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5月 15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特鲁尔博士经“亚洲文明对话”论坛组委会邀请，出席“亚洲文明互鉴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论坛并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期间，特鲁尔博士一行到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表示“感受到中国政府对社会工作重要性的认可和认识”。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员工作部对特鲁尔的主题演讲进行了翻译，以下是演讲全文：

■ 罗瑞·特鲁尔 露斯·亨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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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工作视野下的共享未来
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的起

源可以追溯到 1928 年召开的一
个国际社会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
议上， 全球 5000 名代表通过表
决决定成立一个国际秘书处来
协调各项活动和制定相关国际
政策。 目前，国际社会工作联合
会已发展成为由 128 个成员国
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获得了联合
国咨商地位，覆盖了全世界超过
300 万名专业社会工作者。

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作为
国际社会工作的联合机构，其制
定的社会工作政策和标准对其
所属的 128 个成员国家具有社
会工作伦理和实践约束力。 除此
之外，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还为
促进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关于促
进社会发展的最好方式提供咨
询意见，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政
策的讨论中倡导社会工作原则
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由 5
个区域组织组成：亚太（包括中
东）、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以及北美。 其最高决策机构
是成员大会，所有成员都能够通
过民主竞选成为竞选代表和选
择领导职位。

增长最快的职业

如今，社会工作是全球增长
最快的职业。 虽然没有可靠的指
数或标准来衡量这些职业的增
长，但在许多国家，统计数据显
示并预测了社会工作的显著的
增长。 例如，尽管特朗普总统削
减了公共管理的费用，但根据美
国劳工统计部预测，社会工作从
业人员在 2016 年至 2026 年期间
将增长 16%（2019 年劳工统计
局）。 还有报道称，到 2020 年，中
国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将从 50
万人增加到 300 万（李英生，韩
文瑞，黄建忠，2013 年）。 2011 年
至 2017 年期间， 社会工作联合
会成员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
长。 社会工作联合会只允许每一
个代表国家的组织或者一个组
织集团作为成员，然而，在这段
期间，联合会国家级的成员增加
到 128 名，增加了 60%。

社会工作专业增长的原因
包括政府对其认识日益提高，即
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 例
如，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
研究表明，每花费 1 美元用于社
会服务，至少有 3 美元的经济回
报（大卫·斯图克勒和桑杰·巴
苏，2013 年）。 这是因为，当社会
服务人员被安置在社区时，相应
的犯罪率会降低，健康状况会得
到改善， 参加教育的人数会增
加，人们就业的途径也得到改善。

并非所有政府或区域政治
机构都充分理解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联系，在有些情况下，紧缩
性政策会与社会服务发展产生
的积极影响相矛盾。 例如，欧盟
迫使那些努力偿还债务的国家
实施紧缩政策，这既会对这些国
家的人民造成灾难性影响，也会
降低国家债务水平（大卫·斯图
克勒和桑杰·巴苏，2013）。 然而，
这些例子是世界发展趋势的例
外， 即维持或增加社会服务开
支，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
互依存的。

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增长的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通过制定
《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全球议
程》，通过《议程》来促进社会工
作专业增长， 该议程于 2010 年
启动，2011 年起开始执行。

该议程是全球社会工作和
社会发展组织的平台，它们通过
共享资源，依靠社会政策推动社
会行动。 这些重要的行动激励了
许多国家成为社会工作联合会
的会员，因为他们已确定并希望
通过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的成
员身份参与到《议程》平台。

社会工作增长的另一个令
人信服的原因是该行业对社会
发展所作贡献。 例如，在哥斯达
黎加，国家主导的社会工作办法
在实施后的头两年从多层面减
少贫穷 41%（特鲁尔，2018 年）。
更多相关消息可在国际社会工
作联合会网站上查阅。

社会工作伦理

为了被 128 个社会工作成
员国家认可，社会工作者必须按
照社会工作伦理原则声明（国际
社会工作联合会 2020） 进行实
践。 这些问题分为两类：人权和
尊严以及社会正义。 每个类别都
列出了以下关键原则：

人权和尊严：尊重自决权、
促进参与权、 把每个人都当作
一个整体来对待、 识别和发展
优势。

社会正义： 改变消极歧视；
认识多样性； 公平分配资源；挑
战不公正的政策和做法；团结一
致，努力建设一个包容性社会。

社会工作者将上述社会工
作伦理原则作为在承认和庆祝
多样性的背景下建立社区和家
庭凝聚力和团结的框架。 这些
原则在促进人人享有平等的权
利的观念上积极参与并且影响
社会决定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
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人士进一步
认识到，《联合国人权宣言》有其
局限性，与此同时，这些专业人
士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宣言。 从该
行业的角度来看，“权利”存在于
每一种文化和不一定在《联合国
宣言》中得到确认的国家中。 此

外，联合国层面没有讨论关于社
会工作者每天遇到的相互竞争
的人权问题。 其中包括儿童的权
利，这可能不同于母亲或父亲的
权利。 此外，家庭权利、文化权
利、性别权利、性别认同和其他
社会权利可能相互冲突。 在这种
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努力达成权
利共识，所有有关各方都得到尊
重， 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决定，并
对其他人的权利负责。 社会工作
的实践、人权以及其它伦理原则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
强调在特别法律框架对个人的
权利的侧重。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社会保护

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了所
有国家都在发展中，没有一个国
家会在 2030 年前就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所有国
家都必须团结一致，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而奋斗。 为了实现这一框
架，联合国采用了更接近社会工
作的方法和议程的综合主题。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每一项都与社会工作直接相关，
因为所有这些目标都涉及扩大
服务的提供、公共教育或促进民
间社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的应对措施。 例如，第一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到 2030 年消
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明确在每个
县建立社会保护制度（社会服
务）的目标为基础。 今天，世界上
只有约 45%的人口得到正规社
会保护制度充分的保护（劳工组
织，2014 年），社会工作者将成为
劳动力人员配置的关键，并影响
新服务的扩大。 由于这些原因，
负责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启
动和发展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说：“没有社会工作者，我们就
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潘
基文，2016 年）。

社会工作对于能否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不仅在
人员配置服务方面如此，在确保
服务满足其服务的社区和社会
的实际需求和愿望方面也是如
此。 在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
实践中强调除非个人生活在社
会相互联系的框架下， 否则就
无法过上持续、充实的生活。 因
此， 社会工作职业的一个基本
目标是加强社会保护制度，使人
们能够自信、安全、有尊严地生
活在社会环境中，并充分实现自
己的权利。

这种做法可能不同于许多
政府所认为的社会保护制度是
为了减轻个人贫困和有针对性
地减少伤害的自上而下的平台。
虽然该行业积极支持制定减少
贫穷和痛苦的制度和方案，但这
一职业更进一步建设重点是家

庭、社区、社会资本的相互依存
上，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可持续
社会保护形式。 这体现在社区能
力建设的概念中。

该行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无
论是在资源充足的社会保护系
统中工作，还是在社会保护完全
基于文化和宗教的环境中工作，
还是在依赖援助的环境中工作，
社会工作者主张建立社会保护
制度， 以维护和加强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融合，使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尽可能和谐。 从社会工作的
角度来看，社会保护制度和国家
福利的设计需要考虑可持续发
展和促进全体人民的福祉。 而不
是为那些社会失败者提供救济
战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工
作专业主张社会保护制度是社
会变革的机构，其核心是在广泛
的社会中通过鼓励民主参与加
强宣传在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
创建和谐的社会。

共享未来

根据上文的社会工作专业
的伦理原则和包容性对于社会
发展的讨论办法，国际社会工作
联合会提倡“共享未来”的概念。
社会工作中的共同未来是指包
括所有人在庆祝多样性、平衡和
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的背景下可
以充分参与并影响到他们的决
定当中。 此外，共享未来的概念
应以平等为基础。

在全球层面上，国际社会工
作联合会聚焦在促进各项原则，
以此来支持与全球经济相适应
的共享未来的概念和与贸易协
定相一致的社会正义原则。 从
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 社会公
正的经济将会被建立在人权、
公平定价、国际劳工标准、强制
公司社会责任、 发展中国家的
能力建设，作为供求协议基础的
商定对话形式，使所有各方都能

参与并且从分享中获益。（特鲁
尔，2013 年）。

《一带一路倡议》有能力通
过创造积极共享未来来改变世
界动态。 社会工作原则对一带一
路的影响是，每个国家都应从促
进所有人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
福祉的结合上的共享上获益。 自
然而然， 这一概念包括民族、国
家不应通过参加一带一路而在
经济上或其他方面被奴役。

我们还注意到，一带一路的
执行进程与社会发展经验一样
具有重要意义：进程直接影响结
果。 一带一路的执行进程在全
球、区域、国家和社区层面具有
多样的影响， 如果管理得当，将
从世界层面改变贫穷和歧视问
题。 关于执行规划，社会工作建
议不仅要与联合国和一带一路
伙伴政府接触，而且与民间社会
代表接触， 以解决这些复杂问
题。 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设在大多
数已确定的一带一路国家，可以
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优势并且
为社会更广泛的部门建立伙伴
关系提供关键的见解。

总结

社会工作是全球范围内增长
最快的职业。 这是因为政府和决
策者认识到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
核心重要的功能是促进经济稳定
持续的发展。 制定社会服务以满
足其服务人口的愿望和支持社区
主导的发展的社会工作办法在改
变长期存在贫穷的动态方面显示
出重大的积极影响。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提
倡将社会工作伦理原则作为各
层面发展的框架，并认为通过相
互尊重和能力建设关系可以形
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共享未来
可以让全球、区域和国家各层面
发展保持稳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员工作部）

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秘书长罗瑞·特鲁尔（右）、国际社工联亚太
地区主席露斯·亨德森受邀参加“亚洲文明对话”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