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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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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

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 /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

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 21
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

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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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门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盎格鲁—撒

克逊文化背景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

与专业，社会工作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

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经过一个多世纪

的发展与变迁，社会工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

一门日益受到重视的专业和职业，同时在社会科

学领域也获得了应有的认同。在人类社会回应社

会需要和解决个人 /家庭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社

会工作实践被赋予与科学和艺术同等重要的价

值。①然而，长期以来，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

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

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同变迁的文化与政

策环境等不相符合了。在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日

益受到复杂社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建立

在个人主义与微观治疗基础上的专业实践需要重

新反思传统的理论基础，而发展理论成为促进社

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内在动力。1915 年美国高等

教育界先驱亚伯拉罕·费雷克斯纳( A． Flexner)
发表了题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重要演

讲，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历史的一个标志与专

业认同发展的决定性事件，也确立了专业标准讨

论的重要发端。②1917 年社会工作奠基人马丽·
里士满( M． Richmond) 出版《社会诊断》一书，倡

导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基础与合法性，它成为社

会工作早期实践的指南和理论基础。从费雷克斯

纳的质疑到里士满的专业论述，社会工作经历了

第一个正规化和系统化的阶段，但理论基础的定

位似乎并不牢靠，因为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

早期社会工作实践的价值观和方法。
从专业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开始，社会工作领

域内的理论建构就一直试图将理论与干预方法结

合在一起。同时，从学科与专业形成初期，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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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价值观、技巧和知识三角就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为增强实践效率和提升专业认同，它不断地将

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实践方法和研究成果

综合在一起，并运用在自身专业范畴，这样社会工

作就成为一个在动态中发展的专业。③对社会工

作而言，其科学性取决于理论与对人的行为解释

力的相互关系、干预人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方法

的有效性以及各种助人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的正

当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加快和社会变迁的发展，社会工作的多样性和价

值观的包容性也日益得到重视，它反映到理论的

发展上即须更注重将概念与实践模式的融合性和

地方性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理论的应用张力。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探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

一，分析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科学基础与理论建

构形成的传统; 第二，过去 20 年来社会工作的发

展与理论变化; 第三，认识和反思社会工作理论的

特质和价值，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加快和

社会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包容性增长与

社会政策发展的关系，如何促进社会服务与创新

型社会管理机制的发展，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发

展，在社会服务理论与方法上拓展政府与社会的

良性互动关系，理解在中国社会里社会工作理论

赖以形成与建立的文化基础具有的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科学基础与理论建构

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化或职业标准的历史

时，人们很难忽视 1915 年费雷克斯纳的演讲及其

产生的影响。二十多年前有美国学者指出，这篇

演讲促成了早期的社会工作者推进专业化和职业

化的努力，除了认识专业标准外，更应深刻分析这

门职业 在 实 践 中 树 立 专 业 地 位 所 应 具 备 的 条

件。④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社会工作的理论特质

到底是什么? 如何从理论的建构角度来认识社会

工作的科学性? 这是深入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的普遍性和地域性的重要前提，也是理解社会工

作实践的多重面向的基础。
1． 医学的科学基础和训练模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工作早期实践在

价值观上主要受到宗教理念的影响，而在知识观

上则主要受到了医学的影响。在里士满所著的

《社会诊断》一书中，她强调通过对个体和家庭的

调查获得“社会证据”，从而对有各种精神层面问

题( 包括压抑、精神疾病等) 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

进行有效的干预。作为一个主要以志愿者为主体

的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会社使用了一些包括

医生在内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知识和理念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机构的发展方向。里士满指

出，从受助者个人、家庭成员和家庭外部人士得到

的社会证据资料，将有助于社会工作者理解其人

格的重要前提。⑤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里士满认

为，“诊断”概念的使用就像其他科学领域一样，

就是特指对具体某个服务对象或受助者的社会状

况( 或社会情境) 和人格进行精确的界定。⑥然而，

同医学或其他科学领域不同的是，社会工作实践

中的诊断主要取决于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观

察和在场经历，而问题事实很多时候是通过访谈

或询问得到的。同时，证据的类型包括以下三种:

真实证据、鉴定证据、环境证据。
对以治疗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来说，社会工作

从技术上来讲只是一种普通或一般通用式的专

业，其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关爱、治疗和保护三个方

面。⑦在早期社会工作历史中，服务对象或案主的

问题被看做是社会的麻烦或羞耻，他们的行为是

越轨的或反常的，因此，社会工作就是要对他们的

行为进行矫正，并从道德上进行教化，这一过程被

后人称为“正常化”。在个人问题与社会环境中，

社会工作者变成一种技术机制，试图通过“科学

的方法”使受助者生活世界正常化，而在人类情

感和相关的人际关系中，是否可以通过外人来修

复或管理这种关系远未可知。当代社会工作出现

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得

到快速发展，成熟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专业

发展的标准而言，早期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成熟受

到了医学专业及其评估体系的强烈影响，20 世纪

上半叶医学专家及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决策者的观

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在北美的基本方

向。⑧

19 世纪社会工作早期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为

穷人等低下阶层的伦理生活提供指引，通过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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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处境与行为的道德关联起来确立其行动的合法

性。这种使慈善实践作为一种自然化的助人行

为，更多的是通过宗教理念和道德指引来完成，基

本上还谈不上专业性。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

进步和医学、法学等专业的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

种职业逐步受到外部专业体系的影响。在社会工

作一对一的助人实践中，早期的工作者借助医学

模式，强调实践中的取证与诊断，注重助人活动中

工作者的目视、问询、检查等环节，并以此作为诊

断和干预的基础。而在社区干预领域，社会工作

实践则强调对社区问题和服务对象需要的调查、
询问、评估和行动干预。

2． 社会病理学的归因说和个人化的诊疗技

术: 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动力学说及临床实

践的引入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北美的大学里，医学

和法学等学科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专业，医生和

律师也在社会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同，

它们在职业体系中占据了较为坚固的位置。正是

基于对这些专业的判断和考察，费雷克斯纳在

1915 年的演说中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提出了

严峻的质疑，也是从这一质疑开始，社会工作专业

组织和领导者开始了探索专业化的道路。在《社

会诊断》一书中，里士满对个人或家庭问题做出

了病理学的分析，并提出了个人化的解决办法，这

与北美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依赖的文化有密切的

关系。同时，西方工业化发展早期，科学的知识基

础在美国社会还并不牢靠，人们仍然受到宗教传

统与规范的影响，对教育的认知还多从牧师那里

得来。在一个开放和广袤的社会里，面对面、口耳

相传的沟通方式比间接的交流渠道更容易获得人

们的认同。
相对于对个人人格或情绪问题的诊断，对社

会问题的诊断却往往要复杂得多。当代工业化社

会(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 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后

果之一就是，对利益追逐的理性变得日益疯狂和

失控，成为非理性的重要基础。因此，讨论和干预

当代社会里的人与社会的问题，病理的归因也就

比原来复杂。当代德国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

家霍耐特在《理性的病理: 论批判理论的遗产》一

书中指出，社会病理学作为社会哲学的内容，是对

时代病症或问题的诊断。⑨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初，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社会哲学思潮，主

要受到了基督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社

会病理学为基础的社会哲学形成于 19 世纪，并且

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在那个时代的盎格

鲁—撒克逊文化里，贫困被视为个人的道德沦丧，

社会普遍认为经济贫困决定了社会图景，强调个

人品德与生活处境的关联，而否认社会结构与个

人命运的实际联系。有学者指出，19 世纪晚期以

来西方社会政策的智识传统中，以功利主义和个

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深刻影响

了国家干预贫困和为穷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理想主义思潮则在一定程

度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促进了国家福利的扩张

和社会政策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服务成

为福利国家体系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⑩由于国

家干预社会问题的方式与提供社会服务范畴的差

异，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背后的伦理和方法在欧洲

与美国也不尽相同。在欧洲，个人的问题与处境

不仅仅被视为人格化的结果，通常也会被理解为

社会结构与环境变化的产物。在美国，除非受大

规模的社会变迁与环境动荡的影响，一般而言，个

人问题经常会被理解为人格化和功能障碍的结

果。因此，在美国，社会工作虽然也强调宏观干预

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制度变迁与政策干预的

声音被注重微观治疗的洪流所淹没，这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与最小国家主义

的制度烙印。社会工作专业肇始于欧美 19 世纪

晚期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时期的贫困问题及其社会

控制的实践，其主要诱因是最小国家主义的不干

预和功利主义社会伦理为民间慈善实践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其次，北美社会对科学和专业主义的

推崇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和系统化发展。
从专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社会工作专业伦理

不仅受到了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社会哲学思潮的

影响，还受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

深刻影响。同时，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市民社会组

织的发育，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专业实践的发展提

供了持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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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工业化早期，由于文化与社会福

利制度的双重影响，人们倾向于将贫困与情绪等

问题看做是个人的道德困境与社会功能缺损的结

果，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将它们

与道德立场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基于

此，社会工作实践的早期出发点就是工作者试图

将个人问题的社会病理诊断与干预处方结合起

来，通过以个人行为治疗与家庭关系协调为基础

的实践来不断提升助人行为的科学性。随着社会

变迁、科学( 尤其是社会科学) 与专业体系的发

展，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开始进入大学

教育体系，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发展也逐步

由个人关怀向社会干预转向，在大规模的社会问

题的影响下，专业人员和社会服务组织开始意识

到，社会干预应将个人处境与社会环境及制度变

迁联系起来考虑。这是因为: 第一，个人问题逐渐

被一些人理解为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结果; 第二，

人的脆弱性并不完全是由个人的原因导致的，在

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与政策失效的反映; 第三，一些

弱势人群( 如贫困黑人群体和贫民窟的形成) 问

题是社会服务提供不足与社会政策失败造成的;

第四，在一些社区，社会需要与社会服务之间的鸿

沟在于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在制度设计和社会回

应方面存在缺陷; 第五，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结

构的复杂化，使得政府和专业组织也在一定程度

上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干预需要不同专业实践的整

合，这一点促进了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实践强调

通才取向及整合实践的发展。将社会环境、生态

系统以及多元的社会运动模式纳入社会工作理论

的范畴，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社会工作实践

模式的内在动力。瑏瑡

3． 社会工作的理论分类和演变

社会工作理论是解释人与社会问题以及寻求

干预行动策略的概念体系与学说。由于学科历史

与专业发展的渊源，社会工作理论具有显著的习

得性与外生性。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社会工作

领域 才 逐 渐 出 现“专 门 的”或“自 我 生 成 的”
( self － generated) 知识，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

者专家，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工作者开始仔细地

对其实务进行概念化的工作。社会工作知识基础

的出现和增强，也进一步型塑了社会工作的专业

认同。早期的社会工作知识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在专业群体内部取得基本共识，即所有社会工作

者都应掌握共同的知识基础，从而具备某种解决

问题的专业能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由于

社会工作是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群

的问题，要求其具有实践智慧，因此，专业的理论

就是由特定的说理过程、知识系统和行动程序构

成，从而使得干预问题的行动具有有效性和非伤害

性。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的理论前提是通过有效

经验和特定知识的生产与积累，从而建立可靠的和

有价值的实践智慧，不同的实践模式为社会工作专

业工作者提供了不同情境下的行动框架。瑏瑢

在早期社会工作知识基础和专业化发展进程

中，人们还普遍面临不同的理论和干预模式之间

的对立或冲突，这对专业训练尤其是对社会工作

学生和专业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困

境。因此，要提升专业认同，就必须解决这个问

题，使社会工作实践有一个牢靠而稳固的知识基

础。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在历史上就是缩小受助

者( 需要) 系统与资源系统之间的差距，社会工作

领域的本质决定了其专才特质。社会工作的社会

认同对确立社会工作的专门领域至关重要，它不

仅取决于社会工作自身的实践有效性，也取决于

社会需要与资源系统之间的不一致在何种程度上

得到弥补。瑏瑣随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进

程不断加快，社会工作界日益认识到，社会工作实

践已经成为一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广泛知识基础的

智力与专业活动。要提升这一助人活动的专业认

同、社会认可与内在效度，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是

必不可少的步骤。多年来，社会工作共同体不断

努力的一个方向，是致力于探索并建立一些普遍

适用的实践框架，它们将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以及

有关人类关系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使这一专业的

知识基础日益变得宽厚。瑏瑤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

工作元理论或核心理论的疑问也在不断加深。

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理论变化

社会工作是一门演化的学科和专业，经过了

早期慈善实践对助人活动的专业性质和地位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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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20 世纪早期心理动力学说的渗透和社会政策

的发展，社会工作的理论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狭

隘的以个人问题为主的临床干预实践。以研究专

业制度著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鲁

·阿博特在其论文中曾提出，社会工作专业的概

念包含了三个连续的论述，即功能主义的概念、生
态学的概念和网络—构成的概念，它们反映了在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工作专业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影

响的社会环境与专业团体复杂的互动关系。瑏瑥

1． 复杂的社会系统与社会组织对人类行为的

影响

与早期社会工作相比，技术变迁、环境与生态

变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使得当代社会工作

者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人类行为，也就

对这门以助人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与职业提出更高

的要求与挑战。传统上以个人问题干预为核心的

个案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需要注意社会环境

的影响，并在实践中加强对非心理因素的重视。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重要发展进程之一，是逐步

摆脱狭隘的以个案为中心的治疗实践，在一个个

独立的个体日益受到社会制度和宏观环境约束的

背景下更加强调社会干预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社

会工作已经完成从个人干预向社会干预的转向。
对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而言，临床治疗或临床实

践是社会干预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绝不能替代

社会干预本身。在当今社会里，社会科学家已在

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上形成共识，即结构性的成

因而非个人原因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缘由，这

就使得过去的个人或社会问题的病理归因说和道

德判断也发生了转变，专业工作者避免强调个人

归因和谴责受害者已经成为职业惯习。
今天，在社会系统和外部经济环境不断变迁

的情形下，福利体制与社会服务体系受到的约束

与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

伦理与道义选择，个体主义与管理主义在专业活

动领域的盛行是一个明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

深刻认识到，社会工作的实践应注重在新的背景

下调整干预策略，即不仅要关注个人治疗，更要注

重社会变革与社会干预，而在理论上要从个人主

义向制度主义转变。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霍耐特

指出，对资本主义理性的病态和局限性的分析，即

社会病理学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社会哲学和社

会批判理论来彻底地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生活形式

及其经验，从而找到实践正义的辩证法。而英国

社会工作学者大卫·豪指出，当代社会工作实践

的重要前提是专业工作者必须具备足够的“社会

理解”，这些知识使他们能够在不同情境下完成

有效干预与关怀的目标。瑏瑦

2． 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对社会服务的

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生产和消费方式经历“后现代转向”后，个人化和

生活政治一方面使得个人的权利意识与权力感日

益增强，人们对政府的政治干预与政策规划会趋

于提出更多的诉求; 另一方面不同阶层的公民也

在外部制度变化的条件下面临诸多的风险。这一

切都使得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变得比

过去更为复杂。正如西方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那

样，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社会危机对人的处境

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瑏瑧作为一门解

决个人危机和处理社会问题的专业，社会工作实

践日益充满政治的挑战。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

不仅仅要充当处理个人隐私和调适人际关系、心
理的专家，更重要的是懂得从政治场域、情感性和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入手，运用制度干预与政策变

革的策略，来帮助受助者掌握规划人生和预防人

生风险的能力，而不再是简单地通过治疗来改善

个人的社会功能。瑏瑨近 30 年来，社会工作专业实

践中逐步凸显了“政治”的回归，它不仅反映了变

迁的社会结构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社会科学

带来的冲击，还显示了其作为社会福利制度自身

面临的深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工作专

业实践的理论升华具有更紧迫的意义。
社会工作实践须从新的视角出发，不仅要重

新认识社会工作一贯的理念和方法，还要深入思

考专业理论与实践策略的一般基础。从“案主”
( 服务对象) 到“服务使用者”和“参与者”，由于角

色的变化，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关系及其建构也发

生了转变。因此，在一个变迁的新的时代里，社会

工作专业人员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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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首先就是要对专业角色的“自我”有一个全新

的理解，重新认识以助人为核心的专业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医疗手段的飞

速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也日益受到各种风险

的挑战，风险与社会工作的关联变得比过去更加

紧密，这些风险包括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制度风

险等都将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福祉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而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服务领域

( 或场所) ，社会工作者也需慎重评估服务可能产

生的各种潜在风险。
在现代风险社会里，由于服务对象或消费者

的权利与民主意识不断提升，他们对政府制定和

实施的各项社会政策的效果及副作用也更加敏

感。为减少这些风险导致的负面后果，西方福利

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不断强化在社会服务

提供中的风险评估与防范。在政府行政管理和公

共社会服务流程上，国家( 或政府) 越来越重视评

估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和专业组织也日益重

视在社会服务评估中公民社会自组织、社区和个

人的参与，以平衡单一权力结构对评估产生的影

响和减少不利后果。规划、服务、管理、监控与资

源统筹对实施社会政策十分重要，其间要重视公

民的参与和基层公民组织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政

府或国家的垄断或强制，以保证社会公共服务领

域的公平、透明度和廉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指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中

“焦虑”的系谱学，社会进步的实践应建立在不可

还原性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

与历史的关系，进而发现焦虑与政治学之间的关

联，从而找到实践“正义”的辩证法。瑏瑩在诸多领

域，由于伦理、技术、知识和社会环境等的限制，社

会工作实践频繁遭遇风险，它对社会工作自身的

合法性也带来一定的挑战。
3． 社会科学的发展演进与社会理论的变迁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科学得到长

足的发展，同时人类干预社会问题的专业实践也

在不断改进，这也导致了社会理论的变迁。在福

利国家里，人们在经历“黄金岁月”的美好日子

后，开始逐步进入福利改革的体验轨道，对福利依

赖和低下阶层生活方式的批评在保守的政治家那

里得到了响应，福利紧缩政治和日益动荡的政治、
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团结的政治

基础，也动摇了对贫困者和弱势人群进行积极援

助的公共道德认识。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社会与

慈善组织的复兴对应对新社会风险变得非常关

键。今天，在很多国家，政府根据何种需要来确定

对社会问题干预的目的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社会工作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而这又使

得社会工作者不断思考，如何从实践和政策上完

善社会行动体系，促进实现再分配政治与社会正

义的目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的社会工作早期理

论基础是松散的和不稳固的，具有明显的外借特

征，理论自主性低，有很强的道德意识和医学—心

理学倾向。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来，福利国家

的建立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工业

化国家社会服务的制度化与管理主义实践的发

展，社会工作成为社会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与此

同时，以个人治疗实践为基础的临床社会工作向

更为技术化的路径转向，行为科学与心理学中的

技术理想主导了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社会

工作者过分专注于个体的心理症状，而忽视了作

为弱势人群的生活政治及其产生的后果。瑐瑠在后

工业化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与社会需要

的多元化发展，促使社会工作专业从单一的问题

导向转为系统修复的实践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

限于制度设计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其伦理基础也

由过去强调受助者的需要转向注重管理者的需

要，从根本上面临专业合法性的困境。瑐瑡

在国家福利体系里，社会保险对公民的福祉

极其重要。同时，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专门技术，在

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就人类

福祉的维持和改善而言，仅仅依赖社会保险体系

是不够的。在今天这个风险多样化、人类需要日

益丰富以及资本流动与积累变得不可预期的时代

里，单纯依靠个别化的治疗和以社会保险为基础

的社会政策手段，很难解决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

问题。因此，社会工作专业群体要从伦理、理论和

实践方法上深入思考知识体系与实践策略的更新

与发展。在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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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本上反映出通融性与专业化两个方向，它既

为社会工作确立了实践的分领域的特性，也造成

后期整合实践与理论综合的困难。瑐瑢随着社会工

作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其理论与实践模式逐步受

到本土化和地方化论述的挑战。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理论应该包括价值观体

系和伦理理论、描述性理论、解释性理论以及干预

理论，它们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智慧与知

识基础。从功能上看，社会工作理论的认识与分

析目标主要涵盖以下四部分: 第一，受助人群或受

助者系统( 多样性与危机人群) ; 第二，社区系统

( 需要、问题、环境) ; 第三，机构与社会组织( 社会

服务机构) ; 第四，行动与策略( 评估、干预与评

价) 。作为一门满足人类需要和处理人类关系中

各种困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在掌握理论的

基础上，建立基本的三种能力，即理性思考能力、
伦理判断能力和有效行动能力。以上述三方面能

力建设为基础的专业实践，将形成社会工作专业

的表征，通过它们社会工作得以获得社会承认。
而只有通过行动获得证明，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

才能在多样性的专业体系中确定稳定的位置。

总结与讨论

半个世纪前，社会工作学者就提出，社会工作

专业不仅要从技术层面致力于解决个人的问题，

还要从制度层面推动社会改革，围绕人的需要和

问题出发的这门助人专业，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

一门艺术。瑐瑣社会工作专业在发展进程中试图不

断强化其科学知识基础，以提升其专业认同。当

代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是从工

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从现代

思潮向后现代思潮的转向。美国学者本·奥卡特

( Ben A． Orcutt) 指出，一个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应

尽可能掌握下列三方面的知识: 第一，社会和行为

科学的基础理论; 第二，社会工作领域的实务理论、
原理和价值观; 第三，定量和定性的科学研究方法

与成果。瑐瑤瑞姆( Reamer) 在《社会工作的哲学基

础》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社会工作实践的认识论、方
法论、价值基础和美学基础，进而论述了社会工作

知识所具有的理论传统及其展现出的特性。

作为一种助人的实践，社会工作离不开对人

的心理状况和需要的解析，它强调对问题的诊断

和心理层面的干预，并在此基础上修复和发展受

助对象的人际关系，改善其社会功能，这是社会工

作早期的主要目标，也是以医学模式为核心的实

践特征。社会工作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高度专业

化的活动，其实践过程与工作技巧均建立在一套

系统和完整的理论知识基础上，而不仅仅依赖个

人的工作经验与日常感悟。当代社会变得越来越

复杂，人的问题也变得多样化与复杂化，处理人与

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发展及其

应用，而好的社会工作理论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第

一，必须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伦理; 第二，应遵

循科学验证; 第三，应没有伤害性; 第四，符合本土

社会的文化情境。由于社会工作实践范围比较宽

泛，涉及很多领域和人群，覆盖诸多机构与社会组

织，因此，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基础也是多元的和

宽阔的。在后工业化和福利体制改革时期，社会

工作专业理念和实践倾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内部对“正

义”概念的论辩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它将焦点集中在“再分配”与

“承认”这对概念上。对社会工作这门学科和专

业来说，要在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大国的发展

中确立其地位与发挥其社会影响，其理论基础与

实践模式仅仅从满足特定人群的社会服务需要和

应对人际关系及社会情境中的问题出发是不够

的。按照霍内特的话说，它们还应在更大的范围

内为促进实现平等与社会正义的目标提供确实可

行的行动框架，使得这些行动不仅具有理性，还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人的道德与伦理关怀，从

而最终解决人类理性的不足与历史进步中的碎片

化问题。瑐瑥在 21 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一种新

的启蒙状态，即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

全面的反思。这种反思，按照福柯的话说，首先应

表现为社会工作者和专业社群对自我的一种道德

姿态。其次，社会工作要从碎片化的专业实践取

向中解脱出来，关注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社会改

革。对中国社会而言，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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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稳定的一种重

要专业力量。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

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

经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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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n Stations of Grand Coordinator of Yingtian during Ming Dynasty Fan Jinmin ·15·
The office of the Grand Coordinator of Yingtian was first located in the College of the Interpreters ( huitong

guan) in Nanjing． In 1482 ( 18th of Chenghua reign) an official mansion was built up and the grand coordina-
tors had been stationed in Nanjing till 1574 ( 2nd of Wanli reign) ． Since then，in order to mediate local affairs
and deal in time with military warnings from the sea and Yangtze River，the office of the Grand Coordinator
moved to Jurong County． In 1603 ( 31st of Wanli reign) ，the office moved again from Jurong to Suzhou be-
cause of the uprisings of students and urban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of the city in lo-
cal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From then on，the Grand Coordinator of Yingtian was stationed in Suzhou till
the end of the dynasty．
( 2) On Division of Factors Fang Yong Dai Xiang Zhang Erzhen ·88·

In recent years，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going from the division
of product to the division of factors． The boundary of this division is the production factors，the division among
the little joints on the value chain characteristic of labor factor intensity，capital factor intensity，technology
factor intensity． The division of factor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by Multinational Corpo-
rations ( MC) worldwide． In essence，it is the glob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by MC． Under factors division，a
country’s advantages show more as the advantages on a particular link in the value cha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no longer depends on what to import or export，bu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factors and
what level of factors is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and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entire
value chain． China should cultivate the advanced factors，upgrade the enterprises to integrate various advanced
factors for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ability for globalization business，and keep increasing its role in interna-
tional division system．
( 3) Evolution Tendency of Institution Modernization and Its Route Selection Yu Xianzhong ·97·

Competition on national institution is the core of globalization，and is of elementary significance and pre-
liminary value as far as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cerned． Its critical goal is
the coordinat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civil liberty requires the system support of political democra-
cy，while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must include the core contend of civil liberty． The civil liberty may upgrad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ereas political democracy may
ensure the equal opportunity and realize the social equity． On the basis of humanist system，the coordinat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enables to achieve the sound interaction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realize the high － ef-
ficient balance of development state，therefore able to bring forth the long － term prosperity of overall develop-
ment．
( 4 ) From Social Diagnosis to Social Intervention: Reflections 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Xiong Yuegen ·132·
Since the birth of social work over a century，i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value viewpoints of the western

social humanism and positivist methodology，dedicated to the response to social needs and the solution to indi-
vidual or family or social problems． However，accompani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the reform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the value judgment，skill and practice mode formed at the early stage of social work are
hard to adapt to the changed culture and policy environment． Thus，in the 21st century，the social work needs
to step into a new enlightenment state，and make overall reflection on the past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e
method． As far as China concerned，the social work theory will experienc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b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system，culture，professional course system and social structure．
( 5) Classified Reform of Counties under Direct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Regional Differ-

ences Chen Guoquan Liang Yaodong Yu Yang ·145·
Nowadays there are a lot of debates on the reform of counties under the direct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 CUDPA) ，and an important reason causing these arguments is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d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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