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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

历史阶段（习近平，2021）。当前，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正在成为

政府部门规划下一步工作的重要思路。本文关注作为短板的困弱群体的致富问题，对促进困弱群体

的共同富裕做一些分析，希望有助于对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和实践的推进。

一、共同富裕的提出与多重面向

（一）共同富裕理念的提出

现阶段我国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有特殊国情，也有深厚的中外思想文化背景。我国传统上是农

耕社会，农耕文明强调勤奋劳动，追求家境殷实的生活。在大传统上，小康社会、大同社会是古代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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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而具有多重面向。共同富裕是综合性概念，既包括共同性，也具有差异性。共同富裕应该包括困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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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理想；在小传统上，农民的辛勤劳作、精打细算，家族和亲朋之间的互相支持也是在一定范围内

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在近现代史上，共同富裕的理念与社会主义思潮有关，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各种

设想除了希望消除阶级对立和剥削之外，也有鲜明的共同富裕色彩。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的本意

就包含了社会平等、消除贫困、互助团结和共同体的思想，追求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互依性发

展。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的理想，并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及其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马

克思，1995），也为当前谋划和探索共同富裕提供了可遵循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提出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念，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背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不忘人民的共同富裕。20世纪 50年代初，面对农民中出现的贫富

分化现象，毛泽东就指出要解决农民的共同富裕问题。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在土改

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

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

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

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毛泽东，1996）。在这里，毛泽东是从人民生活、执政基础的角度着眼的，应该

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的两个基本点。至今，这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提出的要切实推动共同富裕，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思路和实践直接相关。其在拨乱反

正、务实地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克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平均主义带来的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弊端时，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

富带后富”（邓小平，1993）的改革策略和战略思想，从而为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进国家经济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邓小平根据改革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提出了“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并

不比不发展少”的忠告，其中就包括正在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先富带后富”就是有差异的共同富裕

思想，这一思想从中国共产党十三大起，一直写进党的重大决定之中，共同富裕也就成为改革开放，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思想既有历史继承性，也反映了当前国情社情的迫切要求。面对改革开放取

得的成就和伴随而来的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财富占有差距问题，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目标，党中央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上议事日程，指出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提出

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习近平，2021）。可以认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思想

和政策是以往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提升版。

（二）共同富裕的多重面向

新时代提出的共同富裕有多种面向，即要回应多方面的问题。共同富裕的政策和实践要面对如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继续发展问题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继续发展问题

对共同富裕问题的强调是我国在总体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在研讨低收入群体的继续发

展问题时被再次强调的。总体上解决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是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我国

对世界的贡献。但是，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被提出。在国内外学

术界和政策界，开始集中讨论的是阻止脱贫群体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央从总体发展、继续发

展的角度审视问题，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是积极和战略性的。但是也必须清楚，要实现共同富裕，最

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规模巨大的城乡（特别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低和社会生活质量差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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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矛盾和结构张力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矛盾和结构张力

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和社会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贫富分化问题。2009年以后，我

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财产基尼系数更加严重（王晓霞，2021）。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分配不

公，也隐含着社会风险。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遮掩了”分配不公带来的风险，

因为中低收入群体还有在持续的高增长中获得更好收入的期望。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变

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预期下行，从而凸显了收入和财

富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和谐气氛和社会正常秩序。共同富裕必须

面对这一重要问题。

33..促进中低收群体发展促进中低收群体发展，，建构建构““橄榄型橄榄型””社会结构社会结构

与第二点相联系的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期望所遇到的问题。“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中等收

入群体（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从经验上来说，与它对应的是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我国要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

够大，而且不够稳定。要稳定已有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将一些中低收入群体提升为中等收入群体，必须

有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共同富裕战略期望能对此发挥促进作用。造就较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建

构“橄榄型”社会结构，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4..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的举措。我国的低收入群体基本上是处于基层的城乡劳动者和一些曾经为国家建设做出

过贡献的老年群体以及其他困弱群体。使这些群体能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成果，是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征。故而，实现共同富裕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执政基础的重大

政治问题。

要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促进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生活富裕，需要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需

要全社会的勤劳付出，也需要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需要各群体积极而广泛的

参与。

（三）对共同富裕的总体性理解

对于共同富裕，尚未有一个学术定义。作为非完全的学术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阐释是权威的。《意见》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

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

幸福美好生活（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按照这一解说，共同富裕不只是一种固定的目标状态，还是

一个达致理想目标的过程。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也是每个人、每个群体

的责任；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是现代政府的责任，是实现共同富裕所必需的；生活富裕富足是以经济

发展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经济的生活状态；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则超越了狭义的经济，是社

会关系和精神状态的内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合理的财富、机会分配机制；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是更高远的目标。

可以看出，上述的共同富裕是以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中心进行描述的。结合我国的传统生活文化

和现实发展，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是以财富为基础的、群体性生活方式的概念，

它包括经济上的宽裕、家境殷实、生活方式文明、社会关系和谐、生活观念的进取和理性，等等。共同

富裕是社会成员（家庭、地区群体、阶层群体）通过积极努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互助共进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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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生活宽裕、和谐、幸福的状态。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性概念。

共同富裕在概念内涵上具有丰富性、总体性，在具体实现上具有差异性和过程性，它是一个需要

低收入者和困弱者及相关人员的积极参与、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获得成果和进行获得性体验的过

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共同富裕是一种参与性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还是一个连续系统，是一个以家

庭和个人为基本单位，经济宽裕、社会关系和谐、精神状态良好，具有结构复杂性和程度差异性的广阔

空间。我国政策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普遍性概念，它包含了社会的各类群体，其中也包括困弱群

体。困弱群体的富裕是该群体的生活在纵向比较上得到明显改善的状态，可以称为相对性富裕。

二、参与性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特征

（一）参与性共同富裕的概念与含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共同富裕，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的共同富裕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参与性

共同富裕的概念。困弱群体是经济上比较困难、身体孱弱、精神脆弱人群的总称。从目标群体或总体

上来说，共同富裕问题主要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而言的，因为在先富带后富的话语下，在走向

共同富裕的实践中，经济上的成功人士、中上等收入群体已经基本上属于富裕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

和社会地位处在社会的中上层，他们的责任似乎只是“带后富”和帮助弱者。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则

不然，他们迫切需要在经济上实现富足、免除贫困的威胁，在社会生活中摆脱边缘地位。然而由于自

身能力、外部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他们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彻底走出贫困，进入社会主流。于是，在自己

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外部帮助、政策优惠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就不可避免。也有的甚至认为，共同

富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口号，是遥远的事情，因此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愿景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持无为、

被动、等待的态度。从共同富裕的任务主要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问题的现实出发，这种消

极的等待共同富裕的状态应该改变。因此，需要从参与的角度审视共同富裕问题。

参与是人们有意识地进入某一领域，并发挥积极作用的行动。参与一般指行动者有主体意识的

活动，也是基于对所进入事务的一定了解，愿意在其发展中发挥某种影响的活动。参与同相关人员的

共同活动有关，它与参与者有某种利益相关关系或责任权力关系，因而参与也是参与者表达自己的想

法和意愿、采取一定行动、并与相关者一起处理相关事务的过程。

参与具有多种类型，也有程度之别。在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领域，人们常常比较关注

政策对象、服务对象的参与，希望他们作为主体发挥作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以使社会政策、社会服

务能取得更加深入和持久的效果。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参与性共同富裕概念所指的应该是有关各方

主体性地参与共同富裕的相关活动，在其中发挥能动作用，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和结果。联系

到政府对共同富裕已有阐述，参与性共同富裕也是以行动者的自我努力为基础，与相关成员一起，互

促互助，共享合作和发展成果，达致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优裕状态和过程。

在参与性共同富裕中，行动者既包括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对象，也包括与实现共同富裕相关的

其他主体，因为共同富裕不是一个僵化的结果状态，它还包括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过程。共同富裕也

不是主次分明的“带动”过程，它必须是“后富者”的能动行动。“后富者”（低收入者、困弱者）能变为富

裕者必须以自己的努力为基础，这种努力既可能是狭义上的辛勤劳动，也可能是广义的“有为”、主动

作为。毫无疑问，在先富－低收入（未富）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情况下，低收入（未富）者要上升为富裕

者，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他人的帮助，这里的“他人”既包括“先富者”或有较强致富能力者，也包括以支

社会工作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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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困弱群体为己任的政府，以及公益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按照我国反贫困、困弱群体走向富裕的实

践，共同富裕中的互相帮助不只是个人性的或私人化的，困弱群体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政府的政策和代表政府的行动者（行政系统和企业等），以及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因此，共同

富裕就是围绕改变困弱者的不利生活状态，促进其走向较宽裕和富裕生活的实践场域。

（二）参与性共同富裕的特征

对于那些刚从绝对贫困中挣脱出来的低收入家庭和一些困弱家庭来说，实现富裕并非易事。这

是因为，这些家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有些还可能因为老龄化的加剧竞

争力进一步弱化。因此，要在未来的几年到十几年内，使大量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实现综合性的富

裕，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需要外来的帮助，包括来自政府的优惠政策，来自社会服务机构和慈善组织

及企业的帮助，当然还包括村庄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走参与式共同富裕之路是必

然的。参与式共同富裕作为过程和状态有如下一些特点。

11..参与性参与性

共同富裕的参与性是指与促进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改变生活状况的相关各方要积极参与这一

过程。参与性又可以表现为主体性和能动性。主体性是说各方都要以主体的角色参与其中，低收入

群体和困弱者是实现富裕的主体，而不是等待和只认为是救助对象；其他参与方也应该理解和认识到

自己在促进困弱群体走向富裕中的责任和作用。能动性与主体性相关，是指参与各方要积极主动，围

绕走出困境走向富裕进行积极、真诚和富有效果的合作。不管是低收入者的就业劳动，还是困弱者面

对自己的生活，都应该有主体意识和能动精神，才能有机会走出困境，达致更好的生活。这里也有精

神状态因素，没有克服困难的韧性和积极的态度，达致综合性的富裕是难以做到的。

22..互助性互助性

互助性是指在低收入和困弱群体走向富裕的进程中，需要外来的帮助，而这些帮助具有相互的特

点。互助的主要方面是较富裕和能力较强者对低收入和困弱群体的帮助，包括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

会获得和适应市场能力方面的帮助，也包括持家经验的介绍、在困弱群体遇到特别困难时帮一把，等

等。当然，低收入和困弱群体也可能对富裕者和能力较强者给予力所能及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

在城乡社区中，这种互助有时会延续较长时间。对于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低收入者和困弱者也应采

取合作、配合的积极态度，以有效落实政策和更好地实施政策。因此，参与性共同富裕以良好的合作

关系为基础，它具有关系性特点。

33..差异性差异性

共同富裕是有差异的，这其中不但有先富和后富的差别，而且有富裕程度的差别，还有富裕层面

的差别。在“后富”问题上，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难以同时实现富裕，这些群体中的部分也是如

此。所谓富裕程度上的差异，主要指经济和财富上的差别，是利用自己的能力经营好自己的经济社会

生活的差别。在层面上，使低收入者、困弱者陷入贫弱状态的可能是家庭成员获得经济报酬能力弱、

身体脆弱、家庭成员疾病拖累，或者还有生活环境方面的障碍，等等。于是，对于不同低收入者、困弱

者来说，走出低收入、相对贫困的着力点和进程也有不同。这样，参与性共同富裕还有根据这种差异

性而选择致富路径的问题，要使这些人走向富裕，就需要尽量激发他们的发展能力，精准帮扶，这就是

参与的差异性。与这种差异性相关的是互助和帮扶上的连接性，低收入和困弱群体要走进富裕，需要

外部资源的强连接性，即获得精准的、有效的、比较有力的支持。

44..发展性和共享性发展性和共享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从不富裕向富裕状态的发展过程，这里所说的发展不但指过程上的积累和演进，

困弱群体的参与性共同富裕与社会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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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指关于发展的、从部分到整体、从局部现象到本质的积累和转化。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

下，低收入者和困弱者达致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可能这一进程比举国努力进行脱贫攻坚所需要的

时间还要长。这里要有国家的总体发展格局，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机会，还需要欲致富者的强烈致富愿

望、辛勤劳动和经济－社会韧性（王思斌，2020），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这是低收入者和困弱者的参与

性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国家总体的持续稳定发展与欲致富者的能力发展，是参与性共同富裕缺一

不可的两个方面。低收入者和困弱者要利用好国家的发展机会和相关政策，提高和增进自己的经济

能力、心理状态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更踏实地走向殷实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低收入者和困

弱者实现相对富裕的不可缺少的机制，而且这种共享机制还要加强。在辛勤劳动、互相帮助中实际上

也有共享机制，不过这里指的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共享。欲致富者享受自己勤劳致富的成果，享受自己

参与互助和得到帮助过程，享受优惠政策带来的利益，都会进一步促进他们的致富行动。对低收入者

和困弱者实施帮助的各种社会力量、各方人士以及政府部门，也会在低收入者和困弱者走向富裕的进

程中享受到自己努力所获成果的喜悦，感受到自己努力的价值，可以在协力走向富裕的实践中得到有

益启发而提升自己。

三、社会工作对参与性共同富裕的促进

（一）社会工作促进困弱群体走向富裕的介入点

本文提出参与性共同富裕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因为这些群体也有追求富

裕的权利，全社会的、14亿人的共同富裕进程不能排除这些群体。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协助）困弱群体

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促进社会进步的专业聚焦其共同富裕，有自己的特殊介入点。

就人群特征而言，社会工作在促进共同富裕中主要针对刚走出绝对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特殊困难

群体、身体和精神上的脆弱群体，以及部分中低收入群体。这些群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人生（家庭）发展过程中处于能力较弱阶段，但是这些劣势和脆弱状态并非自己甘愿，而是人生阶段

赋予或外部条件施加的结果。因此，从基本的社会权利的角度看，他们也应有相对富裕权。

从介入的基本事项角度看，社会工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是解决这些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

这些是与其物质和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方面，包括：协助其增加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和能力，如参与

公共设施建设、社会项目、社区公益岗位的机会和能力，增加稳定收入；协助政府做好基本社会保障，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在公共服务中对该群体给予特别的关照。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保障和服务不应该

是最低标准的，而是能够维持其正常生活的，这也可以看作是通过第二次分配，促进这一群体的相对

富裕；协助这一群体建构良好的、资源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其参加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活动和社

区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连接，增加社会资本是社会性富裕的重要方面；另外就是要协助其建构积极

理性的生活观，参与对家庭、社区和社会有意义的活动，增强自己生活的意义感，理性地对待困难，正

面地感知获得和进步，这是在增进精神富裕。上述几个方面互相联系，社会工作参与推进困弱群体走

向富裕的行动也是综合的。

（二）社会工作促进参与性共同富裕的行动

当社会上用国民收入平均值的某一百分比去定义贫困时，就不可能消灭贫困，同理也就不可能实

现全民的同等富裕。正是从相对发展、正常生活和多元衡量的意义上来看，要推进困弱群体的共同富

裕，即他们的相对性富裕。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富裕同经济直接相关，社会工作并非是直接促进经济

社会工作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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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活动，但是仍能在多方面采取行动，促进困弱群体走向富裕。

11..支持困弱群体参与致富项目支持困弱群体参与致富项目

既然共同富裕与经济状态直接相关，社会工作就要尽量推进能使困弱群体参与并获得合法收入

的项目，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经济领域最具有社会性的是社会项目，即以促进或惠及低收入群体收入

增加为重要目的的项目。一般地，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项目建设，可以吸收低收入群体参与劳动，使

低收入者获得收入（米奇里，2009）。一些大中型企业也可以吸纳低收入者从事后者可以承担的工作，

获得不错的收入。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这些比较有效的做法应该继续和扩大。社会工作者（机构）可

以在其中做联系、推荐、培训等工作，提高其参与机会、增强其“可行能力”（森，2002），以促进低收入群

体的收入获得，增强其获得感。

22..协助实施好社会政策协助实施好社会政策

对低收入群体和困弱群体实施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他们的收入，增强他们的社会保护和

社会支持，也是促进他们走向富裕的重要举措。一般地，社会政策是以解决贫弱群体的基本生活为目

的的，达不到富裕的水平。但是，如果真正实施好社会政策，就可能既能向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

能传递社会性的关怀，就能更好地共享发展和进步的成果。如果在实施公共政策时有意识地关注困

弱群体的多种需要，就可以更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事实上，如果政府真正能做好七个

“有所”①，困弱群体的共享感、富裕感就会明显上升。在协助政府做好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

还要注意发现问题，并积极进行政策倡导，保障困弱群体的发展权和富裕权。

33..做好专业社会服务做好专业社会服务

政府已经把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社会服务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这也是使困弱群体有

更多获得感、尊严感的措施。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保障和服务只能越做越好、提高水平，这就为

社会工作发挥其专业作用创造了条件。社会工作者协助政府做好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社会服务，对

困弱群体给予综合的、人性化的专业服务，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社会生活，维护他们的尊严

感。社会工作者通过提供有增能因素的服务，促进困弱群体在得到帮助之后，也能自助助人（顾东辉，

2020），尽其所能地做对他人、对社区和社会有益的事，亦能够增强困弱群体的能力感和价值感。

富裕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种社会评价，个人体验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通过提

供专业的、综合性的服务，能够发挥困弱群体的主体性和能力，促进困弱群体践行有实际内容、有获得

感、能力感和尊严感的相对性富裕。

（三）社会工作在发展中促进困弱群体共同富裕

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也是政

府的施政目标，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困弱群体不能缺席，社

会工作也不能缺位。社会工作者要树立整体性的富裕观念，积极参与促进困弱群体走向共同富裕的

事业，发挥自身优势，连接各方资源，联动多方力量，尽量帮助困弱群体基本能跟上社会发展和走向共

同富裕的进程。

社会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基本民生建设和社会建设，参与包括困弱群体在内的共同富裕实践，就要

增强自己的能力。社会工作者要增强协助政府实施共富型社会政策的能力，加强与相关各方的合作，

有效链接各种资源，共同推进困弱群体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善。社会工作者要走进基层民众的生活，提

供适宜的社会服务，并使参与发展的理念更深地进入困弱群体的思想和生活，变为他们的生活实践。

①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困弱群体的参与性共同富裕与社会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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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还要增加自己改善困弱群体民生的相关知识，使自己的服务更加贴近困弱群体的生活实

际，更好地发挥促进作用。

需要认真指出的是，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的普遍建立和发展，为促进共同富裕事业提供了有力

条件，也为社会工作服务困弱群体、帮助其改善生活状况提供了制度基础（王思斌，2021）。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站做好和创新民政部门的相关民生工作，联系其他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的基层服务力量

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展综合性服务，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困

弱群体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发展。

四、结语

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党和政府的庄严宣称。困弱群体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短

板，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困弱群体走向富裕是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这既可以看作是新中国

成立初关于共同富裕理念的现代解释，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卓越成就同时又存在收入

和财富分配持续高度分化状况的应对之策。本文提出参与性共同富裕的概念，旨在阐明共同富裕不

只是经济上相对富足的状态，还有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主体参与、生活意义等方面的含义。同时，实

现富裕的过程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一个方面，它是经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和互相帮助而实现的。这一

过程的丰富性和能动性、相互支持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共同富裕之特殊意义的内容，也是通过个人

努力和互助实现人生价值和富裕人生的重要表征。对困弱群体来说，可能他们在物质财富上达不到

富裕群体的水平，但是经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和积极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互相帮助，他们的物质生活可

以不断改善，整个生活是充实、积极、持续改善和有意义的，这就是他们的参与性共同富裕。政府应该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以着力补短板，要有效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发展社会

工作并发挥其专业优势，帮助和促进困弱群体走向共同富裕，以在全社会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加实质

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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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1））Participatory Common Prosperity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Promotional Role of Social Work

WANG Sibin •1•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long been the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ereafter

CCP）. The CCP and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placing great emphasis on tackling various social issu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is includes promoting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low-income groups，mit‐

igating the relatively serious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building an“olive-shaped”society and dem‐

onstrating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prosperity should be under‐

stood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not only materially，but also socially and spiritually. In this regard，com‐

mon prosperity i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including both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The agenda of

common prosperity should certainly include vulnerable groups. The prosperity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s

relative prosperity compared to their present living standard，and co-progressive prosperity that develops

together with other groups. Nonetheless，the vulnerable groups’prosperity is not necessarily achieved as

other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ame level. Additionally，the common prosperity requires participa‐

tion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with their own proactivity. It can be seen as the participatory common pros‐

perity with the vulnerable groups as the subject. Participatory common prosperity as a process and state is

characterized with subjective participation，mutual assistance，developmental and sharing. Social work pro‐

fess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helping the vulnerable groups to increase economic participation opportuni‐

ties，assisting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social policies，delivering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s，building

social connections，and enhancing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skills，to name a few. With this regard，so‐

cial work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erformance，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people’s basic livelihood and social building，and work with vulnerable groups to pro‐

mote their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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