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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循序渐进，不可冒进。 民
政部已基本明确将基层社会工作
平台建设作为“十四五”工作期间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点工作，
并以此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力量的
重心向基层下移， 在拓展社会工
作服务范围和触及面的同时，力
促专业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现代
化建设中彰显力量。 当前各地民
政部门积极出台针对性的专门政
策， 显示了对于基层社工平台建
设的重视程度。 但是，绝大部分地
区的政策设计都缺少财政、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重要部门的实
质参与和具体支持， 这就很可能
导致基层社工平台建设经费保障
不足和重视程度不够等现实问
题。 更有部分地区超越现实条件
的超快速运动式建站以及各地彼
此间非理性的竞争性赛跑也是一
个很大的隐患， 这很容易带来专
业发展中的形式主义、 冒进主义
和为建站而建站等突出问题，不
仅不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良好发
展， 更有可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
反弹和负面杀伤力。 因此，在社工
平台建设过程中， 各级相关政府
部门应清晰地认识到， 这不是短
期工作，而是系统工程，需要基于
可持续性原则、 现实条件和自身
状况进行整体规划， 从长计议地
确定推进策略，稳扎稳打、步步为
营， 并在体制机制上切实推进相
关党政部门、专业社会组织、基层
政府、城乡社区的彼此拥抱、力量
聚合， 一步步地破解未来发展的
主要屏障。

二是行政支持， 专业自主。
根据我国近些年来社会工作的
发展状况来看，行政与专业的基
本关系及其可能共识一直是一
个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同样这也

是基层社工平台建设及其作用
能否充分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
更关切到社会工作助力基层治
理现代化的未来。恰当而充分的
行政支持 （包括领导重视 、政策
支持、作为空间、资源保障等）常
常让社会工作者 （机构 ）感到舒
适、获得信心和力量 ，并能够全
身心且无怨无悔地投入到社会
工作发展事业中，这也是当前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的解决办
法之一 ，即营造积极性 、支持性
和鼓励性的发展环境，用职业发
展环境留住专业人才才是长远
之策。 反之，过度或不恰当的行
政干预往往容易阻滞站点建设
和专业发展，比如将社会工作者
当作简单劳动力而大量派发毫
无关联的行政工作，这往往使得
社会工作者 （机构 ）无法将时间
和精力头投放到其本职工作中，
进而影响基层社工平台建设的
进程、成效和质量。与此同时，社
会工作者（机构）也应与政府、社
区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工
作关系，并学会有策略地积极争
取更多的行政资源和自主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恪守职业规范、秉
承价值理念并运用好社工知识
和方法，切切实实地参与和助力
在地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用较
好的工作成效来证明专业价值。

三是考虑自身条件，选好实
施策略。通过已有地区的先行实
践观察来看，笔者留意到当前基
层社工平台的基本运营方式有
三种 ： 一是由委托专业机构运
营，二是由街镇向社会招聘或抽
调社区持证社工运营，三是由专
业机构与街镇聘用或抽调的持
证社工合作运营。 客观地说，不
同运营方式各有利弊：机构运营

的专业性是相对有保障的，一定
程度上节省了街镇对站点人员
管理的压力，能够引入外部专业
资源支持站点建设，但是机制保
障往往是不足的，工作开局阶段
需要相对长一些的时间熟悉在
地情况和实际需求、工作切入点
等，再就是项目的波动性有时也
比较大；街镇抽调持证社工运营
的优势是对所在社区及其实际
问题比较了解，与在地利益相关
方相对比较熟悉，其不足在于专
业性较不足，外部专业资源相对
匮乏，工作思路也较容易陷入行
政化路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以上利弊分析是相对普遍的情
况 ，也有较为特殊的情况 ，比如
专业机构与要合作的街镇已有
较好的合作基础，那么其对所在
区域的熟悉程度就比较高，也有
街镇聘用或抽调持证社工的专
业性较好的情况，但是实事求是
地说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建议由专业
机构和街镇聘用或抽调的持证
社工合作运营，一方面可以相对
保障站点建设的专业性和稳定
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机构社工
与街镇聘用或抽调的持证社工
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碰撞交融和
互学互鉴，也以此带动街镇聘用
或抽调的持证社工贴身进行专
业培养，提升其专业理念和职业
能力。这三种方式可以同时存在
同一区域， 也可以是不断递进，
关键在于在地专业社会工作发
展及其专业人才的基础和现状。

四是讲求持续性，确保专业
性。 当前社会工作行业面临着两
个重要拷问，即由于各方面原因
社工专业服务持续性不足，以及
服务专业性和主要优势显现不
充分。 这些年来的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给了社工机构等主体展示
自我和发展自我的机会，但是由
于购买方和承接方各自不同程

度上的不足，这也给社工服务的
持续性和扎根性带来了挑战和
影响。 因此，希望相关政府部门、
街镇、社区与专业机构合作过程
中给予其更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并明确其主体性地位 。 反过来
说，专业机构更应好好把握参与
基层社工平台建设的契机，在扎
实持续地参与过程中，确保自身
专业性，在新的征程中让社工事
业和组织本身成长成熟起来。 这
既需要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全过
程中，也需要体现在可视化的成
果呈现形式上，让服务对象感受
得到， 也让利益相关方看得到。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专业性既
包括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职业
态度，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团结
协作的价值理念，还包括能够凸
显专业优势的相对系统和灵活
的方法技巧。

五是陪伴支持， 立体评估。
基层社工平台建设应注重将赋
能培力 、人才培养 、专业服务等
充分结合在一起，这其中的无论
哪一项内容都需要建立起相对
应的陪伴支持体系，这就需要引
入和建设一支理论基础好、实务
经验丰富、真正接地气的专家队
伍和协同督导队伍，并以陪伴式
方式参与和支持专业人才培养、
实务难题破解和行动研究，这是
确保社工平台建设专业性和未
来成效的重要策略。 这也是社会
工作先发地区和社工站建设先
行区域的宝贵经验。 同时，我们
也应该重视评估在社工平台建
设及其各项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切实以立体化的评估方式及时
复盘过程 、 总结经验和反思不
足， 真正秉持以评促建的理念，
以建设性评估的视角推动基层
社工平台建设，也不断检视过程
性的问题， 及时调整和修正，确
保专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 如前文所说有力、

恰当、合理的行政支持在基层社
工平台建设中至关重要，但是能
否真正落实到位也应成为评估
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除了要评
估考核社工平台建设外，还应将
相关行政部门 、基层政府 、城乡
社区组织纳入评估范围，以督促
和确保其归其位、履其职 、负其
责，同时依托支持性评估为其提
供有效、必要的智力支持。

六是互访共学，抱团前行。 近
十余年我国大陆社会工作得到了
快速发展， 但绝大部分地区的发
展质量整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甚
至专业发展也才刚刚起步。 这一
发展过程中更是涌现出了不少值
得深刻反思的发展性问题， 社会
工作的实质性发展不足是由多种
原因导致的， 其中行业发展观不
足是众多原因中十分重要但又容
易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基层社工平台建设应积极尝试解
决这一问题， 既要打破行政区划
的隐形壁垒，更要摒弃各自为政、
不相往来的行业现状，彼此拥抱、
相互学习并以此形成合力破解发
展难题和行业困境， 呈现社会工
作职业群体（机构）的良好整体影
像。 在基层社工平台建设的不同
阶段，都应建立起不同层次、不同
区域、 同一区域不同站点之间的
互访互学机制，搭建不同形式、不
同议题的研讨交流平台， 在此过
程中形成各自的侧重方向和发展
特色， 并共同破解具体服务中的
难题， 形成专业发展的共识性经
验， 并进而为本土社会工作发展
贡献经验和智慧。

总之 ，我们应客观 、理性且
具前瞻性地推进基层社工平台
建设，这既需要仰望天空 、从长
计议的理性规划，也需要脚踏实
地、步步为营的切实行动 ，以使
得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
和专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
大作用、彰显更大力量。

以理性精神推动基层社工平台建设

益言堂

民政部 2020 年 10 月在“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加快构
建以基层社会工作站为基础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基层社会工作平台建设也自此成为了社

会工作领域的热门话题。 客观地说，这一动向十分符合中央层面提出的“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
战略要求，也给新时期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并将对未来五年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 但是，这更是一种重大考验，需要我们冷静下来理性思考如何将社工事业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
有效，以专业之力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