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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５·１２”汶川地震灾后恢复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解决市场

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提升民众社会福利的一门科学和社会工具。早

在２０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兴起，中国沿海地带的大学纷纷创办社

会工作专业。１９１７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首次开设了社会工作课

程，并在杨树浦地区设立了“沪东公社”这一专业实习和社会服务机构。

之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相继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及相关的实习机

构。但囿于长期的战乱，更由于我国当时还是农业社会，故专业社会工

作教育、研究和实务始终无法长大，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几乎没有

什么影响。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集权的计划经济制

度及相应的单位化社会管理体制，客观上消灭了社会工作、社区、社会组

织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故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也必然被取消。只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明确了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

标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才真正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如今，我国社会

工作教育单位将近５００家，包括各类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

院、省级社会科学院和省级党校；社会工作研究及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

已经广泛涉及各类人群、家庭、社区、医院、学校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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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精神健康、药物滥用、刑事犯罪、扶贫攻坚、灾后重建，等等。特别

是２００６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年以来，社会工作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发

展、治理创新发挥了深刻而系统的影响，其间，“５·１２”汶川地震及之后

所开展的灾后社会工作服务则一下子突显了这种影响。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的汶川地震，波及地域之广、破坏程度之烈、死伤

人数之众以及随后中国人民迅速开展的高效率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的壮举，在当时可谓举世瞩目，在今天仍然记忆深刻。对于我们社会工

作学界而言，正是由于这场地震及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才激发了灾后

社会工作的实务及研究的诞生。

记得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马上给我打

电话，商量社会工作教育界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可以做什么。第三天，

马伊里局长、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阮曾媛琪教授、我国台湾大学社会工

作系主任冯燕教授以及我和上海本地的一些教授开了一个视频电话会

议，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可能路径及方案。当时我们决

定先组建一支队伍深入灾区，进行考察和评估工作。一周以后，由华东

理工大学张昱教授、费梅苹教授、时任上海市社会工作培训中心主任朱

希峰等人组成的评估组就拿出了评估分析报告。根据这份评估分析报

告，上海市民政局决定给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将社会工作服务写进上

海市政府援建四川省都江堰市恢复与重建的计划之中，并获得了沪川两

地政府的首肯。与此同时，在上海市民政局的组织与协调下，我们迅速

组建了上海市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服务团，下设华东理工大学服务队、浦

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服务队、复旦大学服务队、上海师范大学与团市委

联合服务队等四支服务队伍，马伊里局长担任总指挥，我本人则担任总

督导。让人感动至深的是，在得知我们组建上海市社会工作服务团以

后，不仅三所学校社会工作系的师生、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所属会员

单位的一线社工纷纷主动要求参加，上海市其他社会工作机构和香港地

区的一线社工也积极向我们争取，希望能够参加服务团的工作。不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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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民政局迅速调集人力物力支持社会工作服务团工作，四支队伍所属

单位的领导也打破常规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各种支持，如大学教务部门优

先安排或调整教师的授课时间，研究生院为参与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研

究生提供方便，财务部门则提供资金支持和报销方便（当时灾区购物基

本上没有可供报销的发票，大多是“白条”收据）。

然而，当服务团队组建完毕以后，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在不知社

会工作服务为何物的地震灾区，社会工作应该担任什么角色呢？如何才

能更快更好地让灾区的各级官员和民众理解和接受专业社会工作呢？与

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灾后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学科的一个新兴分

支，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那我们怎样开展具有中国

特色的灾后社会工作实践呢？在与我系有关老师商量以后，我这个总督

导提出了在“嵌入、建构、增能”六字理念的基础上设计各支服务队的社会工

作干预服务方案。六字理念的精髓就是要求我们这些外来的社工首先要主

动融入灾区当地的行政和文化体系，具体服务计划和活动计划要和当地官

员、灾民一起商量制订，让他们认可我们是“自己人”。其次，要求通过我们

的服务在灾区原有的或传统的政社不分的社会管理体制内建构起新的“政

社分开与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机制及文化。再次，帮助灾区基层政府、社

区管委会（居委会）和居民团队提高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务队在时任校党委书记

沈卫国授旗之后，率先进驻都江堰市也是四川省最大的地震灾区安置点

社区———勤俭人家（有１．２万灾民）。７月，复旦大学等另外三支服务队也

相继进驻所安排的安置点社区。最初我们只是设想利用暑假开展社会工

作服务，没想到我们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当地政府与民众的高

度认可，穿着黄色马甲的“上海社工”成为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英

雄”。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要求下，我们的服务不得不延长到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时任国

务委员马凯、教育部部长周济、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等陪同下，专门视察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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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勤俭人家”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对社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社会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确很重要”。刘奇葆书记在向我打听了

四川省的社会工作教育以后，提出四川省今后要加快社会工作制度建设

和人才队伍建设。教育部部长周济也当面向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了华

东理工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可以说，这次温家宝总理的视察以及

前后中央数十份关于上海社工参与灾后恢复与重建的专报，让高层对于

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角色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之后，我们社会工作系的老师也积极参加了民

政部组织的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的灾后恢复与重建、上海静安区“教师公

寓”火灾后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及外滩踩踏事件后的社会工作干预服

务，获得了许多一线干预服务的宝贵经验。在开展灾后社会工作服务实

践的同时，我们社会工作系的老师也积极进行了灾后社会工作的研究，

希冀能够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灾后社会工作理论、模式和实践作出一份贡

献。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

关于灾后社会工作研究的集体学术成果。我想，中国的灾后社会工作模

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成功和有效的经验模式，中国学者对于

灾后社会工作实践的记录及其研究也是人类社会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宝

贵经验，并必将推动全球灾后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因

此，这部著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当然也是属于世界的！

是为序。

徐永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执委兼国家代表

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８年５月于华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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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

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①

徐永祥②

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灾后社会重建的价值就是在社会关系恢复与

重建的基础上，恢复和重建遭到灾害破坏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

社会管理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

就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建构式社会工作。值此“５·１２”汶川地震１０

周年之际，围绕“灾后社会重建”这一主题，结合笔者在地震灾区所参与的建

构式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和讨论灾后社会重建进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所提倡

的核心概念、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和服务模式，对灾区后续的社会重建以及丰

富灾后社会工作的理论及实务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理念

“５·１２”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上海社会工作界迅速向灾区派出了两

·３００·

①

②

本文曾发表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今略有修改。

徐永祥，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社

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体制改革、社区管理、社会组织等。



批专家组进行灾后社会重建工作的评估。之后，又组建了社会工作服务

团分赴都江堰市的四个灾区安置点社区开展援助服务，历时半年有余。

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援助服务，对于灾后社会重建，尤其是灾后社会

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以及邻里、社区关系的恢复与重

建，社会工作的本地化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获得了

灾区政府、民众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认同，也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重建之所以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显著的

社会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沪川两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社会工作

者的无私奉献、灾区重建的内在需要等。而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所确立

和秉持的服务理念，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在这里，做一简要的介绍和

论述。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是一个架构性体系。其中，“助

人自助”是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外围，还有许多目标性、技术性、功能性、

伦理性的理念，如增权、平等、接纳、同理心，等等。应该说，这个架构性

的理念体系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实践，已被验证为具有明显的普适性，故被

社会工作理论界、实务界普遍接受。但问题在于，任何普适性的理念、理

论在实践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要求或者客体化、对象化的要求。

那么，在灾害地区尤其是尚未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的地区，社会工作

服务应该秉持怎样的理念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社会工作怎样才能

介入、如何提供服务、如何获得理想效果的问题。对此，上海社会工作服

务团根据灾区的实际现状，确立了以下三个核心概念或服务理念。

一是“嵌入”概念。这个概念涉及的是社会工作者与受助对象（组

织、个人、社区等）的关系，其原有含义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主观意识和行

动上要自觉纳入受助对象的关系网络之中，争取获得受助对象的理解和

支持。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解决“进场”问题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

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主动将自己纳入灾区的行政体制，视自己为灾区

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助手，努力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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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不然，社会工作者就不可能进入灾后重建工作的核心圈子，相反只

会始终徘徊在重建工作的边缘。

二是“建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质是强调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关系、

社会服务制度及受助对象能力的建构目标和建构功能。就灾后重建而

言，它实际上赋予了灾后社会重建一种制度与机制创新的意义。可以说，

嵌入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嵌入的目标，服务项目则是建构的平台与载

体。灾后恢复与重建，本质上是建构性的，是一种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

单地恢复灾前的制度和机制。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

是要帮助灾区建构一种既旧又新的社会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

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这是灾后社会工作的制度性目标。

三是“增能”概念。增能或充权，是社会工作追求的能力目标，即“助

人自助”。这个目标要求使得社会工作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慈善和志愿活

动。如何帮助受助对象达到自助，关键在于要提高受助对象自我成长和

自我发展的能力。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就是要整合各种资源，帮助灾

区的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个人及家庭等拓展发展的视野，增强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二、灾后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

如果说上述三个核心理念具有理想化特征的话，那么，根据灾区自身

的需求提供富有成效的服务模式，则是实现上述理念或理想的必要路径。

从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经验来看，以下四个模式是值得总结和推广的。

　　（一）政社分工与合作模式

作为外来的民间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团在“嵌入”

的前提下，建构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政社分工与合作。其主要特点是：服

务团一方面自觉纳入灾区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始终明确自己的专业独

立角色，努力形成与政府之间既分工又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里，相互

理解、信任是必要的前提。为此，服务团特别注意与各个安置点社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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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都江堰市民政局的定期沟通，及时发现、反映和回应政府没有时

间、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努力协助政府广泛了解居民的需要，并以第三

方桥梁的身份动员居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自身的一些问题，而政府

则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样，政府和居民组织之间逐步形成并适应了

分工合作的机制。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民政局和管委会的政府官

员也逐步理解和接受了社会工作理念，从而在政策层面加大了社会工作

的影响力度。

　　（二）社区信息链接模式

地震破坏了灾民原有的、熟悉的社会关系。来到安置点的社区居

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始是很陌生的，甚至是互相防范的。不难想象，生

活在人口如此密集的空间里，如果没有有效的联结机制，不但难以形成

熟悉、互助的社区氛围，相反可能因为信息不充分、相互不理解而引起不

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如果政府的信息不能及时传递给居民，也会

引起不满和对立情绪。因此，只有使陌生的人相互认识并熟悉，才有可

能实现邻里之间的信任、互助和自我管理。只有实现纵向与横向之间的

信息畅通，安置点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居民之间才有可能达到相互理

解和良性互动。信息畅通之后，就有可能实现各种资源最大效度的整

合，从而推动实现灾区各项功能的恢复与社会重建的目标。

基于上述认识，服务团特别重视安置点社区纵向与横向的关系沟

通、关系重建，初步建立了社区信息链接模式，致力信息共享。其主要做

法如下。

一是与社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由居民参与的社区小报，诸如在最大

的、有１．２万人的安置点社区———勤俭人家主办了“勤俭快讯”，每周一

期，免费发放给全体居民，为居民提供政策信息、服务信息。它既是基层

政府———安置点管委会与居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居民互动的平

台。投稿的作者包括７岁的小女孩到７０岁的老大爷，这极大地提升了

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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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了即时更新的“信息之窗”。为了帮助安置点社区的群众

及时了解有关政策和社区活动信息，有效杜绝小道消息的泛滥，服务团

在安置点社区的醒目之地和社会工作站安装了多个两米宽的信息栏，及

时张贴报纸、活动海报，发布政策信息、服务信息，等等。

三是印制了“社区资源图”免费发放。社区各类资源和服务设施大

都分布零散，很多居民原来并不了解。而社区资源图因收集了安置点社

区的生活、服务、商业、行政资源等信息，既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加

深了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认识，提高了居民对社工服务的认知度。

四是以社区系列文体活动为平台和载体，促进居民的认识、交往与

互动，从而建构居民之间相互熟悉、相互支持的信任关系。

　　（三）需求评估与回应模式

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及时回应案主、服务对象的需求，

及时有效地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同的案主、服务对象的需求

是各不相同的，且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特征。也就是说，当前一阶段的需

求问题解决之后，下一阶段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及需求。案主这一阶段性

的需求特征，在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实践中显得尤为突出，服务对象之需

求主题的转换时间也相当快速。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高度重视对安置

点社区居民所存在的问题和服务需求进行客观及时的评估，建立适时、

适地、适他的回应机制，制订合适的专业服务项目。

对于灾后安置点社区问题及需求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海社会工作

服务团自始至终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为了做好灾后社区服务的需求评

估，服务团既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社区漫步观察和访谈、入户访问、社区干部座谈和问卷调查、跟踪研究

等，是社工们搜集问题及需求常用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问题及需

求的筛选和分析评估，并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服务计划。例如，

社区信息链接机制；针对孤独老人开展的“同心互行”志愿服务计划；推

动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巷巷会”；帮助失业妇女学习绒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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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再就业的“火凤凰项目”（由上海一家外贸公司收购作品及销售）；针

对安置点社区干部的能力培训计划等享誉灾区的项目，都是这种需求评

估与回应所获得的成果。

　　（四）“巷巷会”和“社区互助网络”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巷巷会”计划。实际上，这是运用小组社会工

作和社区社会工作模式，发动、组织居民实现社区自治与互助的一种平

台。这个计划是由华东理工大学第一批服务队创立的“弄堂会”演变

而来。

在安置点建设初期，灾区居民往往对政府有一种“等、靠、要”的福利

依赖倾向。因此，在碰到诸如安全、卫生、板房漏水等具体问题而管委会

又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灾区居民对政府的误解、埋怨以及社区冲突就

极易发生。为此，在“勤俭人家”这一最大的安置点社区，社工在问题和

需求评估基础上，运用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模式，创建了最初

被安置点社区居民称之为“弄堂会”的服务项目。其具体做法是：由社

工启发、动员并参与，由“社区领袖”出面组织两排紧邻的、门对门板房的

居民，经常在弄堂之间开展座谈会，共同协商和研究由居民自己来解决

问题的办法。这一服务项目既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熟识和自我管理机制

的建立，又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意识和社区自治的发展，以及居民自我管

理能力的建设，深受居民的欢迎。同时，这一服务项目也减轻了管委会

的负担，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误解，增进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信

任，深受政府和安置点管委会的欢迎和支持。此后，这种“弄堂会”被迅

速推广到许多巷子和其他安置点社区，并且按照四川当地民众的习惯，

大多改称为“巷巷会”。安置点社区的居民们还纷纷在协商获得共识的

基础上，给自己的巷子起了富有特色的名字，如“和谐巷”“共建巷”等。

由此及彼，在社工的指导下，各个安置点又逐步建立起老人之间、青年少

年之间、妇女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助网络和志愿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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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启示

灾后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子

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各个子系统在灾后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缺一不可。

其中，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上海社会工

作服务团的实践来看，这种介入对于完善和丰富社会工作理论及实务模

式不无启示。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启示值得提出和讨论。

第一，社会工作的确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角色，是政府管理社会、

服务社会的有效助手。一般而言，政府管理是一种刚性管理，其特点是

无差别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实施，往往具有“一刀切”、反应慢及效应递减

的缺点。社会工作则因其在专业社会服务中渗透、体现了一种柔性的管

理，不仅能够及时反映和回应民众的需求，而且可以帮助政府将社会政

策及时地、具体地、有差别地实现。不仅如此，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

社会工作的服务可以有效化解民众对政府的误解，提高居民的社区自治

能力。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所服务的四个安置点社区，半年来没有发生

一起居民上访的例子，这充分证明了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专业

功能。

第二，社会工作是灾后社会恢复与重建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角色。灾

后社会重建的要义在于社会关系的重建，以及在这种重建基础上的社会

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的重建和制度、机制的创新。

它既体现在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关系重建及关系的和谐方面，也体现

在灾区政府和社区的建设能力方面。缺乏社会工作的介入，不是灾后社

会重建的意义被忽视，就是社会重建的进程难以加快。反之，有了社会

工作的介入和推动，社会重建的动力和专业资源就会大不相同。都江堰

灾区安置点管委会、政府有关部门，从开始对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勉

强接受，很快到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以及市政府积极推动在都江堰市建

立社会工作制度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都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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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工作专业要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和助人自助的目

标及功能，本土化是必需的条件之一。这里的本土化，既包括社会工作

的理论、实务模式要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环境，也包括对开展社会工作

所在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的嵌入，以及社会工作者主动与所

在地政府的协调和沟通。当然，这种嵌入的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具有本

土特色的新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构。这既是

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灾后社会工作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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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很快，汶川地震已经过去１０年了。在这１０年里，中国的灾后社会

工作服务、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这里收录的十余篇论文由华东理工大

学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和学生撰写，研究资料皆来自其开展的灾后社会

工作实务，且均已公开发表。本书是一项集体成果，为了能够尽量保持

行文的一致性，收录时除了对文中的时间做了部分改动外，还调整了部

分表述。但需要说明的是，所作修改皆以遵循原义为前提。借此向各位

作者表示感谢，也向大力支持发表这些论文的期刊表达谢意。同时，这

是对汶川地震中遇难者的纪念，也算得上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所致力于推动的灾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及政策倡导的一个见证！

黄　锐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于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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