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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福利署专题研习班到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探索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

内地社会工作发展势头良好

据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治理与社
会工作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社
会工作者综合调查执行报告》显
示，我国内地从业社会工作者呈
现以女性为主（占比 77.6%）、较
为年轻（平均 32.5 岁）、受教育
水平较高（本科以上占 68.5%）、
持证比例较高（73.1%）、从业时
间较短（平均 5.2 年）、收入偏低
（2017 平均税后年薪 4.69 万）等
特征。

社会工作的首要服务领域
为 儿 童 及 青 少 年 社 会 工 作
（35%）， 其次为老年人社会服务
(24.9%)，第三位社会救助(5.9%)。
农村社工服务 (1.2%)、心理健康
服务(1.2%)、学校社会工作(0.8%)
和药物滥用介入服务(0.8%)等的
占比最少。

社会工作者专业性呈现较
为良好的状态，工作满意度达到
中等，职业倦怠程度中等，离职
倾向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在过去两年内接受社会工
作教育或培训的方式，主要是参
与会议（占 54%），其次是在职培
训（48.1%）和参加短期课程／工作
坊（41.4%）。

社会工作者对当地社工协
会的评价达到中等偏上水平，职
业环境总体呈现一种较为良好
的状况。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内地社
会工作事业发展以及社会工作
者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势头良好，
特别随着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快
速发展，社会工作者的整体状况
有了深刻的变化。 但仍然存在收
入偏低、经费来源单一、急需领
域服务力量不足等问题。

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

刘京认为，我国内地社会工
作发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须在
实务中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路
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
出“社会治理需要调动多元社会
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 民政部也对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提出了
要求。

“现在全国有 120 多万的专
业社工人才资源，怎么针对这些

社工人才以及社工领域存在的
问题制定整体发展战略，以达到
引领社工行业发展的目标，是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一直在努力
做的工作。 ”刘京表示。

推出“美好社区计划”

据刘京介绍，按照国家相关
政策要求，积极发挥社工行业组
织作用，也为了推动社工机构经
费来源多元化、 提高社工收入、
突破职业天花板，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从 2017 年底开始推出“美
好社区计划”： 聚焦城乡社区治
理和社区服务创新，发挥社工专
业优势，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
工“三社联动”为基础，整合多方
跨界资源，通过“社会治理-社区
营造-社区服务-社区公益”四个
维度，共同重建城乡社区居民的
生计、 社会文化生活和生态，助

力城乡美好社区建设和人民美
好生活实现。

“美好社区”定义为“持续更
新的更好社区”，倡导环境友好、
服务便捷、福利健全、智慧智能、
产业发展、文化多元、公共参与、
绿色环保。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是为美
好社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并整
合资源、搭建平台、赋能实施的。
“美好社区计划”倡导并协调社会
工作者以整个社区为基础， 通过
扎根城乡社区、预防和发现问题、
协调关系、整合资源，综合运用宏
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各种专业方
法，激活社区内生的优势、资产和
能力， 与社区民众合力解决民生
及生态等诸多社区问题， 重建社
区感和可持续生活， 从而塑造多
元“美好社区”格局。

从社会治理维度出发，“美好
社区计划” 依托遍布全国城乡的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网络， 开展社
区矫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矛
盾调解、社会救助、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等， 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和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

从社区营造维度出发，“美
好社区计划”运用“三社联动”
机制重塑社区的主题性， 增进
社区居民的信任和关系网络，
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
过社区中人的动员和行动，促
成社区完成自组织、 自治理和
自发展。“美好社区计划”为不
同类型地社区， 提供推出相应
的整体营造方案，例如，前置性
商品房社区营造， 让开发商把
卖房子改成卖生活方式。 通过
社区营造， 可以在城乡社区形
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
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从社区服务维度出发，“美
好社区计划” 以居民需求为向

导，服务内容涵盖广大社区居民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
领域，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
残疾人、 青壮年人的优抚对象、
驻社区单位等各类群体，覆盖社
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安全、社
区保障等领域。 以养老为例，未
来的养老 93%以上应该都是在社
区居家养老，如何更好地满足居
民养老的需求， 是社工的使命，
也是社工的服务空间。

从社区公益维度出发，“美
好社区计划” 通过社区平台，整
合各方公益资源，经由专业社工
服务，需要救助、照顾、关怀的各
类弱势群体可以得到便捷的帮
助。 公益基金会和企业社会责任
部门等，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
目资助、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以及公益创投等，以“公益+社会
工作”的需求为向导，借社工实
现公益落地，用社工专长提升公
益效能。

目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已在全国设立首批 5 个不同类型
的“美好社区计划” 实践创新基
地； 超过 240 家社工机构报名首
批“美好社区计划共营伙伴”；为
成都市定向培养首批“社区营造
师”100名； 在北京回天地区试点
举办首期“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培
训”。 接下来，第二批美好社区计
划共营伙伴招募、 全国百佳社区
治理案例编选、 第二批美好社区
计划实践创新基地遴选等即将启
动，重点围绕实验基地打造、优秀
案例提炼等。 随着项目的不断深
入推进，社工将在“美好社区”建
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发展之路

社会工作是一种崇高的职
业，能协调关系、整合资源，寻找
和解决社会问题。 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走近社会工作，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推出“讲好社工故
事”，培养社工领袖，带着整个行
业，共同成长。 120 万的专业社工
人才资源，分布在全国各地社区
中， 由每个社工讲述自身故事，
影响身边的一群人，提升社会工
作认知度和认可度，这将是对社
工最好的宣传。

刘京强调：“本土化路径一
定是靠我们自己摸索的。 中国社
会工作者需要牢记自己的使命，
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不断探索实
务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工作发展之路。 ”

香港社工对内地社会工作
行业的发展以及在各服务领域
的探索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扬，
并就如何提高社工的社会认知
度， 如何推进资金来源多元化，
如何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及社工助力农村发展等问题
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人员进
行了深入探讨。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11 月 13 日下午 ， 香港社
会 福利 署 专 题研 习 班 一 行 到
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与社
会 工作 联 合 会副 会 长 兼 秘 书
长刘京 、常务副秘书长金莉等
就 内地 社 会 工作 发 展 现 状 以
及 人才 队 伍 建设 情 况 进 行 了
交流座谈 。

刘京（左）向香港社会福利署专题研习班赠送会旗

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