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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重建历程 探索发展路径

北大召开研讨会纪念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三十年
11 月 1~2 日，中国社会工作

发展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重建三十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
顺利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
学社会学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
社会科学系、 北京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来自中国内地、香港、
美国、英国、意大利、越南等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名社会工
作研究者、教育者和实务工作者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共同回顾中
国社会工作沐雨栉风 30 年来之
不易的成就，反思社会工作重建
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并
积极探索未来专业发展的有效
路径。

北京大学校党委常委、党委
宣传部部长蒋朗朗教授，香港理
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阮曾媛琪
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
长徐永祥教授，国际社会工作教
育联盟会长 Annamaria Campani－
ni 教授，民政部民政干部管理学
院原副院长刘伟能，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
陆士桢教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
龙，香港择善、思源及经纶基金
会代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副局长吕晓莉等出席了于北京
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纪念
庆典。

据了解，北京大学是中国最
早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之
一，其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同时
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
史进程。 30 年来，北京大学承继
上世纪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与
社会服务系的传统， 坚守专业、

努力进取，在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服务实践等方面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同国（境）
内外同人一道有效地推动了我
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在围绕“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前瞻”的主
题研讨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
思斌教授提出，在中国，社会工
作专业作为一种次结构从属于
不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而导
致它在学科发展上受社会学影
响，在专业实践上受结构性因素
制约，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必须要重视主体间建构，积极开
展跨学科、多主体、参与式合作，
实现社会工作作为次结构与主
结构的协同性发展、作为专业实
践与行政工作的互构性发展；香
港理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阮曾
媛琪教授则强调，内地社会工作
教育群体需与各级政府、教育系
统、服务对象、基金会组织、社会
工作专业学生、国际社会工作教
育群体建立并发展多元合作伙
伴关系，并遵循转化性合作伙伴
关系原则，促使自身扎根本土的
同时走向世界；英国斯特灵大学
社会科学院 Lena Dominelli 教授
认为，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社
会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
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工作助力社会问题解决、以
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等方
面。 但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也
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如何保
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质量，
如何夯实社会工作发展研究和
实践基础等。

在以“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

工作发展三十年”为主题的分论
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团教授
以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为研究案例，探讨了中国乡村社
区工作者的系统化培养制度；圣
路 易 斯 华 盛 顿 大 学 Michael
Sherraden 教授建议中国社会工
作应扎根本土，通过总结以往政
策和实践创新，提出所面临的主
要挑战， 进而明确未来发展方
向；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
策系关信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
工作发展水平将依赖于社会政
策发展水平，后者则主要通过政
府公共社会支出水平和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来衡
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熊跃根教
授则提出，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
需要通过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
和社会工作的服务提供来实现。

在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
实务发展三十年”为主题的分论
坛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徐永祥教授提出，中国社会工作
要通过嵌入、建构与增能的方式
扩大其实践场域和生态空间，包
括体制、领域、学术和服务对象
的认同与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马凤芝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工
作教育发展体现了一种国际社
会工作专业社会化，而中国社会
工作实务发展则凸显了一种实
践处境和过程的社会化；香港明
爱社会工作服务副部长黎永开
认为，内地与香港社会工作血浓
于水，应同心奋进；中山大学社
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张和清教授
则提出，迈向社区增能的村民社
会工作是以社区为本的五位一
体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包括社区自治、生计发展、社会
互助、文化认同与环境友好。

在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发
展三十年”为主题的分论坛上，香
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陈高
凌教授评价了中国内地八所高校

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发表的英文学
术论文， 认为这些论文涵盖多个
研究领域，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但
在实验设计研究方面需要加强；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毅鹏教
授提出， 社会工作要以“共生智
慧”为原则，谋求与社会学协同发
展， 实现从理论的社会学到行动
的社会学， 从实务的社会工作到
学理的社会工作； 香港理工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古学斌副教授提
出， 社会工作研究应当以实践为
取向，构建对实践有用的知识，并
对实践有所改善； 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吴利娟副教授则认为， 社会
工作研究应当允许不同方法论取
向的研究并存， 并以生产和共享
有效的知识为目标。

此外，香港择善基金会和思
源基金会在北京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下
捐资设立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基金” 也在本次纪念庆典上成
立。 纪念庆典期间，社会工作教
育者、研究者、实务者也齐聚在
该中心，对多领域的社会工作实
践研究经验进行了分享，并对新
形势下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进
行了探讨。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
阮曾媛琪教授在闭幕环节中表
示，30年来，内地公众对于社会工
作专业的认识有了巨大转变，社
会工作专业建立起了专业认可，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者基于有血有
肉的实践， 逐渐开始建构本土性
的理论，并积极与国际对话交流，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也
有所启发，她相信，中国社会工作
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艺术与公益结合会成就怎
样的风景线？ 柯良艺术公益基金
和通州区于家务牡丹风情小镇
携手给出了精彩的答案。

2018 年 10 月 29 日上午，柯
良艺术公益基金会馆在北京市
通州区于家务国际牡丹风情小
镇隆重揭幕。 著名画家柯良、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京、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
顾问田涛及来自业界的多位知
名人士出席仪式，并对柯良艺术
公益基金会馆落成给予寄语和
祝福。

“柯良艺术公益基金”成立
于 2017 年 4 月，由柯良本人捐赠
设立，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艺术
的海内外传承与推广。 柯良艺术

公益基金会馆落成，不仅使首都
北京的中外书画艺术交流再绽
新芽，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国际
牡丹风情小镇也就此增添了一
抹艺术和公益完美结合的不凡
格调与纯美品味。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京在揭幕仪式上表
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行至关键
阶段，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城乡差距之大不言而喻。 美丽乡
村建设是当下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的新理念和新尝试。目前，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通过社区营造和社工服务对
国内建设特色社区和特色乡村小
镇提供精准有效的协作和支持。
与此同时，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可
持续发展也需要多元化和多方位
的融合， 柯良艺术公益基金会馆
这样一个“艺术+公益”的文化空
间进驻乡村小镇就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 刘京希望未来能够以此为
基点， 辅以社工群体的精准切入
和有效服务， 将这里打造成艺术
交流与公益慈善融为一体的美好

温馨之所。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

涛目前担任柯良艺术公益基金高
级顾问。 他说：“柯良先生艺术作
品的穿透力虽然还未被社会公众
所熟知， 但人们已经能够透过他
的画作看到他内心蕴藏着的巨大
能量， 而这种随着岁月的浸淫和
积淀不断释放出的艺术爆发力必
将令人惊叹和折服。 ”

田涛也盛赞于家务国际牡丹
风情小镇的独特眼光，可以将柯良
这样了不起的艺术家吸引至此。他
说：“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发展程度，不仅要看其城市发展现
状， 更要看其乡村文明进步几何。
当我们徜徉于欧洲任何一个乡村
小镇，你会不由自主被当地散发出
的宁静祥和所感染、被其浓厚甘醇
的艺术气息所吸引。而在这种沉静
之美的背后，其实更多地凸显着该
国悠久历史在现代文明中的积淀
与完美呈现。 ”

田涛说，北京目前还没有一
个堪称“艺术+公益” 的现代化
乡村小镇的样板。柯良艺术公益

基金会馆的诞生，可谓是向这个
美好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他认
为，只要努力营造、真诚构建，假
以时日，于家务国际牡丹风情小
镇定会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
景线。

柯良艺术公益基金会馆“掌
门人”柯良表示，人生之路近 70
年，自己最大的快乐是重新理解
了“公益”的内涵，并且愿以一己
之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奋
斗不止且乐此不疲。 未来的日子
里，他将把更多的时间投入社会
公益事业， 惟愿一生不虚度，此
生有意义。

柯良，山东莱州人，现代著
名画家、书法家，被誉为“横跨东
西方的鬼才画家”。 柯良作品被
海内外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广泛
收藏，其中，《和平与发展》更获
联合国艺术贡献奖并被永久收
藏。 他的“丝绸之路”、“敦煌楼
兰”系列风情组画曾在法国巴黎
左岸画廊展出， 中央电视台的
《东方之子》 栏目也专门介绍过
柯良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成就。

柯良艺术公益基金会馆在京落成 ■ 本报记者 文梅

� �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阮曾媛琪教授发表贺辞（图片由活
动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