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及其发展
——兼论“大农村社会工作”
王 思 斌
【摘要】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改善基本民生、服务弱势群体、促进乡村社区发
展是其基本任务。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问题具有综合性，社会工作的服务和干预也相应地具
有综合特征。农村问题和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呼唤“大农村社会工作”，即坚持专业理念、灵
活运用专业方法，对社会工作任务进行综合考虑和界定，直接服务与增强权能相结合，专业
方法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协同多方资源服务农村居民和社区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
政府切实实施相关制度和政策，也需要社会工作者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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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是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的产物。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剧烈转变带来了众多
社会问题，开始是慈善活动，后来是社会工作作为应对措施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者说，
社会工作一开始就直接、间接地同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和
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农村的经济落后与社会转型既给农村居民带来了改变的机
会，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从而应该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关注领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农村在整个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社会工作发展逻辑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一
直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状态。本文从现实合理性的角度，对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做一些
基本的分析。
一、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涵义与任务
（一）农村社会工作一般涵义
研究农村社会工作的前提是对它的内涵外延进行基本的界定，即说明我们要讨论的对象
是什么。与其他以人群为对象的分支社会工作不同，农村社会工作是以综合指标进行分类的，
因为农村既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社会-地理空间，也是由他们组成的社会关系系统。就
中文概念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可以有两重含义：为农村的社会工作和在农村的社会工作。为
农村的社会工作是指为了解除农村居民的生活困境、促进农村发展的专业社会服务，它的直
接对象是农村居民的现实生活。在农村的社会工作是指在农村实地开展的社会工作，这一点
与在城镇开展的针对农村人口的社会服务相区别，或者说，它要辨明的是农村社会工作服务
是否在地化。说明这一点，是因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不少在大中城市对进城务工人员
及其子女服务的活动。本文所说的农村社会工作主要是指在农村的社会工作，它是在地的、
为了解决农村居民的生活困境和发展困境所做的专业服务，它是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实践。
在谈到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明确的——何为专业？在社会工作领
域，专业似乎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问题——它是经过某种高等教育培训的人们、以其独特的理
念和方法从事的专门化服务。一百年前美国的弗莱克斯纳就是这样来判定当时美国的社会工
作是否是专业的【1】。但是具体到我国农村，用社会工作比较发达的美国标准来分析我国实
际并不一定十分合适。因为完全按照美国标准，我国至今可能很难谈得上社会工作专业。而
现实是，我国农村也有具有服务理念和一定科学方法的服务实践，包括一些社会力量的反贫

困实践，以及笔者曾经说过的“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2】。笔者认为，如果完全否认我
国农村有弱专业色彩的社会服务，那将是对农村社会服务的不应有的忽视，而这种忽视既不
利于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比如农村对“五保”对象的规范救助，政府
和社会力量在扶贫、脱贫中经过一定的科学设计所做的扶贫扶志、参与式扶贫的实践活动，
都是具有部分专业特点的服务活动。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行政性非专业（或弱专业）社会
工作不是指政府的管理性工作，而是指政府部门实施的福利服务和社会救助。正是如此，本
文把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非专业（或弱专业）社会工作都纳入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讨论之
中，笔者认为，这符合我国农村实际，也有利于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本文所说的农村社会工作是指在农村实施的、以解决农村居民的生活困境和乡村发展
困境为目标的具有一定专业特征的社会服务。按照这个界定，农村社会工作包括专业社会工
作、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民间的有一定专业成分的弱专业社会服务。与现代化程度较高
的城市地区相比较，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相对弱一些，但是它具有社会工作的基本特质：
利他主义、科学方法、服务效果等。笔者明白，上述界定是冒着某种风险的：把不太专业的
行政性社会工作纳入农村社会工作的讨论是否存在着偷换概念的问题。本人的考虑是，把具
有一定科学性和部分专业特征、切实服务于农村居民、帮助其解决困难的活动视为前专业
（弱
专业）的社会服务是合理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专业社会工作也不一开始就像后来这样高
度专业化。我们不会把那些从事部分专业性服务的人称为社会工作者，他们可能是政府文件
中所说的“社会工作人才”，有的甚至只是体制内的实务工作者。这里我们的着眼点是，他
们的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具有一定的亲和性。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任务与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把什么样的问题看作社会工作的任务和社会工作群体能够
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责任、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社区运行遇到了
哪些问题需要社会工作去解决，社会工作又如何去干预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工作
发展的策略和方向。毫无疑问，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所遇到的民生和社区方面的问题
是复杂的。简单地，我们可以从服务对象和问题性质两个维度来认识。
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所面对的基本上是个人（家庭）遇到的问题或村庄社
区遇到的问题。前者包括：因贫困而导致的家庭成员的疾病、儿童少年辍学、养老、家庭关
系紧张以及留守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由众多原因所造成，但是，贫困可能是基
本原因。村庄社区方面的问题包括村庄社会秩序问题和村庄共同体的发展问题。村庄社区方
面的问题既是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生活本身。
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是有分别的，
但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从问题性质的角度看：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主要是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和政治方
面的问题。所谓经济问题依然是农村居民家庭和生产组织的产出不足、难以满足居民的基本
生活需求而带来的问题。这种问题既表现在家庭层面，又表现在村庄社区乃至乡镇层面，这
就是个案贫困和集体贫困。我国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问题绝大多数与经济贫困相关，在城乡
流动和比较的社会背景下，农村经济贫困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它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包括
非在地性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是因为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公共资源、文化习俗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包括代际关系、邻里关系、家族关系、传统习俗、卫生和教育资源等原因引发的
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它反映在乡村居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同经济因素有
密切的互动关系【3】。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与权力分配相关的问题。在农村，相当大范围内存
在干群关系、性别歧视等问题，也是社会工作应该关注的。从理论上来说，上述问题都是农
村社会工作的任务，社会工作应该对农村社区存在的所有问题做出有效的干预和回应。
十多年来，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得到了初步发展。民政部通过“三区”计划、救灾救助
等方式推进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学术界通过扎根村庄协助农民反贫困和发展生

计、以专业实习和专业机构为依托开展“三留守”服务打造了一些农村社会工作的典型，还
有一些非专业力量主导的农村服务和发展实践，这些实践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
宝贵经验，但也发现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也存在着政策支持不力、服务资源欠缺和
专业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4】。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正孕育着较大规模的新的发展，
国务院总理连续三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我国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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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一些省市区正着
手大规模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总结经验，面向发展，以下本文从一般意义上阐述农村
社会工作的特征，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途径。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特征
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问题具有综合性，社会工作的服务和干预也相应地具有综合特征。
（一）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问题是综合性的
按照社会工作的系统视角，服务对象遇到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一
定的综合性。我们在分析农村社会问题时就会发现这种综合性的程度可能很高，这是由农村
居民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高度重合或它们的一体化所决定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密切
地、甚至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是传统农村不分化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村
庄社区内部都是如此。个人或家庭遇到的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常常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社
会关系网络等有直接关系。比如贫困就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就业机会、
家庭结构、社会支持网络，都与家庭的贫困与否直接相联。现在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留守
儿童问题，也与其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
关。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比较严重的困境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酿成的，公共舆论、社会调查、
坊间传闻所揭示的农村问题莫不如此。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太严重的问题（当某种状况被称
为问题时）也常常由多重原因造成。在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居民遇
到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常常求诸自己，要动用自己的可及资源去解决问题，当他的多种资源
都无济于事时，问题发生了。农村居民和家庭遇到的问题具有明显的综合性，要求农村社会
工作必然综合地面对问题。
（二）农村生活的群体性要求社会工作面对综合性问题
比起城市居民有更多独立性、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较有组织性，农村居民的以家庭为
本的群体生活更多一些。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中青年在就业和收入获得方式方面有了
较大自主性，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也使他们在社会交往领域的自主性增强，但是，农村居民
的生活还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成员的重要活动都有家庭关系网络的背景。这就使
得，家庭成员遇到的比较严重的困难，实际上也是家庭遇到的问题，也是家庭的困境。某一
家庭成员遇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也是他所在的家庭在相关方面的能力不足。社会生态系统
理论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家庭所遇问题的较好解释，告诫社会工作者必须用综合性的视角去看
待和应对以家庭为本的农村社会问题。对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认定和服务，必须从当事人扩
大至其家庭，以当事人为基点的家庭是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系统。这样，随着社会服务对象
的扩大，社会工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也就越具有综合性，要围绕当事人的困境处理与之相关的
家庭系统的问题。
（三）服务对象生活困境的综合性
农村是经济社会低度发展的领域，贫困农村地区更是如此。30 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但是，市场化、城市化带来的城乡之间
的人员、经济资源、信息方面的流动，给农村居民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是至深的。在公共服务
方面，农村居民的边缘性和弱势地位更加明显。从社会工作比较理想（专业理想和城乡协调

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复杂
和艰巨的。当我们面对农村的、被农村居民认为已是问题的具体问题时，就会发现服务对象
的生活困境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农村的贫困自不必说，从整体上看，农村的贫困与农业生
产率低下有关，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和惠农政策的缺失和无力有关，与强势市场对小农的绝对
优势和排挤有关，也与农村生产力素质较低有关，等等。具体到农村贫困家庭，则与该家庭
的劳动力结构、劳动力身体状况、经营素质、人格特征以及家庭的负担有关。说到留守人员
问题，除了宏观政策和制度上的缺失之外，还与这些家庭的一些具体要素有关。比如，家庭
的成员结构及他们之间的亲和关系，家庭成员的观念，家庭人员所具有的、可以实际发挥作
用的“可行能力”【5】，以及当事人对自己生活境遇的认知，等等。甚至我们可以说，那些农
村居民自己觉得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都已经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当事人已经陷入了综合
困境。综合困境性问题必须用综合性途径和综合性方法去解决。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农村问题
解决时，必须对所要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做出客观的评估，而且需要具备综合解决这些问题的
方法。
（四）农村文化和社会结构对家庭困境形成的综合影响
看待农村社会问题综合性的另一个视角是它们所具有的文化-结构-制度特征。正如上面
所指出的，那些被农村居民和社会认为已经成为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积累起
来的麻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有所差异。城市居民和家庭的问题也有积累性，但是相对
“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从而这些问题可以分散解决，
社会工作参与解决某些问题可以用短期的、几次活动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农村社会问题的解
决很少有这类经验，因为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村居民及其家庭难以解决的、积
累下来的问题。当农村居民及其家庭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时，这些问题就成为社会工作
干预的对象。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乡村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在问题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那些在乡村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社会支持网络稀疏无力的家庭更容易
陷入困境。农村家庭之间虽然有或强或弱的血缘联系、邻里之谊，但是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
过日子，家庭之间的社会交往是“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
【6】。那些不能有效地参与乡
村日常社会生活交往的家庭，在面临困难时会较少地得到来自同一社区成员的帮助。在缺乏
正式和有效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情况下，那些在社会关系体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体系中处于边
缘地位的家庭的问题会积累起来。他们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正式支持系统和非正式支持系
统的建立与协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帮助困难家庭，就不只是帮助其解决一时
之困难，而是也要帮助其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建构社会资本。
（五）社会工作要面对乡村行政系统的社会支持功能弱化问题
对于因个人和家庭原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人群来说，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于公共行政系
统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支持。但是，农村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西部许多
农村的乡村行政系统变得松散无力，集体经济消亡、村两委瘫痪使那些困境家庭难以得到来
自集体的关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乡镇政府成为国家“汲取性政权”的基础【7】，
后来又变为乡村维稳的主要责任者。乡镇行政系统主要关注的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对一
般困境家庭很少给予支持。2003 年之后，农村开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解决了农村居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困
难。但是，乡镇政府功能的维稳化仍不能给困境家庭以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更多支持，乡村
公共服务的孱弱和缺失使困境家庭求助无门。
发展经济是乡镇政府最为关注的，这无可厚非。
但是，乡镇政府对于农村居民及家庭其他方面的困难，除了有政策规定者外，很少主动关注。
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服务方面的“软”政策，不少基层政府或者“悬置”，或者形式
化、宣称性地执行，更有扭曲地执行。我们看到，在留守儿童、留守老年问题比较严重的农

村地区，似乎乡镇行政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也“过问”困境群体的处境，但是并不是真正有
效地落实相关政策，以致悲剧不断产生。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是，行政体系并没有把帮助困
境群体解决问题看作是自己的基本责任，从而给予系统的、有效的关注。他们常常把困难群
体的问题视为“麻烦”，遇到问题绕道走，出了问题互相推诿。从总体上来看，中西部贫困
地区乡村行政系统较为普遍地存在对困境家庭、困境群体支持的“整体性忽略”【8】，并成为
这些问题日积月累、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可能
撇开当地的行政和公共服务系统，有时必须依靠这些系统、促进这些系统去解决问题，这就
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中观层面的综合努力。
综上所述，农村社会工作所面对的问题常常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它远不是通过一两个专
业活动就能解决的。社会工作者介入和能解决农村困境家庭及人群的问题，必须有更加宽广
的视角，必须采用更加综合性的方法。
三、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实施——“大农村社会工作”
（一）农村问题和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呼唤“大农村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成功实施要求所用理念和方法适应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农村困境家庭、困
境群体和社区问题的综合性，要求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系统地看待问题，要从个人、家庭、
社区问题相联系，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交织，困境人群的能力建设与社区支持网络
的强化，公共服务和村庄力量相互促进的角度分析问题，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包括行政力量
去解决问题，笔者把这种社会工作称为“大农村社会工作”。
“大农村社会工作”是相对于专
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明确、服务边界清晰、服务内容确定、服务方法标准、服务目标精准
的规范化而言的，这种规范化似乎包含着某种“封闭性”。农村社会工作要比较开放地看待
问题，甚至用不那么专业的方法去处理问题，这种社会工作实际上是“扩展的”社会工作，
是专业社会工作在比较混合的农村经济社会系统中，运用多种方法、动员多方力量解决问题
的方式。
“大农村社会工作”以专业的社会工作为主导，但是在一些方面可能要超越西方在
城市社会工作背景下形成的理想模型，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社会资源不甚丰
富、正式支持系统和非正式支持系统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的思路。可以
说，
“大农村社会工作”之“大”，不是社会工作的规模大，也不是社会工作的声势大和动作
大，而是农村社会工作要有宽阔的视野、更包容的思路、更多样化的介入措施和更多元的方
法。如果需要对“大农村社会工作”给一个基本的界定，可以说，“大农村社会工作”是秉
持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以农村困境家庭和群体的基本问题为中心并兼顾主要相关因素，以专
业社会工作方法为主导并运用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多种方法，动员多种力量，综合地解决问题
的社会服务模式。下面，我们对“大农村社会工作”的几个主要方面做一些说明。
（二）对社会工作任务的综合考虑和界定
我们不能认为农村社会工作浑然无边，而必须在总体上对农村社会工作的任务有一个综
合考虑和界定。社会工作的任务或要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的、明确的，但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
工作的任务界定可能不像理性主义思维所认为的那么明确和精准。因为，既然某一问题已经
积累成为有待社会工作参与解决的问题，它就应该不是太简单的。在农村，农村居民自己能
够解决的问题几乎不算问题，农村社会工作不是像某些城市社会工作那样“锦上添花”，而
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社会工作者要能帮助解决农村居民、家庭和社区遇到的基本问题，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导致基本问题出现的一些“外围性问题”。或者说，农村社会工作瞄
准的不是一个点，而是要瞄准需要解决问题的“靶心”及其临近靶环。比如，社会工作在很
多情况下要面对由贫困延伸出来的、成为核心的基本问题，留守儿童、儿童辍学、老年人被
抛弃问题等都与家庭贫困、家庭主要成员外出务工有直接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工作要
介入和解决问题，就不能不在关心基本问题时顾及到贫困问题，尽管社会工作当前要直接解
决的不是家庭的贫困问题。

一般说来，农村社会工作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离不开对贫困、家庭关系网络、村庄社区
结构等基本问题的分析，它们是分析和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基本要素。或者说，贫困问题是
基本背景、家庭网络是本体、社区状况是基底，这些构成了分析农村困境家庭和人群问题的
基本框架。这里反映了农村社会工作应有的综合性或某种扩展性。
（三）直接服务与增强权能相结合
农村社会工作遇到的大多是农村居民遭遇困境、自己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中西部农村，
对那些贫困家庭来说，尽量不求人依然是他们的求助理念，人们倾向于自己或靠家族、亲朋
圈子解决问题【9】。但是，由于这些贫困群体的家族、亲戚朋友圈子有较强的同质性，他们
所具有的可用社会资本比较缺乏【10】，于是问题积累下来就可能变为顽症，而这些难以解决
的问题正是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的。社会工作者首先要进行直接服务，帮助困难家庭解决那
些基本的生活、生存方面的问题。国内外经验都多次证明，农村困境群体最需要解决的是他
们的现实困难，看不到解决现实困难的实际效果，困境人士得不到“好处”，他们就会对社
会工作持怀疑态度，甚至出现进一步合作上的困难。实际上，真正能解决一点问题是在与农
村困境群体“建立关系”。农村困境群体，特别是贫困群体没有那么多时间和心情去扯那些
与解决现实困难无关的事情。困境人群问题的急迫性要求社会工作服务的直接和有效，这与
可以慢慢道来、深入细致分析的社会工作方法有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农村困境人群、特别
是贫困群体可能更需要“焦点解决”的方法。
在农村开展直接服务，并不排斥增强权能的工作。增强权能既包括增能也包括增权。对
服务对象的增能要发掘其潜能、调动其积极性，使服务对象在解决困难中真正扮演主体角色，
也包括从外部输入增强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比较闭塞的中西部农村的困境群
体来说是必要的。当然，不能因为强调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和优势视角就看不到他们的弱点。
从结构和制度的角度看，农村困境人群的问题常常与他们在城乡结构体系、乡村社会结构中
的弱势地位有关，与一定的权力结构有关，因此增权也就成为一个在更深层次上解决困境群
体问题的途径。对困难群体的增权有多种含义，社会工作者要积极地、策略性地使用增权策
略和方法。一般地，在我国农村的现实环境下，直接介入当地权力结构可能会陷进去而不能
自拔，如果社会工作者的增权活动会给服务对象在当地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新
的困难，社会工作者就应该更加谨慎地审视增权策略。因为毕竟社会工作者常常是外来的，
社会工作者不能挑起问题、并在不能妥善解决问题时自我抽身。所以，在实施增权之前，系
统地分析困境群体所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系统，分析改变的可能性和程度，对于服务对象改变
处境和社会工作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四）专业方法与本土方法相结合
农村社会工作的对象是农村居民，背景是相对落后的农村环境。看低困难群体的能力是
错误的，但是高估服务对象对自己所处环境、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以及未来前景的认识也是
理想主义的。农村困难群体囿于多种原因，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对自己作为主体的认识是有
限的，因此，照搬西方成熟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不适宜。这就要求社
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与本土助人方法相结合。在对农村困境群体的服务问题上，可能专业-效
果论而不是专业主义的思路可能更合适一些。工作方法要适合服务对象的特征和可接受程
度，当农村的困境群体上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时，社会工作者就用僵硬的专业方法去“服
务”，可能会造成“文不对题”，当然这也无助于服务对象改变困境。从农村困境群体的问题
和知识体系出发，从他们可以理解和掌握的方法出发，实现社会工作方法与服务对象的良好
对接，是社会工作者必须注意的。这样，农村社会工作就要实行专业方法与本土方法的结合，
社会工作者要善于发现本土方法中的优势，使专业方法与本土方法相互补充、相互结合、优
势互补，开展工作。基层政府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部门、工青妇系统、村级党政组织都有
一些本土经验。他们处理困难群体问题的方法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社会工作者应该利用

优势资源、减少不合理做法的影响。由于这些部门、机构都是在地和本土的，他们对村庄、
农民的影响是全面的和长期的，所以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利用其合理的优势资源，与当地力
量进行建设性合作。当然这里绝不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对于当地权力部门的不合理做法视而不
见，更不是随波逐流。
（五）
“大农村社会工作”的实施
农村社会问题的积累性、复杂性、综合性向社会工作者展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像西方
成熟的社会工作那样，用完全规范化、标准化的方法去处理我国农村困境家庭和问题并不一
定恰当。要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大农村社会工作”，需要在缓解和走出贫困、协调
社会关系、心理抚慰等方面联合工作，需要在社会救助、扶贫开发、能力发展方面联合工作，
需要在促进社会政策有效实施、发挥服务对象能动性、改善社会政策的实施结构、促进各种
资源链接和个案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也需要在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做发展性、协调性工
作。为了能在现实的社会系统中真正有效地开展服务，社会工作者还要同当地政府部门、群
团组织、村级行政力量打交道。由于农村困境个人、家庭生活的整体性，社会工作者必须同
各方面合作，并用对方比较熟悉和可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这就是“大农村社会工作”。
“大农村社会工作”要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为指导，灵活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其实
施可以参考如下基本框架：
（1）充分利用政府关注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来解决问
题；
（2）与政府、群团组织和村级行政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协同解决困境群体的问题，增强
自己的合法性；
（3）主动利用当地发展各种公共服务的机会，与教育、卫生、扶贫、社会救
助等系统多方力量合作，用开放的思路参与解决问题；
（4）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与本土方法相
结合，尊重本土经验和其他专业、甚至非专业人员的经验，并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影响服务
进程；
（5）尽量运用服务对象熟悉的、可接受的方法解决问题，吸引和激励他们发挥优势和
能动性【11】。
（6）积极运用倡导策略，不但恰当地向当地权力部门提出改进制定和实施政策
的可行性建议，而且向服务对象倡导其行为的改变。
（7）农村社会工作者不但要看眼前，还
要适度思考未来，即思考当下服务的效果和社会工作离开当地之后的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
（8）社会工作者应该具有整体反思性。
可见，上述的“大农村社会工作”是强调了贫困农村的当地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脉络
的，它强调了社会工作者应该看到和尊重其他积极因素，要求用综合的、整体性的思路看问
题。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以对农村社会的深刻了解、对社会工作价值的坚守和对社会工作方
法的灵活运用为基础。可以认为，“大农村社会工作”是比开一个小组、做一个活动复杂得
多的社会工作。
那么，
“大农村社会工作”是否有去专业化之嫌呢？“大农村社会工作”不是专业社会
工作的唯我独尊，但它绝不是“去专业化”，更不是反专业化，而是在坚守社会工作专业价
值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去处理现实问题。不唯书本，不失理念，直面现
实问题，促进有效解决，这可能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应有品格。
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制度条件
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大农村社会工作”是解决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农村贫困及困
境家庭及社区问题之需要，也是改善农村居民生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农村规模如此巨大、情况
如此复杂，开展农村社会工作仅靠极少数地方的试点、高校驻点实习是远远不够的。要发展
农村社会工作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
第一，切实提高政府上下对发展社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发展社会
工作的战略部署已有十年，但是农村地区的各级官员可能对之了解甚少，甚至一些省部级官
员也不知道社会工作为何物，更不用说要推动社会工作在本省市县农村的发展。要发展农村
社会工作，必须有责任官员的重视。因此，切实落实十九部委 2012 年联合发布的《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及其他相关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人
民团体和有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进行社会工作培训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政策规定说得
多、落实得少，这种现象应该做出重大改变。要在科学发展、新发展理念和社会治理创新的
培训和工作中加入社会工作的内容。发展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良好的政风和社会生态，在那些
欺压、掠夺民众行恶政的地方，不可能发展社会工作。这些地方需要自上而下的行政督察，
恢复正气，在此基础上谋取社会工作的发展。在这方面，社会工作者要主动参与营造良好环
境的政策实践【12】。
第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十九部委联合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
期规划（2011—2020 年）》为例，许多政府部门、群团组织是发展社会工作的责任部门，但
是在实践中许多部门“不认账”，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政府部门又缺乏能力去协调各方共同
参与。实际上，许多政府文件中载有“发挥社会工作人才作用”的内容，但在政策执行中这
一点被政策的核心内容所淹没，社会工作被悬置。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必须有各相关政府部
门、群团组织的相互协调。只有部门之间协调和协同，农村社会工作才会落地。作为各系统
社会工作落地的“对接者”，可以考虑在乡镇建立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综合社会服务中心，
并将网络伸展到村庄社区【13】。
第三，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现效果共享。现在城市的社会工作主要靠政府购买
服务，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更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经济落后、财政
困难，要发展社会工作需要通过上级财政或富裕地区的支持，而且支持力度要大一些。可以
考虑通过专项拨款或将社会工作费用纳入民政、扶贫、卫生、教育、综合治理等制度性财政
拨款之中。鼓励社会力量支持社会工作服务。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专业队伍不能把
它想得纯而又纯，认为其任务就是做专业社会工作，不能掺杂任何行政性工作。要用协同、
共享的理念去看待农村社会工作，逐渐推进更加专业的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四，社会工作者服务能力的提高。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农村社会工作
者需要更高的能力建设。在农村，只关注儿童、五保老人、残疾人等社会工作的传统服务对
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只会开小组、做个案，并将各种方法分割开来将会陷入困境，只了解
社会问题而缺乏一定的经济发展、生计发展等方面的知识会觉得单薄，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和
村民的生活经验也就无法参与到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不了解相关知识就不能有效地与相关
部门合作。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向当地民众学习，要学习与经济发
展、生计发展相关的知识，要有更多地介入发展领域的准备。
五、结语
本文从我国农村地区大多数政府部门、农村居民尚不知社会工作为何物，农村又存在几
十年流传下来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的实际出发，分析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和解决农村特别是
中西部贫困农村、困境家庭现实问题的途径。在承认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农村社会工作
具有综合性。按照工作方法要适应问题性质的基本原则，认为当下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应该
是“大农村社会工作”
。这里的所谓“大”就是在坚持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的基础上，开放
性、扩展性地开展工作，显然这里主要是功能取向而不是解放取向。但是“大农村社会工作”
并不排斥政策倡导和服务对象的增权，而是把它放在解决困境群体的“现实问题”的背景之
下来考虑。在这里，联合国《通过社区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必须回应社区的基本需求，
第一批项目必须回应民众明确表达的需求”【14】的告诫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当然，这里不否
认比较成功地开展社会工作项目以纵深地解决制度性问题的实践。近几年来，政府在促进农
村发展、解决农村问题的诸多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到要发挥“专业社会工作的作用”，虽然在
许多方面推进得还不尽如人意，但是与以往相比，至少在概念上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有
所改善，政府要切实重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这是本文的强烈呼吁，也是本文论述的一个
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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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in China: Some thoughts on
"Great Rural Social Work "
WANG Sibin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has become China’s urgent need, and its basic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raising the basic living level, serving those vulnerable groups, and
promoting the rural communiti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social w ork are comprehensive,
and the services and interventions of social work have corresponding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rural social issues and rural social work calls for "great
social work in rural areas." That is,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define and comprehend the social
work tasks with professional concepts and flexible use of methods, and better serve rural residents
and communities through combining direct and empowerment services, connecting professional
and local methods, and coordinating multiple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ograms, and it also
requires social workers to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Key words】 Rural Social Work, Comprehensiveness, Great Rural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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