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
第 24 届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
联合会议在深圳举办，这是大会
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会议全面
展示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成
就， 也推动了社会工作在 2017
年乃至以后多年的发展。社会工
作在 2017 年取得了更为广泛的
社会影响力，从政策到实践都开
始趋向城乡与领域的均衡发展。

2 月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
见》。《意见》要求，完善群团组织
承接乡镇政府职能的有关办法，
将适合群团组织承担的乡镇服
务管理职能依法转由群团组织
行使。

《意见》提出要建立公共服
务多元供给机制。要支持社会组
织发；要积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
机制，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充分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乡镇
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

《意见》的这些规定，让全国
3 万多个乡镇向社工敞开了大
门，扫清了社会工作进入乡镇社
区的政策障碍。

3 月，民政部以“社工让社
区更美好”为主题在全国组织了
2017 年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
民政部门、社工行业组织、社工
机构等围绕社区社会工作和“三
社联动”的政策法规、实务案例、
经验成效以及社区社会工作者
的专业角色、典型事迹、行风故
事等开展了广泛、持续、深入的
宣传，从北上广到青海、新疆，社
会工作的声音传到了我国的各
个角落。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意见》。《意见》在“以人为

本，服务居民”的原则下，十分强
调发挥社会工作、 社会组织作
用。

《意见》要求完善心理疏导
机制，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
专业社会组织，加强对城乡社区
社会救助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困境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社
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留
守儿童、妇女、老人等群体的人
文关怀、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
务，重点加强老少边穷地区农村
社区相关机制建设。

《意见》强调，所有以社区居
民为对象的公共服务、 志愿服
务、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原则上
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提
供。

这些规定，为社会工作进入
城乡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了路径
和资源支持。

7 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务
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关于支持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的指导意见》引起各方关注。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扶
持壮大贫困地区社会工作专业
力量。我国过去二十多年培养的
社会工作人才主要是在城市，在
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布。几十
万高校毕业的社工专业学生也
都留在了城市， 很少有回去的。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扭转过去
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形成一个社
工人才分布比较均衡、合理的格
局。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社会
工作实现了先进地区与落后地
区携手合作、齐头并进的发展态
势。 打造了一支 80 余万人的专
业社工队伍，发展了近 600 个社
工行业组织、6000 多家社工服
务机构，初步形成了遍布城乡的

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这一成果在第 24 届亚太地

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上得
到了全面的展现，吸引了来自日
本、菲律宾、土耳其、新加坡、新
西兰、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
国、越南、韩国、泰国、印度尼西
亚以及中国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400 名社工行业组
织代表、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
者以及社工机构代表。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出席大
会并致辞，在致辞中他指出社会
工作是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保障改善民生、
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发展社会工
作，民政部作为社会工作的主管
部门，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健康发
展。

他就深化亚太地区社会工
作交流合作提出四点倡议：第
一，尊重差异，多元发展。希望亚
太各国家和地区立足本国和地
区实情，探索各具特色的社会工
作发展模式与方法， 增强包容
性、尊重多元性，使社会工作在
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下
蓬勃发展。第二，相互借鉴，兼收
并蓄。 希望大家广泛交流，真诚
沟通，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不断
丰富各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的
发展内涵，完善各国家和地区的
社会工作政策、 理论与实务体
系。 第三，前瞻谋划，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和创新基础理论与知
识方法， 使社会工作与发展同
步、与时代同行。 第四，深化交
流，合作共赢。 把握好“一带一
路”的历史机遇，全面深化政府
和民间在社会工作教育、 研究、
实务等领域的对话交流，进一步

巩固合作基础、 创新合作形式、
拓展合作渠道、提升合作水平。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主
席露丝·斯塔克对中国社会工作
的成果表示肯定，她高度赞赏了
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特别
表示中国社工是世界社工大家
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9 月 27 日至 9 月 29 日
的三天会议期间，以“挑战与责
任———创新社会工作与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来自中国、美国、
香港、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和地区的社工行业组织领袖、著
名专家围绕“社会工作教育：协
作模式探索与教育、研究和实践
的结合”、“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的政治背景及启示”、“社区社会
工作本土知识与其他文化的关
系”、“气候变化、 环境和灾害工
作：企业、社区和个人的责任”四
个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会议还设置了“一带一路”
社会工作研讨会、创新社会治理
与可持续发展等 12 个分论坛。
与会嘉宾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
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民政部副部长、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会长宫蒲光在闭幕式
上表示，这次会议对中国社会工
作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也必将对整个亚太地区
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

以此次会议召开为契机，我
国各地社会工作者进一步创新
发展，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本土
化的社会工作模式与方法，推动
社会工作与时代同行、与发展同
步。

当然， 在迅速发展的过程
中，问题也还是存在的。 2017 年
5 月份，中山大学传出社会工作
专业停招的声音，引起了社工教
育界、实务界的广泛探讨。

目前， 全国有 80 余所高职
院校开展社会工作专科教育、
330 余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本
科教育、105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教育，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毕
业生 3 万多名。

高校社工专业是社会工作
人才的重要来源，但也一直面临
着学生就业与进入行业后流失
的问题，中山大学停招引起的风
波恰恰是这一状况的反应。目前
社会工作从业者依旧面临着社
会认识度低、薪酬待遇差、上升
渠道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工专业在高
校中的地位。

尽管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
说，社会工作在我国仍处于一个
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在行业政策
利好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坚
持必将带来社会工作的全面发
展。

社会工作：推动均衡发展之年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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