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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工作者实践性

知识的提出

  当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验和所面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很

难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获得全部解释。建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是时

代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期许,①②中国社会工作也面临着这样的时代发展

任务。尤其是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这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巨大空间,社会工作作为社会

力量的一种,如何把握机遇,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成为一个紧迫问题。

而其中的关键乃是努力寻求能够更有效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

社会工作知识框架。这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必

然要求。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作为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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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何雪松.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J].江海学刊,2012(4).



在动态、复杂的专业服务现场所建构生成的关于如何处理具体专业实践

问题的一种知识形态,恰好处在具有专业价值理念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体系和具有本土文化境遇的社会工作实践现场之间的交汇处,恰好处在

体现抽象化、概括化的社会工作理论逻辑和体现情境化、个体化的社会工

作实践逻辑之间的交汇处,为我们探寻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提供了非常有

价值的切入点和可能路径。

第一节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与社会

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提出

一、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和学科,其中社会正义、人权、

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是其核心原则。以社会工作理论、社会科学和本

土知识为支撑,社会工作旨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加强社会凝聚力,帮

助人们改变其所处的环境,解决生活中的挑战,提升幸福感。① 正是由于

社会工作的这一价值使命、专业追求,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实践性特色,社

会工作已在全世界超过一百多个国家生根发展,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

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就已开始。其中,燕京大学于1922年成立社会学系,着重培训社会

服务的专业人才。1925年,该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随后其他

一些院校也相继开设了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或专业。② 但随

着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专业调整,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被关闭,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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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FSW
 

&
 

IASSW.
 

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EB/OL].
 

2015 12 18.
 

http://www.
iassw-aiets.org/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review-of-the

 

global-definition.
袁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面临的转变[J].中国社会工作,1997(1).



20世纪80年代后期恢复重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再恢复与快速发展,

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代,政府解决各种新生社会问题的必然需求。在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社会工作的唯一主体是政府,并呈现出“政府包揽、单

位承办”的特点,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各类具体领域,如就业、保险、教育、养

老、住房,甚至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各种形式的补贴)等都由个体所在的

单位负责。如果个体属于非就业人口或农民,政府则通过“政府救济,(社

会)集体帮扶”等形式,保证个体或家庭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另外,一

些具有福利性质的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也会从事实际社会工作服务,

例如,工会、共青团、妇联、老龄机构等。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它们也都具

有行政性和半行政性的特点。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标志

着我国开始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1992年,

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开始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市场经济体制

的推进,在使中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

大的贫富差异,弱势群体及其所产生的问题日益凸显,构成了影响我国社

会稳定与社会公正的潜在因素之一。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开始

逐步调整其功能,把自身的功能聚焦在如何更好地“管理”,把“服务”转交

给专业性的社会机构,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①

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开始逐步受到重视。为了更好地

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使其能满足国家和社会提出的要求,2004年,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中被正式认定为新职业,这不仅

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工作者培养规模的增长,而且也刺激了社会工作者岗

位数量的增加。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

·300·

第一章 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提出 ●

① 李迎生,韩文瑞,黄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J].社会科学,2011(5).



伍”的任务,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2010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进一

步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升为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

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相并列的第六支主体人才地位,明确提

出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

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到2015年培养200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2020年培养300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目标。为落实这一规划,2011年中央组织部、

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

19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印发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

划(2011—2020)》,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设定了战略性目标。

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社会工作在中国快速发展,日益拓展到民

政体系、学校、家庭、医院、社区、监狱等场域内,为儿童、青少年、老年群体

开展着健康、救助、慰老、司法等多方面的服务。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

有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174.5万个;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28.8万

人,其中社工师6.9万人,助理社工师21.9万人;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

出5440.2亿 元,比2015年 增 长10.4%,占 国 家 财 政 支 出 比 重 为

3.4%。① 政府在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化发展政策的同时,也积极

鼓励民间力量建立各类社会机构,尤其是自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截至2017年底,我

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经增长到7511家。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承担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1988年,

北京大学第一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方向,紧接着1989年华东理工大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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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统计公报[EB/OL].2017 08 03.http://www.
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08/20170815005382.shtml.



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随后其他一些大学也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或课

程,学校教育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截至2017年

3月,全国共设立社会工作专业院校339所,其中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Master
 

of
 

Social
 

Work,简称 MSW)授权点的学校105所;授予社会工

作方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校有14所。中国社会工作呈现出强劲的发

展势头。

二、
 

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亟待关注

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不相称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

框架主要是引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其中包括教

材的使用、教师的国外学习等。可以说,截至目前,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

知识一直在讨论,还未能形成体系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

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此,我们要把握以下3个方面。第一,

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

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

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

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

张、方案。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

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

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

题。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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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①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到今天,虽然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讨论一直是

热点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化”,定位在如何更好地引进西方

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来满足我们当下的需求,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

在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一些卓有成效的服务方法,也忽略了对几十年社

会工作摸索前进中的经验再整理。因此,如何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实现它的本土化和脉络化,以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当前社

会工作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论题,即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发展的问题。这一

问题随着社会工作实践发展,愈发显示出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

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能够有效解决中国问题

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工作自身的需求,中国社会工作的

发展,需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梳理中国的经验,建构自主性的知识框架。

当前阶段,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自恢复与重建以来,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

的摸索和积累,进行阶段性的反思和提升,对社会工作自身专业性的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恰恰为中国社会工作知

识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生长点。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作为

一线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过程所生成的一种知识形态,能

够折射中国主流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模式,在中国社会文化场域中的

适宜性,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者解决中国社会工作服务问题中的立场视

角、价值预设、方法策略等,是我们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亟待努力的方

向。本书将通过长期的一线观察和访谈资料,研究我国社会工作者在一

线所积累的实践性知识,分析其存在样态,在此基础上为总结适合我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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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 05 18.新华网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 05/18/c_1118891128_2.htm.



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自主性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第二节 知识观转型与社会工作者

实践性知识的提出

一、
 

实证主义知识观下的社会工作知识理解

回溯西方20世纪以来的社会工作发展史,可以发现其中知识观基础

经历了重大转向,并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工作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

入20世纪,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开始主导社会工作领域。实证主义所推崇

的科技理性强调如何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来增进人类的福祉,并倡导

科学和 技 术 的 绝 对 胜 利。其 代 表 人 物 法 国 哲 学 家、社 会 学 家 孔 德

(Auguste
 

Comte)曾提出三个原则性信条:
 

实证科学不仅是知识的一种

形式,也是世界之实证知识的唯一来源;彻底消除人类心灵中的神秘主

义、迷信和其他形式的伪知识;科技不再只是几何学、机械或化学的科技,

同时也是政治与道德的科技。

在此影响下,那些大量存在于社会工作中,面向案主进行实际问题解

决和服务的知识,因不能被简化成逻辑与数学的分析模型,不能被纳入实

证主义知识体系中,而被排斥在科学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之外。而那些

所谓科学的社会工作知识则主要是“手段—目标”之关系的知识,带有强

烈的工具主义色彩。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不过是一个

问题解决的过程。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就是社会工作者在所有的手段中选

择一个最能有效达成目标的过程。

今天看来,这一工具理性取向的实证主义知识观对社会工作实践造

成了误区。因为在真实的社会工作实务现场,对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厘清

问题情境为前提,而具体的问题情境又总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了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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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文化境遇性,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知识观提供的客观知识无力

解决社会工作者现场的情境性问题。但为了获得和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

地位,很多社会工作研究者又不得不去追逐与生产着处于知识高端的,所

谓的客观、科学、系统性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知识。这直接导致了这些

社会工作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一线社会工作者在实务现场所建

构生成的具有情境性、体验性、个体性的实践性知识被排除在外。

二、
 

后现代知识观下对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关照

自20世纪中后期起,在后现代知识观发展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的知

识观基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建构主义知识观、诠释主义知识观

在社会工作领域中的影响力渐增。其中英国物理化学家和思想家迈克

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默会知识论”,对社会工作者实践

性知识的提出具有很大启示。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一书中对知识的个人性,以

及默会性进行了深刻诠释。他认为知识不仅是客观的、文本的,而且包含

着激情、取向、偏好、兴趣等个性化的因素,是个人性与客观性的结合。他

认为,通常可以描述出来的以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只

是知识的一种类型。还有很多未被描述出来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

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他将前者称为“可言传知识(verbal
 

knowledge)”,

后者则被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他认为在个人知识体系

中,可言传知识仅仅占了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①

这一知识观的提出,使知识脱离了“理性主义”的操控而成为“人”的

知识,“人”成为知识的衡量尺度,成为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为实践性

知识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推动了一线的实证研究。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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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
社,2000.



当代实践认识论研究者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在其著作《反思性

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中,通过对建筑师、城市工程

学家、经营管理专家、精神分析专家等人群专业实践案例的研究,提出“专

业人士具有某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存在于行动当中,每个胜任工作的

人都有一套关于如何去做的知识,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地处理问题使实践

认识内隐、自然和自动化”。①

在社会工作领域,早在20世纪初,作为美国睦邻组织运动一面旗帜

的艾德米斯(Jane
 

Addams),受杜威(John
 

Dewey)和米德(G.H.Mead)

等学术思想的影响,倾向于以一种人文的、民主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

以参与和理解的范式质疑社会工作技术理性取向,反对采用一种技术定

向的方式去理解人类和社会问题。她挑战了当时里士满(M.Richmond)

领导的慈善组织会社(COS)所倡导的采用科学计量来诊断问题的“科学”

观点,质疑那些仅仅建立在专家所提出的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理解,强调基

于社会工作实践的行动视角。她认为理论知识很难直接被应用于实践

中,基于实践行动经验所生成的实践性知识,对问题的解决更有效。这种

对实践性知识的强调,也被看成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和唐纳德·舍恩的

反思性实践者有内在相通之处。② 这种对实践的重视一直影响着后来的

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家对社会工作专业科学化的质疑,“社会

工作者所学的理论知识可否有效用于实践”也同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

出来。研究者发现,社会工作者并非直接、简单、线性地运用专业理论知

识去解决实践问题,他们在实践中有一套独特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卡普

夫(M.
 

L.
 

Karpf)是较早对社会工作领域中这一知识运用现状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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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
 

唐纳德·A.舍恩.反思性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M].夏林清,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Eldøena

 

T,
 

et
 

al.
 

Social
 

work
 

in
 

light
 

of
 

Jane
 

Addams[J].
 

Sociology
 

Study,
 

2017,
 

7(4).



的研究者。1931年,卡普夫对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是明确地

还是内隐地使用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个

案记录,卡普夫发现,在实务过程中,个案社会工作者并没有明显地求助

于任何明确的外在标准来作出他们的记录诊断,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应用

更多地理论知识来指导他们的治疗过程,他们基于自己实践经验的直觉

判断似乎起着更大作用。①

相 似 的 研 究 结 论 也 被 其 他 研 究 者 提 及。罗 森 布 拉 特 (A.
 

Rosenblatt)使用问卷调查法对308名一线社会工作者进行考察,发现他

们很少会主动地把专家在研究中的发现运用到实践中去,也不认为那些

研究发现有多大用处,“专家的研究对一线社会工作者学习如何诊断、理

解治疗过程和提升实务操作只起了很微小的作用”。② 同样地,卡鲁(R.

Carew)对英格兰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研究也有类似结果,他发现这些社会

工作者只在极小的程度上把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已有研究和理论知识的基

础之上。为此,他认为发展可以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的知识是非常重要

的。③ 卢森(A.
 

Rosen)于1994年曾研究了以色列的6家公共社区家庭

服务机构中的73名社会工作者,通过分析参加者的实践理由,发现理论

知识以及基于研究的知识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引导他们工作,起作用的往

往是他们基于社会文化实践所形成的价值判断。④ 阿什克罗夫特与凯特

维克(R.
 

Ashcroft,
 

T.
 

V.
 

Katwyk)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了两家瑞典

儿童服务部门中社会工作者的知识使用情况。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更

喜欢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来自同事和以前的经验,他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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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Karpf
 

M
 

L.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social
 

work[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Rosenblatt

 

A.
 

The
 

practitioners
 

use
 

and
 

evaluation
 

of
 

research[J].
 

Social
 

Work,
 

1968,
 

13
(1).
Carew

 

R.
 

The
 

place
 

of
 

knowledge
 

in
 

social
 

work
 

activit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79,
 

9(3).
Rosen

 

A.
 

Knowledge
 

use
 

in
 

direct
 

practice[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4,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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