建设归于政府， 把自己
当成局外人、旁观者，且振振有
词。 这是狭隘的、低格局的。 社
会是大家的，大家是社会的，没
有共治，就不会有共享。 企业和
社会生死与共、命运相联，没有
社会责任认识， 也不会有自身

位置和命运的准确认识， 结果
就会短视。

第三就是要践行。 茅台集
团连续六年捐款六亿元， 为贫
困地区学子圆梦大学 ，致力脱
贫攻坚 ，同时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这是 “言
必信 ，行必果 ”，努力践行的结
果 。现在国有企业参与公益与
企业能力还是有差距的 ，除认
识偏差外 ，不去行动是主要障
碍 。 任何一个正常运营的企
业 ，都有参与社会建设的责任
和能力 ，关键是践行 。 不是以
多少 、大小判定 ，而是以行动
否区分 。

最后就是影响性 。 有时企
业践行了社会责任， 但又怕宣
传过度，这是不必要的。 企业公
益就该大力宣传、大力推展，这
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宣传
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之举， 多多
益善。

企业社会责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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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与拓展：我国企业社会工作
发展的两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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