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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启动仪式 

暨首届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08 年 6 月 24 日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中山大学等广州高校社会工作

系师生在震中映秀镇创建社会工作站，并深入汶川重灾区草坡乡开展灾害社会工

作。随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多名社工教师加盟映秀和草坡社工站。从

那时至今，两校社工师生精诚团结，携手走过从灾后紧急救助到社区重建的全过

程。与此同时，社工站的工作也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同。2012 年草坡乡政府

将“汕头援建指挥部”公共建筑和庭院绿地等交给社工站打造。经过社工与当地村

民参与式设计、施工和精心准备，“指挥部”被打造成为集“乡村旅社”和中国农村

社会工作培训基地为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 

为了纪念“5.12”五周年，总结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并致力于培养

更多农村社会工作实务人才，并将灾后重建的社工精神发扬光大，汶川县草坡乡

政府、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决定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在四川省汶川县草坡乡举办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启动仪式暨首届中

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相关事宜如下： 

一、 会议议题： 

主题：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 

子题一：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经验、反思及理论探讨 

子题二：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经验、反思及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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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时间： 

时间 上午 下午 

2013 年 5 月 10 日 报到：四川成都至汶川县草坡乡 

2013 年 5 月 11 日 
学术研讨（详见会议日程）； 

基地启动仪式 

学术研讨（详见会议日程）； 

乡村体验 

2013 年 5 月 12 日 乡村体验 草坡乡返回成都 

 

三、 会议地点： 

四川省汶川县草坡乡 

 

四、 参会人员：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领导、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者、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

当地村民。 

 

五、 会议联络方式 

会议会务组联络人： 

李佳茹，13826453815；  

陈  曦，13725314625； 

邮箱：nongcunshegong2013@163.com 

 

 

主办：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承办：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四川社工站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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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一) 到达及活动安排 

时间 活动安排 

5 月 10 日 20:00 之前 全部抵达汶川县草坡乡，并安排住宿 

5 月 10 日 20:00-21:00 
观影：《先辈的古代米-从云南的小村庄中来》 

《四川映秀母亲——社会工作之永续发展》 

5 月 10 日 21:00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灾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筹备会议 

（愿意从事或开设《农村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

工作》课程的老师请自愿参加） 

 

(二) 挂牌仪式及研讨会议程： 

1. 上午研讨会议程安排： 

时段 时间 主持人 演讲题目 讲者 

主题演讲 

8:30-10:05 

8:20-8:30 

蔡禾 

沙金讲话（汶川县草坡乡书记） 沙金 

8:30-8:50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困境 王思斌 

8:50-9:20 

灾害干预及人道援助指引

（Disaster Interventions and 

Humanitarian Aid Guidelines, 

Toolkits and Manual） 

Prof. 

Lena 

Dominelli 

9:20-9:50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Rural 

Welfare: Days for Fighting Poverty 

and Confronting Aging 

Prof. Kim 

Youngran 

9:50-10:05 讨论  

10:05—10:15     茶歇 

农村社会工作 10:15-10:35 朱健刚 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张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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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10:15-11:30 

10:35-10:55 
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与角色

模式 
陈涛 

10:55-11:15 内地农村社会工作的困境 史铁尔 

11:15-11:30 讨论  

 

2. 揭幕、挂牌仪式： 

时间 内容 备注 

11:35-11:40 张和清主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系主任 

11:40-11:45 政府代表讲话  

11:45-11:50 王思斌讲话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11:50-11:55 蔡禾讲话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 

11:55-12:00 古学斌讲话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与

发展网络中心执行主任 

12:00-12:05 李敏兰讲话 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会长 

12:05-12:10 揭幕、挂牌、拍照 讲话者以及村民代表 

12:10-13:00  午餐时间 

 

3. 下午研讨会议程安排： 

时段 时间 主持人 演讲题目 讲者 

农村社会工作 

第二节 

13:00-13:55 

13:00-13:20 

朱健刚 

新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

思——以重庆白林村为例 
周绍宾 

13:20-13:40 

老屋新生开启乡村整体营造——

一个广州从化仙娘溪妇女互助小

组的故事 

闫红红 

13:40-13:55 讨论  

13:55—14:05     茶歇 

灾害社会工作 

第一节 

14:05-15:20 

14:05-14:25 

史柏年 

重回土地与自然：论灾害的根源与

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 
古学斌 

14:25-14:45 应运而生的中国灾害社会工作 沈文伟 

14:45-15:05 
4•20 芦山地震的新特点与社会工

作的新挑战 
齐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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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15:20 讨论  

15:20—15:30     茶歇 

灾害社会工作 

第二节 

15:30-16:45 

15:30-15:50 

谭祖雪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灾后重建——

汶川地震五周年祭 
史柏年 

15:50-16:10 

参与与权威：灾后社区重建中的两

种发展道路——对 512 地震灾后

重建中龙门山镇的民族志研究 

朱健刚 

16:10-16:30 
玉树灾害社会工作与社区重建

——经验与反思 
乔益洁 

16:30-16:45 讨论  

结束 16:45-17:00 古学斌 研讨会结束语  

17:00-20:00     去金波村生态体验、晚餐 

20:00-22:00     与村民联欢 

 

(三) 离开及活动安排： 

时间 活动安排 

5 月 12 日 8:30-12:00 出发去映秀镇震中张家坪，与映秀母亲交流 

5 月 12 日 12:00-13:00 午餐时间 

5 月 12 日 13:00 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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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及学者简介 

 

金英蘭教授（Prof. Kim Youngran），韩国国立木浦大学社会福利系（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Mokpo University, South Korea） 

雷娜·多米耶利教授（Prof. Lena Dominelli）, 英国德兰大学应用社会科学院

(School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Durham University, UK)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研究与发展网络

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工作硕士（中国）课程主任 

沈文伟，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博士导师 

霍小玲，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内地事务办公室高级扩展主任，社会工作高级督导 

叶嘉宝，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高级临床导师、社会工作硕士(中国)课程

实习工作协调主任 

叶少勤，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研究与发展网络中心培训负责人(临

床导师)，社会工作高级督导 

欧羡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内地事务办公室助理经理，社会工作高级督导 

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

学学院院长 

李敏兰，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会长 

余细香，《中国社会工作》杂志执行主编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

会工作系副系主任 

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史铁尔，长沙民政学院教授，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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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益洁，青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政法学院副院长 

周绍宾，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重庆市社会

工作协会理事 

谭祖雪，西南石油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石油大学文法学院副院

长 

齐华栋，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主任 

陈会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社会工作系 

冯元，南都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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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及发言提纲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困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2013 年 5 月 11—12 日 

四川-汶川-草坡 

 

一、农村社会工作的范畴 

社会工作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村社会也有社会工作，这是一些嵌入型的

社会工作。 

农村社会工作-以农村社区为基础，遵循社会工作价值观，运用社会工作方

法，动员农民参与，增强农民和社区的能力，预防和解决农村社区问题，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美国大萧条之后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关注；联合国的社区发展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对农村发展的新关注；当代农村社会工作—农村社区，农村发展…… 

 

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以启民智、建乡村、

兴中国为主题，深入农村，帮助（协助）农民解决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

重庆北碚（晏阳初），李安宅（华西大学）—《边疆社会工作》…… 

 

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信条》： 

1.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2.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 

3.与平民打成一片； 

4.向平民学习 

5.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 

6.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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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 

8.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 

9.言必行，行必果。 

 

三、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新发展 

1.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面向 

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着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地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面

对两大问题：当下农村居民的生活，和未来农村人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是农村社

区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下的农民适应与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努力：面对农村问题（平寨、从化、映秀；万载），面

对“城市化”中的农村人问题（农村社会工作之延伸——农民工、上楼农民）。 

 

2.农村社会工作的层面与维度 

                             （城乡、工农业关系） 

                                 社区经社发展 

                                      . 

农民生计………………………………………制度/秩序 

                                      . 

                               成员（家庭）生活 

                           （家庭结构、教育、流动） 

 

四、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 

1.专业社会工作 

文化—生计—微型社区发展（平寨、从化、湘西等） 

灾区社会工作：灾区居民生计发展，社区秩序建立（四川地震灾区、青海玉

树灾区） 

城市化中的农村人社会工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权利与社会融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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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云南连心） 

 

2.其他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反贫困中的社会工作—社区发展、项目发展中的发展工作者； 

江西万载：专业社会工作—农村志愿者，解决农村养老、助贫、助残等问题； 

政府 19 部委：社会工作支持“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

老区）计划 

 

3.基本经验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教育工作者带领，本末结合的工作目标，外部支持，

嵌入性 

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本地人士（包括政府力量）为主，专业社会工作

人员协助；解决突出问题，内嵌性 

 

五、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社会承认问题 

社会工作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承认。这与社会工作发展迟晚，政府集

中发展经济，居民长期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有关；社会工作的岗位和评价问

题并未真正解决—特别是农村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问题。 

 

2.农村社会工作的目标与方法 

农村居民的社会需求有其不可延迟性特点——一般不求人，求人时已积累成

较严重问题；社会工作在这方面能力不足。 

 

3.农村社会工作的队伍建设 

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反贫困，社会工作者与其他发展工作者（包括政府）

的合作还存在不足，没有获得政府的广泛支持；来自外部的支持有其优势和“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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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性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占主流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工作处于边缘和弱势

状态；农村社会工作需要动员本地潜力，对之进行专业化改造，并同社会工作本

土实践一起推动工作；建立协同关系。 

 

5 .农村社会工作在适应社会发展总趋势中的策略选择 

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居民“真正”需要的甄别；农村居民、农村社区与外部发

展环境的相互适应；专业社会工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及机制。 

 

走向可持续、可复制、内生性、发展性的农村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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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in Times of Disaster 

Lena Dominelli 

Email: Lena.Dominelli@durham.ac.uk 

 

Stages of disasters 

• Disaster (Shock that severely disrupts daily functioning and requires external 

assistance to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 Immediate relief 

• Recovery 

• Adaptation 

• Reconstruction 

• Preparedness 

• Prevention  

City of Durham,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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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Shock:  Responding to Disasters  

 

 

 

 

 

 

 

 

 

 

 

 

 

 

 

 

 

Social work activities 

• After evacuation, social workers provide practical help in shelters. 

• Assessing needs and delivering services. 

• Finding missing family members. 

• Coordinating activities and actors 

• Distributing and finding resources. 

• Engaging victim-survivors in planning resumption of normal activities. 

• Engaging victim-survivors in long-term reconstruction. 

• Engaging victim-survivors in planning adaptation, preventative and 

prepar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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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future capacity including in service provision. 

• Keeping records . 

• Undertaking research. 

• Communicating with the media.  

 

Social work task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 Facilitator. 

• Coordinator. 

• Community mobiliser (of people and systems). 

• Mobiliser of resources. 

• Negotiator or broker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 Mediator between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groups, including those based on 

gender relations. 

• Consultant to government and other agencies. 

• Advocate for people’s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 Educator, giving out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access relief aid and avoid 

diseases that can erupt following a disaster. 

• Trainer, particularly in how to respond effectively in mobilising local 

resources when disaster strikes. 

• Cultural interpreter. 

•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or 

• Therapist helping people deal with the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 

(Dominelli, 2009, 2012). 

 

Values to be used 

• Human dignity. 

• Grassroots determined action plan(s). 

• Communit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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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 Respect for local people, their 

autonomy and cultures. 

• Being open to having one’s 

assumptions challenged, but 

also reflecting critically on 

what others have said and done. 

• Acknowledging and building 

on strengths. 

• Working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local organisations and players 

• Giving people space to do what is important to them, including local 

celebrations and festivities. 

 

Cycle of Reflection, Action and Reflection in Disaster Situations (RAR)  

 

 

 

 

 

 

 

 

 

 

 



    
 

15 

Vulnerability 

‘The degree to which a system is susceptible to, and unable to cope with,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extremes.  

Vulnerability is a function of the character, magnitude, and r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tion to which a system is exposed, its sensitivity and its adaptive capacity’ (IPCC 

quoted in UN, 2006:11).  

Social workers aim to reduce vulnerability through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Resilience 

• ‘Resilience is the capacity of systems including people to influence bo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ir social standing in adapting to changing situations or taking 

action to improve their condition/status in life’.  Such capacities can be found all 

along the resilience spectrum that ranges from failing to thriving, with most 

people’s capacities focused on surviving.  Moreover, resilience is not static, but 

fluid, operates o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can change over time so that capacity 

can be lost as well as enhanced. 

 

• Social workers mobilise communities to develop resilience through partnerships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a range of other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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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building 

• Capacity building is the process of equipping people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lives, access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and take action in improving their current position.  This may engage them in a 

process of pers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cluding lobbying key policymakers, 

networking and, campaigning to meet their needs, especially if those holding 

resources do not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their demands.  

• Social workers develop capacity by strengthening social networks, creating or 

building on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people’s knowledge skills. 

•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important parts of capacity building. 

 

 

Capacity building 

•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 Develop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hrough:  

– skills training,  



    
 

17 

– organisational and systems development,  

–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 engaging with powerful others. 

•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s are experienced differentially, according to an 

individual’s or a group’s social position 

 

Conclusions 

•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in times of disasters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is work is just beginning.  I have written 

about it as Green Social Work. 

• Social work in times of disasters is an exercise in coproducing solutions 

through active engagement with victim survivors to bring them the help and 

resources they need in the short-term to assist recovery and long-term 

reconstruction. 

• Caring for peopl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so that it is there for people in 

the future is a crucial part of this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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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word ‘rural welfare’ (or ‘rural social work’) in Korea is recently appeared 

and does not yet become one of the profession’s areas in social welfare mainstream. 

Both Korean academe and practitioners in social welfare has focused on city-centered 

community welfare instead of rural welfare: for them, rural means just simply ‘local’ 

community. It is no surprise that rural communities have been only considered as 

social environment around individual cli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not as core 

and sole object of the profession.  

In recent, however, several drifts of considering rural welfare as important part 

of welfare practice are appeared: opening Rural Welfare Academy in Gwangju 

University from 2004, Korean Rural Welfare Research Institute in Mokpo National 

University from 2008, and Rural Welfare Forum from 2010. And a few rural 

community workers are practicing rural welfare in their fields. Also,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ward rural policy have been changed from ‘development’ to ‘welfare’. 

Although these efforts are valuable, the outcomes of each organization are handful so 

that their influences to the mainstream social welfare as well as whole society are 

in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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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s about how Korean rural communities and its welfare have been 

developed. It aim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Korean rural village (農村), farmer 

(農民), and agriculture (農業) in order to understand Korean rural welfare better. 

From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or belief-, rural village, farmer, and agriculture are 

core components of rural community, which makes it distinguish from urban 

community.
1
 Therefore, these three parts can be major considerations or indicators of 

rural social welfare, too. In other words, welfare of rural community is varied 

depending on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 of rural village, farmer, and agriculture so that 

its practice must not remain within individual service–centered approach only. Rather, 

it also would contain more macro approaches lik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action.  

This paper, therefore, presents how these three components of rural welfare have 

been changed and how Koreans -especially Korean government- have responded to 

the changes in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As far as the author knows, it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review about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rural welfare among Korean 

social welfare academe. In fact, although it was superficial and digested, Bae 

Chungjin (2008), who was the author’s academic supervisee, wrote about history of 

the rural welfare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s one subpart, and developed it when he 

published his book titled Rural Welfare Practice Model and Strategies in 2011. 

Compared to his work, this paper includes more detail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s of 

each pertinent period and various interventions like policy changes, project and 

programs initiatives, and legislation. And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recent changes for 

new rural communities.  

As an initiator of this study subject, the author could not obtain any other 

reference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rural welfare except Bae’s work. The 

period classifications in this paper were adopted from Bae, but it is indeed common 

                                                             
1
 Rural village (農村), farmer (農民), and agriculture (農業) was called 3 Nong (三農) by a Chinese 

economist, Dr. 溫鉄軍 in 1996 at the first time, and it tuned to core theme of major policy papers of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2004-2010 (Bae Chung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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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Korean history. What is important for our discussion is the way in 

which trends -or features- in Korean rural welfare history have an influence upon 

present development. Considered Korean history of the ordinary people, it is mainly 

history of oppression: under kingdom, Japanese colonialism, American intervention, 

dictatorship, and global interests. Furthermore, rural village, farmer, and agriculture 

have been the most oppressed and marginalized so that they have been lived in the 

middle of chronic poverty, limited resources, and less interests from outside -urban- 

over her history. And successive president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s have tried to 

change or overcome those difficulties and suffering with huge budget, it has not been 

effective on farmers’ wellbeing directly. Why is it so? The author wishes a reader find 

out the reason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It would provide lessons for practicing rural 

welfare after those various experiences in the middle of rural welfare evolution.   

This paper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It is more or less subjective from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and did not undergo discussion with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s, 

especiall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Korea. For example, several important 

persons and cases introduces in this paper may not be a part of rural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ther researchers. Therefore, discussion and debate are needed. Since 

the author defined the rural welfare as welfare for the 3 農, it is natural to her to 

include comprehensive and broaden issues, policies, programs, and constituents for 

the discussion of its development. The other limitation is language used in the paper. 

Under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reading Korean materials to writing English 

paper, it may be happened several misusage of word and expression. This is definitely 

author’s problem which she humbly asks for readers’ understanding.     

 

Feudal Kingdom Era (before 1897)  

 

It is difficult to locate a precise date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a recognizable 

form of Korean rural welfare. Even there is no certain consensus or debat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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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rural welfare in our acadeam. However, rural welfare development was in 

integral feature of social welfare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welfare history, so that it is 

not so much controversy to begin from Feudal Kingdom Era. 

Korean ancestors were agricultural people although their land was not good for 

farming. The most important duty of Korean kings was having good harvest in spite 

of infertile land condition and unexpected natural disasters. Under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expressions like “Foundation of nation is people, foundation of people is 

farmers” (國之本卽良也 , 民之本卽農也 ) and “Farmer is foundation of the 

world”(農者天下之大本) were every kingdom’s motto for ruling. Therefore they 

needed not only sufficient number of farmers but also healthy and productive labor 

force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both wealth of nation and virtue of king.  

This agriculture-centered ruling ideology had brought various types of systems 

and programs like irrigation system, seed distribution program, relief program during 

farm hardship period, tax reduction in famine years, and so on. Those policies of the 

kingdoms were critical for “securing agriculture”(營農保障), rather “securing social 

welfare”(社會保障) in order to maintain feudal kingdoms. Under such paternalism, 

national policies of relief, rescue, remedy, reduction tax, provision could help people’s 

life better within even the limited assistance (Lee Min Soo, 2000). And these are sort 

of traditional welfare during pre-industrial era.  

Concerned agriculture, one interesting argument was made by Chung Yakyong 

(丁若鏞 1762~1836), a famous scholar of practical science during the Chosun (朝鮮) 

dynasty (1392~1897). He suggested three agriculture policies: 1) convenient farming 

(便農), which means that farming must do with convenient way, 2) profitable farming 

(厚農), which means that farming must make profits, and 3) upper status farming (上

農), which means that status of farmers must be upgraded. Also, he asserted new 

radical principle of land possession: “only those who are farming would have land, 

meanwhile those who are not must not possess land”. Besides, he recommended 

zoning village alongside mountains and hills into about 30 households for on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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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Yeo” (閭). According to him, land of Yeo belongs to Yeo as common land, and 

the members of Yeo work together based on common possession, commo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y contribution (Bae Chungjin, 2011). These revolution-like 

suggestions had not been accepted by the king at his time, but part of his idea is 

recently practiced in Korean rural communities after passing more than 200 years. It 

would be found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under “For new rural communities: hope 

and challenges”.    

 

Japanese Occupation (1920-1945) 

 

Korea was colonized by imperial Japanese for 25 years. During this Japanese 

occupation, most Koreans were suffering from not only political oppression but also 

hunger and poverty. In this period Korea’s economy was still largely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According to Japanese Colonial Office, approximately 300 million 

households lived in rural areas and 80% of rural population was tenants. They lived 

under extreme exploitation due to high tenant rate -the highest was 90%- and various 

debt interests from Japanese and Korean landowners. Therefore most peasants were 

hard to have their own meals all year long and many of them died of hunger in 

everywhere (Park Segil, 1988).  

These chaotic situations may be derived from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 

technologies since Korea was very under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However, this 

was not only reasons to make people die for food. The crucial cause of food shortage 

was to bring rice product to Japan for her own people after the 1918 Rice Riots in 

Japan and for her war toward Asian countries. For Japan, it was imperative to get high 

returns from her colony, particularly from the countryside, where the majority of the 

Korean population lived and worked. Simply to say, Japan’s agricultural policies 

attempted to rationalize Korean farming practices, no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Korean 

people, but for the needs of imperial Japan by securing an abundant supply of 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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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for the Japanese home market (De Ceuster, 2000).  

For those purposes, Japanese authorities developed the Increase Rice Production 

Program (1920-1934) and pushed Korean farmers into single-cropping, urging them 

with cheap credit to invest in new cultivation techniques, to invest in new paddy land, 

and to use more fertilizers. Although both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production 

increased, therefore, Korean farmers were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price fluctuations 

and succumbed to mounting debts. The solution only chose by the farmers were to 

become day laborers or to leave from hometown toward the deeper mountain areas or 

the boarder of China.  

To those who remained under such hardness, Korean enlightened elites who 

resisted Japanese’s imperialism were a sort of light to follow. These elite leaders 

worked as reformers in poor rural areas and thought their activities as a way to bring 

county’s independence from the crucial colony. Among them, a Martyr Yoon Bonggil 

(1908~1932)
2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leader in terms of rural welfare practice 

perspective.  

He was born in Yesan, Chungnam in Korea, and interested in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his youthhood. He put his efforts for reforming and reconstructing rural 

communities based on clear understanding of rural and agricultural situations of those 

days. His activities were characterized in three special areas: 1) Patriot Enlightenment 

Movement (愛國啓蒙運動); 2) Rural Society Reformation Movement (農村社會改

良運動) ; 3) Rural Society Rehabilitation Movement (農村社會復興運動). 

The main intention of the Patriot Enlightenment Movement was to overthrow 

illiteracy
3
 as the first step of reaching his country’s liberation. For this, he edited 

『Readings for the Peasant』 (農民讀本) and taught the farmers about rural village 

(農村), farmers (農民), and agriculture (農業) through reading club, night school, 

                                                             
2
 He made terror at the birthday ceremony of Japanese king in Hongkerwoo Park, Shanghai, in 1931 

and died by death penalty in Japan after one year (ko.wikipedia.org/wiki/윤봉길). 
3
 De Ceuster (2000) quoted from one of the magazines titled Shinmin in 1925 that more than 90% of 

country folk do not even know how to read hangul (Korean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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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lecture etc. And he stressed that agriculture is the great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mentioned earlier.  

The Rural Society Reformation Movement aimed for making economic profit 

through the Purchase Union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Korea. Also, he built a village (welfare) center -seems like ‘Settlement House’ of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in 1890s- named Rehabilitation Center (復興園) for 

increasing production, administering the Common Purchase Union, avoiding 

Japanese’s products, encouraging additional (second) jobs, and improving living 

condition. Those activities were related to the Rural Society Rehabilitation Movement, 

too. The movement aimed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from imperial Japan and 

vicious Korean landowners through weaving cloths and breeding pigs for the 

additional income of the rural people. These approaches were resemble to Mohamed 

Gandhi (1869~1948) in India, who made world-famous independence movement 

from British colony. Also, according to Bae Chungjin (2011), his work is evaluated as 

significant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since his intention was to get rid of ignorance, 

poverty, lack of solidarity at once like William Henry Beveridge of England in 1942. 

Moreover his method which was empowerment among rural village people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the recent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Bae Chungjin, 2011).   

Although the enlightened elites like a Martyr Yoon who worked with rural 

people for reforming rural society and for liberating the oppressed people from 

imperial Japan, it was not lasted long because of crueler pressures of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y as time went to the end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Yoon worked 

for rural communities for only three years (1927-1930) before turning to a resistant in 

China.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1950s 

 

   Even after independence from Japan in 1945, suffering of Korean people was not 



    
 

25 

ended. Unstable independence government which was finally divided North side and 

South side provided a room for intervening Korean politic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ose mixed-up situations brought the Korean War in 1950. Due to the War, Korea 

was divided along the 38
th

 parallel and the South got into under American influence. 

In fact, destiny of Korean people was handed from hands of Japanese to hands of 

American. Unlike England in where welfare state was set up for the remedy of scars 

from World War Ⅱ,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d no power and will to apply welfare 

system as nation’s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after the War. Most decisions of nation’s 

work made from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not from the Blue House in 

Seoul. As a result, social welfare systems after war is only abroad aids for war 

orphans that made possible for either building orphanage or introducing adoption to 

abroad.  

   Without any influent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the nation, the farmers 

faced the second phase of hardness followed by Japanese occupation. After the War, 

Americ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wanted to restructure Korean society based on 

American’s own interests. One of leading ways was the land reform for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 of their surplus farming products from home market. Assuming 

resistance of Korean landowner against bring US food to Korea, Americ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practiced the land reform as basis of paid-forfeiture and 

paid-distribu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purchase land from the 

landowners as much as 150% of the same year price and sell the land to the tenants as 

the same price. It could not be called as “reform”. But possessing land was tenants’ 

lifetime dream, so that they bought it with even borrowed money which made them to 

sell the land again and returned to be tenants. Meanwhile, US poured their agriculture 

products such as cotton, sugar cane, and wheat flour – it called as three white industry 

(三白産業) that had destroyed Korea’s local agricultural economy (Park Segil, 1989) 

in order to expand her overseas’ market and to protect her agriculture producers with 

surplu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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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this agricultural situation, it was no doubt that Korean farmers’ poverty was 

going down bottomless. Finally they left from farming field and entered into city 

factories, in where only low-waged hard working was waiting for if they had enough 

luck. During this period, Korean lost her thousands-year-long tradition of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Korean rural communities began to be helples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60s ~ 1980s 

 

   During this period, Koreans experienced indeed “great transformation” ever since 

her history in debt of Jeonghee Park (1917~1979), ex-president, who took the 

initiative of 5·16 military coup in 1961 and occupied in the Blue House for 16 years 

from 1963 to 1979. There are still contradictory evaluations about his reign, especially 

his dictatorship versus economic drive power.  

From the late 1950s, South Korea’s economy was helpless since US aids was 

reduced. Even strong president Park from the military could not make it better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occupancy. Many factories shut down and accordingly 

unemployment was serious. About 36% of total factories suspended their business. At 

the same time, agriculture made extreme poor harvest in 1962 alongside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ower due to depending on US aids too much. All those 

situations drove people into a corner of chronic poverty (Park Segil, 1989).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which was an extract from Korean newspaper in 1964 shows 

how people were miserable by that time: 

 

The phenomenon that we can find anywhere in Korea is a crowd of people in 

starvation. Huge number of city people and rural people without food, famishing 

children are filled in newspaper. Starving people are quivering themselves with 

anger … Over 50% of children in every school cannot have lunch. Their eyes are 

dimed since they have only a piece of bread for long long daytime and have 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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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ble for dinner. (Park Segil, 1989, p. 156) 

 

Due to this absolute poverty, people wanted to rejoin with North in where already 

industrialized and finished fair land reform. Therefore, the South government and US 

needed to capture the people’s popularity with speedy drive.  

   In 1962, thus, the 1
st
 5 year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which mainly focused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ization, was launched under advice of the AID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US. Undergoing until the 4
th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up to 1979, in fact it was until 1981-, Park administration focused on nothing 

but economic growth. People called this as “Kore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r 

“Miracle of Hanriver”. Although thi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or 16 years brought 

Korea from underdeveloped country to developed country, rural conditions were 

getting worse: there was great population transfer
4
 from rural to urban due to the 

unbalanced growth strategy in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focal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ocal policy. Since Korea aimed at her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export-drive manufacture development with lack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re were 

only two choices left: one was the low-waged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selection”); 

the other was concentrated investment and reinvestment to the same selected 

industries (“concentration”). For maintain the low-wage for more profits, sufficient 

labor power must be moved to industrial urban city and price of food must be 

sustained at the lowest price for those labors. In fact, therefore, Korea’s economic 

growth was not result of ex-president Park’s patriot devotion; it was obtained by 

stepping on rural people’s suffers which were leaving toward city factories or staying 

in rural hometown, either ways brought them poverty. Even though the income of 

people is absolutely low,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was lower than of urban 

households. The following Table presents income gap between them:  

 

                                                             
4
 45% of total population wa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1970, but it decrease rapidly to 16% in 1989 

(Kim,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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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income between farming households and urban laborer 

households 

Year Farming 

Households Income 

(A) 

Urban Laborer 

Households Income 

(B) 

A/B 

1970 256 381 67 

1975 873 859 102 

1980 2,693 3,205 84 

1985 5,736 6,044 95 

1989 9,437 11,173 85 

Kim Soo Wook, 1992, p. 132 

 

   During this period, New Village
5
 Movement -‘Saemaul Undong’ in Korean-, 

which was counterpart of development polic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It was regarded as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compared to industrializa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The major categories of the 

movement were: 1) 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s with physical infrastructures; 

2)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and 3) pro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Wang In Keun, 

1988; Eor Myong-Keun & Kim Jeong-Youn, 1994). Table 2 shows the summary of 

the detail activities of each category: 

 

Table 2. Three major categori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Three major categories Specific contents(activities)  

                                                             
5
 During the movement period, Korea contained two ‘special’ cities and nine provinces (called Do 道) 

which are largest administrative units. The nine Do included 33 cities and 138 counties or rural 

districts (Gun 郡). Each of these Guns consisted of a county seat (Eup 邑) and average 10 subcounties 

(Myon 面) Within each Myon there were on average about 27 villages (Ri 里 or Dong 洞). The 
village is the smallest administrative unit in rural Korea, which is either a single natural habitat 
(community) or comprises a number of neighborhoods, depending on settlement patterns (Kim 
Dong-Il,, 1980). This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is not changed up to now, but the numbers of cities, 
county, district, and village are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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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 Replacement of straw-thatched roofs with 

concrete slates and/or steel tins 

- Widening and straightening of in-roads or 

in-alleys 

- Improvement of fences for beautification 

- Building foot-bridge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 Diligence 

- Self-help 

- Cooperation 

Pro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 Diversified farming 

  

   In practical level, 34,655 villages in nation-wide were divided or ranked into three 

levels based on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villages, which were evaluated by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1) basic village, 2) self-help village, and 3) independent village. 

According to levels of villages, supports from the government were different as 

following Table 3.  

 

Table 3. Village Categories b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Basic Village Self-help Village Independent Village 

Activities Roof and in-road Roof and in-road 

Beautification of 

river 

Beautification 

Product foundation 

Cultural welfare 

Income increase 

Product cooperation 

Type of support Cement 500 Financial support as Financial suppor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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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overnment pouches 

Steel 1 ton 

of 500,000won and 

more 

of 1,000,000won 

and more 

Bae Chungjin, 2011, p. 58, modified. 

 

   The movement assumed the form of voluntary base, but the subject was the core 

of authority, the powerful dictatorship, private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government 

branches participated in compulsory base. Funds were mainly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total investment was 12.2 billion won in 1971 and increased to 634.2 

billion won in 1978, which were mostly cost of materials such as cement and steel for 

improving village physical conditions like road construction and house repair. Table 4 

shows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movement during 1971-78.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vement could be summarized by three categories: 1)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foundation; 2) projects for increase in income; and 3) enlarge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welfare facilities. Although it looks like overestimation, only 7% of total 

participant villages that were the independent villag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increased 97% of them in 1979 (Kim, Jong-Il, 2012).  

 

Table 4. Main Results of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in the 1970s 

Projects Performances between 1971-78 

farm road construction 

irrigation pond construction 

farmland consolidation 

sewerage improvement 

payment to job-producing project 

roofing replacement 

electricity installation 

water supply improvement 

housing construction 

43,631 km 

31,429 units 

64,257 ha 

6,654 km 

864 billion won 

2,251,000 units 

1,204,000 units 

22,070 units 

52,936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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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alls 

public nurseries 

public baths 

20,629 units 

46,892 units 

6,895 units 

Sourc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Saemaul Undong (in Korean), 1978.  

Eor Myong-Keun & Kim Jeong-Youn, 1994, p.226 

 

   In spite of its remarkable performance, Eor Myong-Keun & Kim Jeong-Youn 

(1994) from 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criticized that most result of the 

movement were “superficial and formal rather than substantial and practical” because 

there existed only one-sided implementation with top-down approaches rather than 

well-coordinated with village people. Such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s -in fact, it was 

rather “order- obedience type” of absolute authoritarian state of affairs- have been 

very much significantly made and noted.  

   Many Community Welfare textbooks in Korea contain this movement as the 

exampl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But most of the books present the two 

sides of evaluations: one side is that the movement has contributed income increase 

and physical improvement; the other side is that the movement could not expand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that are the core objective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Kim Jong-Il, 2012). Although a huge amount of money was spent for the movement, 

therefore, real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living among people in rural communities 

were limited. Rather, the movement was modified for the dictator’s political 

motivation. 

 

Open-trade of Agriculture and Welfare Explosion in 1990s ~ 2000s 

 

   Although the dictatorship was ended, the poor conditions in rural communities 

were not changed. It could say that Korea’s economic growth brought rural life better, 

but it was not enough to overcome her long history of deprivation. Moreove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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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on open trade in agricultural section was uncontroll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 farmers were driven to make competition with American, Chinese, Spanish, 

Danish farmers who never met before. Starting the Uruguay Round Contract in 1997, 

the Korean government planed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for having 

competitive power against world counterpart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necessary to 

mollify the discontented farmers against government’s open trade policy. Therefore 

government provided various subsidies for farming, special tax for rural communities, 

and special laws for rural welfare into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countryside.  

Then, the farmers could choose to quit or curtail farming with various agriculture 

subsides. Accordingl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as reduced as of 7.3% of GDP in 

1990, 4.2% in 2000, and 3.1% in 2003. Also, relative income gap between farming 

households and urban laborer households was broadened as of 97.4% in 1990, 80.1% 

in 2000, and 73.0% in 2002 (Kim Youngran, 2007). Moreover, due to commercialized 

farming since 1980s, debt of farming increased from 338,000 won per a household in 

1980 to 4,734,000 won in 1990 as of 14 times and 20,207,000 won in 2000 (Park 

Minseo, 2007). In addition, income gap within the rural communities was getting 

serious: it was 12.3 times in rural areas meanwhile 5.41 times in urban areas. Income 

of 30~45% of total farming households was smaller than standard living expenditure 

(Kim Youngran, 2007). All those statistics mentioned above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onsole the marginalized farmers from world economy.  

   Meanwhile, origin of depriv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was not solely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like open trade and commercialization, it was also result of 

abnormal population structure. Since 1960s, population of farming households was 

continuously decreased shown as Table 5.  

 

Table 5. Changes in Number of Farming Households and Population  

 Total 

Household 

Farming 

Household 

Total 

Population 

Farm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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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000 / %) (1,000) (1,000 / %) 

1960 4,378 2,350 (53.7%) 24,989 14,559 (58.3%) 

1970 5,857 2,483 (42.4%) 32,241 14,422 (44.7%) 

1980 7,969 2,155 (27.0%) 38,124 10,827 (28.4%) 

1990 11,355 1,767 (15.6%) 42,869 6,661 (15.5%) 

2000 14,312 1,383 (9.7%) 47,008 4,031 (8.6%) 

2004 15,539 1,240 (8.0%) 48,082 3,415 (7.1%) 

Sourc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each year.  

Yang Chulho, 2007, p. 27 modified. 

 

   The rate of farming population was 58.3% of total population in 1960. It reduced 

down to 7.1% in 2004. On the contrary, elderly -age 65 more- population rate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increased rapidly since they can live longer than before due to medical 

technology and, more importantly, low birth rate and high city-transfer among 

younger people who was looking for better job and education. In 2005, among total 

popul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14.7% was the elderly, meanwhile 7.2% was in urban 

areas (See Table 6). In more remote rural areas the aging situation is more serious. For 

example, there is 42.1% of total population in Myon areas is elderly (Kim et al. 2012), 

which means half of village people is more than 65 years old. Moreover, most elderly 

in rural communities live in single household, which is more than three times higher 

rate compared to the elderly in urban areas (Kim et al. 2012)  

 

Table 6.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of Age 65 Mo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Nation Urban Rural % 

1990 Total Population 

(A) 

65 more (B) 

43,390,374 

2,162,239 

5.0 

32,290,055 

1,158,570 

3.6 

11,1003,319 

1,003,669 

9.0 

25.6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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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B/A) 

2005 Total Population 

(A) 

65 more (B) 

Ratio (B/A) 

47,074,434 

4,365,218 

9.3 

38,337,699 

2,746,833 

7.2 

8,703,735 

1,618,385 

14.7 

18.5 

37.1 

- 

Source: Office of Statistics. 2005, 2006.  

Yang Chulho, 2007, p. 29 

 

   Therefore, some Koreans, even social welfare profession, think that elderly 

welfare is “catchall” term of rural welfare. Besides of the emotional issues, there are 

many other problems faced by the elderly, such as poverty,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home care, housing, leisure, and so on. Based on 2005 Need Research of Elderly 

Welfare in Cheonam Province, 50.1% of elderly respondents pointed out health 

problems and 34.5% of them noted financial problems as their difficulties in daily 

living (Yang Chulho, 2007). The problems of rural elderly may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urban elderly. However, the social service system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have large gap between the two areas. Elderly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those 

who live in remote areas alone hardly find out the needed assistances from both their 

families and outside. From long history of deprivation in the rural communities, it 

seems like that its last phase is occupied by suffering elderly who remain in and keep 

rural communities with life-long fidelity to rurality.  

   With expanded national welfare policies which was composed in forms of social 

insurances –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in 1963, Health Insurance 

in 1977, Employment Insurance in 1993, National Pension in 1995,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for the Aged in 2007, revision of public relief as National Basic Living 

Security Scheme in 2001 and various social services during 1980~1990s, rural 

welfare was begin to be floated because of those old persons. It may be classified by 

three different constituents: government, private and charity, and lo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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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enactment 

   First step of concerning rural welfare, not rural development, by government was 

enactment of ‘Special Law for Enhancing Health and Welfare of Rural-Fishery 

Residents’ –initiated by Minist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and ‘A Special Law about 

Enhanc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and Fishermen and Area Development in 

Rural · Mountain · Fishing Villages’ - initiated by Ministry for Foo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 in 2004. Both laws practiced with several project during 

2005~2009 as the 1
st
 year, and then continued to the 2

nd
 year (2010-2014). And its 

finance came from the Rural Special Tax which is expired by 2014.  

Based on the ‘Special Law for Enhancing Health and Welfare of Rural-Fishery 

Residents’, social safety net enhancement programs and health · medical 

infrastructures establishment program were processed with the expense of about 3 

billion won. Meanwhile, based on the ‘Special Law about Enhanc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and Fishermen and Area Development in Rural · Mountain · Fishing 

Villages’, four core programs were provided: rural welfare infrastructures, education 

syste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mbination industry under about 20 billion 

won budget. Detail programs of those categories were planned after conducting reality 

research every 5 years (Kim Youngran, 2012). Therefore, each local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either to individual residents or villages, either personal 

service program or service infrastructures on the legal base.  

According to evaluation of the 1
st
 5 year performance (2004-2008) by 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and 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Kim 

Taewan, 2010; Park Daesik, 2010), more rural residents could join the social 

insurance scheme after commencement of the Special Laws, so that their living is 

getting secure, and number of welfare infrastructures like public health clinic, daycare 

centers, and children centers were increased. Meanwhile, emergency medical care and 

men power of public health were not improved, and professionals for other services 



    
 

36 

like home care, daycare, elderly welfare were still short in rural communities. After all, 

big budget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located to the rural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two special laws, quality of life among rural residents, especially 

including health, was not much improved, and blind spots are still remained.  

 

Efforts from private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  

Regarding the blind spots, contribution of the private and voluntary efforts was 

key factor in the rural areas. For example, the Community Chest of Korea,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nationwide private sector, administered the rural-focused project for 

three selected village characterized lack of welfare infrastructure with high elderly 

population ratio. Under the project, the small-scale focal center for rural welfare were 

built in each village and focused on networking among public sectors, private sectors, 

and resident volunteers in order to expand limited welfare resources for especially 

r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network, various social services were provided depending 

on needs and conditions of the service areas for 3 years with 8.4 million won for each 

year (Kim Youngran, 2008).  

   One popular service is “Washing Cloth Service” by rounding villages with 

washing-machine equipped vehicle. Service providers who were employees of the 

center drove the special vehicle to the villages for public washing. Service 

beneficiaries were mostly elderly who were not comfortable to wash their own cloths 

and bed sheets due to their physical weakness, disease, or poor condition of washing 

at home. As supporters, village officials like chief of Myon or village leader assist to 

appointment between the center and village people, while younger residents 

voluntarily help to hang, fold, and deliver the clothes. According to evaluation the 

projects, this service served 10,409 beneficiaries during 2008 – 2012 and was the 

most popular wanted program among the village elderly (Shinan Center, 2013).  

   Another example of the private and voluntary based services is meal and wheel 

(lunch delivery) for those elderly who live alone and are physically ill or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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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this service was provided by local churches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 In fact, rural welfare is much dependent on local churches due to 

lack of welfare infrastructures in the rural communities.
6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churches bring not only lunch box but also persuasion of their religion with the 

expense of local government budget must be reconsider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the local universities 

   Finally, local university-based projects were also valuable to fill up the blind spots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wher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resource is limited. For 

example, there was NURI (New University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project that 

aimed for enhancing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balanc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empowering region located universities. The project conducted during 2004 – 2008 

with 1.4 billion won of total budget. Under this nationwide project 112 universities 

were selected through the proposal competi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in 

Mokpo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entitled and established Education Project Agency for 

Health Welfare Service in Rural Communities.  

With budget from the project,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hired the 

contact-based professor and developed the health care programs for the rural elderly, 

and trained young women (30s-40s), who was looking for a job within their residency, 

as exercise and recreation instructors. Then, they visited each Village Elderly Centers 

(敬老堂  Kyungnodang)
7
 and provided the health care service. This university 

engagement project contributed to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conducting need and 

condition research + reviewing theory → planning program → teaching and training 

→ performing → evaluating → feedback → retraining.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6
 There were about 60,000 churches in Korea and 8,620,000 church-goers. In terms of their charity  

activities, 52% of total number of disabled welfare institutes, 78% of children welfare institutes, and 
44% of elderly welfare institutes are managed by church-based 
(http://www.ksilbo.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79042) .  
7
 敬老堂(Kyungnodang) in Korea is one of the rural welfare institutes basis of the Elderly Welfare Law. 

As like “salon for the elderly”, it is space for meeting, sharing friendship, and enjoying hobby among 
neighborhood elderly. In 2005, 22,786 Kyungnodangs were registered -with unregistered, it reached 
54,785- (Kwan Jungdon, 2007). Until now, almost all Ri have one Kyungnodang each.  

http://www.ksilbo.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7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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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the waged-job opportunities to young women who hardly get a job except 

farming in the rural areas (Kim Youngran, 2010) . Moreover, due to the project, class 

curriculum was adjusted for focusing on more rural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s, 

especially rural elderly. Subjects like ‘Theories of Rural Welfare’, ‘Social Problems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Exercise and Recreation for Elderly’ were developed as 

regular class units and various workshops were provided for the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present Rural Welfare Research Istitute of Mokpo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under influence of the project. Unfortunately, the project was not survived 

after expiring the project years since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was changed to 

New liberalist president Myungpak Lee.   

 

For New Rural Communities: hope and challenges  

 

   Is there any hope for rural communities? This question is critical because Koreans 

are still doubt about future of rural communities although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poured a huge amount of money and person power into these area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Unbalanced population age ratio is not changed, and low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are neither recovered. Living standard of rural communities is better, but it is 

not as high as of urban areas. If there is the same social service in rural communities 

as of urban, its quality is not similar due to lack of well trained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sources. All those good things and personnel are flocked in the city meanwhile rural 

areas seem like void spaces.  

   There are many evidences to prove this void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research on rural communities by 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Kim et al. 2012). 

One is increase of ‘Less Population (人口 過小化) Village’ defined when a village 

has lesser than 20 households. In 2010, such villages were increased by 66.3% 

compared to 2005. Another example of increase is elderly population. 81% of total 

Eup and Myon in Korea have 20% of elderly population ratio in 2010. People in 



    
 

39 

agricultural industry were decreased as high as 26.5%. Accordingly, a size of 

cultivated land was reduced. Meanwhile, income of farming household begins to 

increase due to outside of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such as social 

insurance provision and carious agricultural subsides. Moreover, if the government 

makes contract FTA as planned, 90% of im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come from 

FTA contract countries like Canada, Mexico, Columbia, Australia, China, Japan, 

South Africa, Indonesia, Vietnam, Russia, Israel (Moon Hanpil & Choi Sekyon, 

2012).  

In front of such deadlock, Heung-Ju Kim (2011), one of faculty in local 

university, asserted “new hope” in rural communities by emphasizing three strands 

which “cast a hopeful light on the future of rural communities”(p. 136). According to 

him, these three strands are: 1) influx of population although it is slow and small; 2) 

new re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3) community-building in various 

form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turns to rural communities has steadily increased 

since 1990s under various occasions: for having means of living after losing jobs in 

the city during the IMF management, for looking forward alternative life -mostly 

environment friendly natural living- among age of 30s~40s, and for enjoying country 

life among the retirees. In 2001, 880 households returned to rural communities, 

meanwhile it reached 8,706 household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2. The reasons why they 

come into the rural communities for good were changes work place or new job 

(21.1%), life in nature (17.3%), and expectation of farming (17.3%) (Seong Juin & 

Park Moonho, 2013).   

The other significant influx population is female immigrants who are married 

with Korean men living in rural areas. In 2008, international marriage in rural areas 

reached 27.9% of total international marriage within the country (Kim Hueng-ju, 

2011). These women became key persons who provide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Both ‘the returners’ and ‘the newcomers’ are indeed hop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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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of   Korean rural communities. However, their culture, daily life style, and 

vision for life differ from those of original rural people. Also there is age –or 

generation- and class gap between new and old residents. Therefore, social unific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is another challenge.  

   The second strand is new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is placed 

in juxtaposition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eating and 

plant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lternative circulation of farm foodstuffs such as local 

food movement and cooperative consumers activities. Nowadays, urban people want 

to buy farm products from near distance with knowing producers, even they want to 

know the producers in person for their safety and health. Then, consumer in urban 

areas and producers in rural areas could build up direct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through 

local food. These alternative commercial relations could also provide better profits to 

farmers. During Korean’s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1960s ~ 1980s), urban 

development could be possible due to low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anwhile, 

during period of hope for sustainable futur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critical: “consumers are responsible for producers’ living, while 

producers are responsible for consumers’ life”.  

Last strand is community building which is influenced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agriculture (農業) to rural community (農村). Key words related to “new rural” in the 

western society defined by OECD in 2006 were locality, plurality, amenity, and 

governance (Kim Heung-ju, 2011). This trend is recently penetrated into Korean rural 

communities, too. Main approach of the community-building in Korea is to restoring 

community -especially community spirit-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sidents 

and various tailored programs initiated and fitted by the communities.  

   With this trend, there was one nation-wide government run project titled “Rural 

Villag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oject” (農村綜合開發事業) from 2004. On 

the basis of bottom-up bid, 3~5 villages are clustered on group and suggest their own 

community building projects for obtain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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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he government allocated 70 hundred million won for 5 years. In 2011, there 

were 221 clusters which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jects. The projects contain 

‘building a village’ which is new mode focused on 

geographical · cultural · environmental ·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vill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is conducted by multi-layers concerns like local – regional 

– central governments. Also, beside of governments and residents, private consulting 

agencies and civil activists must be involved. Overall, therefore, this project is not 

only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rough welfare, 

education, culture based on residents initiatives.  

   One representative case is Jinan Gun which contains 1 Eup, 10 Myon, 77 legal Ri, 

and 282 administrative Ri with 23,915 of total popul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hired 

full- time director of the project, who has doctorate degree of the related subject of the 

project. With his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Village Research Team, Village 

Building Association, Return Rural Activation Center, Association of Village Officers 

were built up and cooperated among them to propel the project. The detail project 

content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7: the Project contains 12 programs under four 

tasks.  

From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one important factor for propelling this 

community-building project is creation of the job position, ‘village officer’ who was 

hired by Jinan Gun in 2006. This was the first attempt to have this kind of job title and 

description in Korea. There were 20 paid-village officers who help village residents to 

build their own village with their own merits -culture, tradi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needs. Most village officer came from the group of young returners. Considering 

present rural situation, especially lack of working personal power, young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for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 

In turn, that the returners without farming skills are able to be employed with regular 

income base is good for settling in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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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Community-Building Projects in Jinan Gun Case 

Four Tasks 12 Programs 

Task 1.  

Lifelong Learning  

Village Building 

- Expanding the learning opportunity among 

residents 

- Training local professionals 

- Activating learning organization  

Task 2  

Resident Self-Governance 

Village Building 

- Strengthening village self-governance system 

- Building private-public cooperation system 

- Set-up privat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Task 3. 

Economic Independence 

Village Building 

- Assisting village business 

-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income 

- Expanding urban-rural exchange for income w/t 

farming 

Task 4. 

Mutual Aid Village 

Building  

- Assisting settlement of returners 

- Conserving eco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Restoring village community lived together 

Source: Jinan Gun. 2008 modified 

 

Summary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rural welfare and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lated cases in policy, project, program, and person emerged 

from publications and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Table 8 presents the summa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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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tinent period and the related rural welfare remarks. Term 

‘rural welfare’ in this paper is regarded as comprehensive macro view including rural 

village, farmer, and agriculture (三農). From th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hows big 

picture of Korean rural welfare which is patched by each scenery piece of her history. 

Then, our work is to assemble these pieces to make them clear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o estimate the future. 

 

 

Table 8. Summary of Development of Korean Rural Welfare by author 

Classification of 

Perio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 Rural Welfare 

Remarks 

Feudal Kingdom 

Era 

- Agriculture-centered governance 

- Securing agriculture 

- Traditional welfare 

by paternalism 

Japanese 

Occupation  

(1920-1945) 

- Rationalize farming for Japan - Instant 

intervention by the 

elites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1950s 

- Irrationalize land reform 

- Import three white industry from US 

- Destroy agriculture industry 

- Only war aid for 

orph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60s-1980s 

- Unbalanced growth strategy 

(“selection”) 

- Focal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centration”) 

- New Village 

Movement by strong 

government-drive 

Open-trade of 

Agriculture and 

Welfare Explosion in 

1990s-2000s  

- Pressure of open-trade 

- Various subsidies for giving up 

farming 

- Unbalanced population structure 

- Special Laws for 

rural 

- Special Tax for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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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from 

public, private, and 

university  

New Rural 

Communities  

- In front of deadlock, searching for 

hope 

- Influx of population 

-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 Community-building 

- Rural policy and 

service for the 

returners 

- Local food 

movement 

- Cooperative 

movement 

- Village-building 

- Alternative life 

 

Korean forefathers were agricultural people, but their descendants lost this five 

thousands year long agricultural tradition during just last about 50 years -during ‘so 

called’ modern days-. This means that Korean lost important ideology which flow in 

the beneath of Koreans’ spirit for a long time, that is “Farmer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Not only in Korea, but also in almost all other countries, farmer is not 

important person or occupation anymore because ways to manage human life has 

been changed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8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is that Korean accomplish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for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that people call it ‘miracle’.
9
 In other word, during the period that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village had been abandoned there was no time to pulse for 

                                                             
8
 Related this, here is a quote from Thomas Paine in his book Agrarian Justice in 1796: “Poverty, 

therefore, is a thing created by that which is called civilized life. It existed not in the natural state. … 
The life of an Indian is a continual holiday, compared with the poor of Europe. … Civilization, therefore, 
or that which is so called, has operated two ways: to make one part of society more affluent, and the 
other more wretched”. (p. 83-4). 
9
 According to 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in 2004, the Korean speed of shrinking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was faster by 2~5 times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duration that ratio of people with farming involvement of total employees was changed from 40% to 
16%, Korea took 14 years, Japan 31 years, France 44 years, US 42 years, Germany 60 years, and 
Nederland 95 years (Kim Heung-j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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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ing past or preparing future, even praying for being. Moreover, Adam 

Smith’s proposition, that “A rising tide raised all boats” (Barry, 2002), was not 

happened in human’s living society, unlike the sea. Although present human is living 

in the sea of capitalism, this is not real sea like South Pacific.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were fruits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not everybody had it. Over a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maybe blessing to urban community, meanwhile it might be disaster 

to rural community. And no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had tried to fix this inequality 

and unbalance for almost 50 years of Korean history.  

The author asked earlier, “why is it so?”. Why does not a huge amount of money 

for activating rural community effective? Why rural residents are still suffering with 

poverty and lack of infrastructure? Why rural young people leave from and does not 

come back to rural, so that the rural village is filled with weak lonely elderly who is 

waiting for new world after death instead of it in presence? The answer is simple: 

because we are living in the sea of capitalism in where ordinary people are drawn for 

death, while capital owned people are survive. Thus, issue is not amount of money or 

resources to allocate, but the place or conditions to live now. If we would like to 

survive in the sea, we must learn how to swim in different way, which can be called as 

‘alternative life style’ or ‘transformation of life’.  

Those things give us suffering could not be turned to the solution mechanism 

like Einstein says that “No problem can be solved from the same consciousness that 

create it. We have to learn to see the world anew” (Sterling, 2001). Going back to the 

paper, as the author presents that feudal kingdom (before 1897), colonialism 

(1920-1945), US interventions (1950s), dictatorship (1960s-1980s) were the series of 

oppressive history, especially to 三農. If we understand Korean rural situation related 

to her history, then we should reject all kinds of oppressions because those 

oppressions could not give us even sole solution. Therefore, contemporary rural 

welfare must contain the activities that prevent from any kinds of oppression and look 

for the way of alternative life such as eco friendly village-building, self-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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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uilding, and local food movement, LETS (Local Exchange and Trading 

System), and so on. From this reason, we must account on Kim Heung-ju’s optimistic 

opinion about new rural community with hope.   

Another lesso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rural welfare, especially from New Village 

Movement in 1960s-70s, is that work without people could not make effective success. 

This movement was very popular among not only local people but also international.  

But sever criticism toward the movement is still spread, especially during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at the daughter of ex-president, initiator, and promoter of the 

Movement was elected, because the Movement had forced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and 

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 creation or preserve people’s own village. Even the 

participating residents were used as political mobilizers for the presidents’ reelection. 

In fact, the Movement had been practiced by power-followers, not by devoted 

residen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rural community does still confront the deadlock in 

spite of pouring a huge budget.  

Related this, recent problem of rural welfare in Korea is the proposal bid system 

for all most government project including income-related village-building -amenity 

village, tour and rural experience village, and craft village, etc-. Based on the Special 

Laws that the author mentioned earlier, central government asks to local government 

to do the research and planning for the programs. Then, local government requests to 

individual villages to submit program which is already requested items from high rank 

government. Over all, it is surely not bottom-up bid, which is only look like. Those 

who want to win the bid must have capacity for planning and presenting about their 

villages in order to satisfy high rank’s requirement. Then, who can have that kind of 

capacity in the represent rural community? Therefore, after all, the village or local 

government which had entitled after bid competition, then they can easily win for the 

next bid since they have how-to-do experience. So people thought this as “the richer 

has more, the poorer has lesser” (富益富 貧益貧), that means poor local community 

is hard to improve or even survive in the middle of competition based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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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Under this real situation, the case of Jinan Gun is extraordinarily success, 

which is needed to be researched in detail. 

Anyway, this kind of bid competition is the way fond by New Liberalist. For 

example, “selection” (選擇) and “concentration” (集中) strategies in 1960s~1980s 

contributed to Korea’s fast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to serve 

disorganization of company, band, party, group, crowd, whatever and whoever that 

are not selected and concentrated. Therefore, final thought from this paper is that 

defeating the productism based on competition, selection, and concentration; rather 

pursing non-growth or less-growth with symbo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verything are 

devided: women and men, rural and urban, the have-nots and the haves, human and 

nonhuman. These are classic, foundation, and root of thoughts all about from the great 

thinkers of human history. In similarity, concept and theory of rural welfare also 

should be newly made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e since the area concern mainly rural 

village, farmer, and agriculture that all are our origin of ourselves and our life. So, 

rural welfare must be radical (根本的, 急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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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与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乡村社区再造”实验为例 

张和清 

 

一、 中国乡村社区的衰败——生计、生态与文化危机（马克思的生态批判视

角）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化农业与市场化交易）制造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陈

代谢断裂”——劳动与自然双重异化。 

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统识加剧“新陈代谢断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方国家与资本合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市

场化的销售模式，包括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乡村文化宰制，使得中国乡村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出现“新陈代谢断裂”。这种“人与环境的相互侵害”的互动

关系，除了造成乡村社区传统文化式微，更导致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恶化。这种

生计、生态和文化危机的恶性循环使中国乡村社区呈现出不可持续的生活图景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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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与实务困境 

从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而言，当前中国主流个案辅导模式和功能修补取向的

社会工作将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和人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无法有效地回应

社区民众生计、生态及可持续生活的需求。 

 

深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实务被简化为“社工专家运用专业

方法解决案主的问题”，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个体化实务模式。

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社工不是割裂地透过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解决个体

的问题，恢复社会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就是认为社会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灵

丹妙药”，似乎“工作方法是个筐，什么问题都能往里装”。针对案主的现实问题，

工作者简单套用破碎化的“三大方法”对症下药，结果社工不仅忽视了案主困扰

（尤其是精神层面）的社会根源，在所谓专业的助人关系中还会强化案主的依赖

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增强社工的挫败感。 

 

三、 社区再造试验：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劳

动力）和自然环境（地力）的全面异化，确信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利润积累的逻

辑是无产阶级生计和人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由此马克思提出以社会主义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恢复”，从而达致“新陈代谢”的

恢复，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可持续发展关系”。这就是中国传统所谓“天人

合一”、“永续发展”的社会生态目标。  

 

（一）社区社会生态：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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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中国社区社会生态是指宏观自然环境、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态、

国家政经社会政策与微观社区文化氛围，包括社区中的个人、家庭、邻里等所构

成的复杂生态圈。在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社区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恰好

处于微观个体与宏观环境之间的接触面（interface）。作为结构的社会政治脉络，

是透过日常生活形塑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的能动性

（agency）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社区文化氛围和自然社会环境的变迁。 

因此，整合社会工作乡村社区再造的实务策略是：社工立足乡村社区和社区

支持网络建设，致力于激活村民的自助与互助能力，逐步恢复乡村生计、生态、

社会文化和公共参与等方面的良性社会生态循环，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永续发

展”。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坚信，当越来越多的乡村社区逐步迈向“永续生

活”的道路时，中国乡村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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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社会工作实践：再造社群生产方式和永续生活方式 

1、以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代替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 

2007 年绿耕凭借与村民的长期信任关系，采取小组工作方法将绿寨三家贫

困户组织起来，支持他们以互助组的方式种植不用化肥农药的老品种稻谷。这一

年三户人家顺利地找到老品种播种，他们团结互助，恢复传统种植技艺，采用农

家肥追肥，并且自制植物农药杀虫……秋收时节，互助组共收获近一吨老品种稻

米。从第二年开始，互助组不断壮大的同时，还正式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9）。到 2011 年，绿寨种植合作社社员已经发展到 24 户，种植面积达到 58

亩，产量突破 20 吨。在最近出台的合作社生产规划中，明确提出三年后社员扩

大到 70 户，种植面积 180 亩，产量达到 60 吨。这意味着到 2016 年时，绿寨河

谷 300 余亩连片的稻作面积，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有可能实现合作社生产方式下的

生态种植。 

 

2、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交换，打破农产品市场交换

价格控制 

为了支持农民合作组织搞好生态种养殖，绿耕城市工作队深入社区宣传动

员，组织消费者进村体验，启动城乡居民食材品尝小组，举办“城乡汇”小农墟，

甚至在昆明、广州等地开设公平贸易店，并向会员提供农副产品配送服务，等等。

如此多元化的城市社区消费者网络建设，搭建起“城乡合作”的平台。依托这个

平台，绿耕举办城乡居民议价会，此后云南、四川和广东项目点合作组织的农副

产品都是通过这个平台以“公平贸易”的方式直销出去。 

2007 年初夏，当绿寨互助组的老品种稻谷将要丰收之际，绿耕召开生产者

与消费者议价会。会上村民向消费者公布老品种大米的生产成本（“人工”加“牛

工”），并按照“工钱”计算出每公斤红米售价为 6.71 元。尽管这个价格比当时

杂交稻市场价格高出近三倍，但消费者尊重劳动的价值，承诺按照这个价格与村

民直接交易。此后，昆明的第一批消费者兑现了“公平贸易”的承诺。从第二年

至今，除了昆明的消费者，更多广州、成都的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用“公平贸易”

的价格成全绿寨合作社的生态种植。据统计，从 2007、11、24“首届绿寨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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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交易会”（昆明美丽家园）到 2012、10、16“绿寨生态老品种谷子丰收节暨

世界粮食日庆典”（绿寨“中心点”）的五年时间，绿寨合作社 24 户社员老品种

谷子“公平贸易”总收入达到 138543 元。 

如果说合作社的生产方式和城乡互惠的交换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农民生

产成本，那么，绿耕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交换方式，则打

破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控制，保证“按劳分配”。此外，在改善社区经济的同时，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村民的传统种植技艺和互助文化得到传承，他

们的生产、生活自信心得到提升。绿寨有可能与村民同行迈向“道法自然”、“永

续生活”的生态村目标（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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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思 

最后，我之所以认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有可能使绿寨等乡村社区迈

向‘道法自然’、‘永续生活’的生态村”，是因为我对绿耕乡村再造目标实现的

可能性仍然心存疑虑。尽管我确信绿耕再造社群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走对了

路”，但绿耕互助合作的生产道路只是注重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而忽视

了村民教育与文化转化的工作，导致绿耕“合作社不合作”或“只为钱合作”的

窘况。 

正如台湾“生态村”营造前辈廖嘉展所说：“工作核心是文化转换。表象的

青蛙和转型所创造的经济产值并不是核心的重点，重要的是在转化的过程里，你

怎么去理解地方的或是农村的文化，在过程中，工作者、组织与价值观如何揉到

传统的体系里面，并取得一个位置和生存的空间，这才有机会跟小区共同长出一

个东西，创发一种新的可能。”而文化转换工作，对乡村文化的深层理解，尤其

是机构、工作者的价值理念如何糅合进入合作社，并与乡村社区共同生发出一种

新价值观、新的可能性等方面，绿耕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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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与角色模式 

陈  涛 

 

问题 

农村社会工作（者）做什么？具体怎么做？如何处理跟相关人群的关系？ 

 

问题的由来 

云南平寨之经历 

四川震后项目经验 

——“青红家庭生计互助小组”：理想与现实 

——北川新县城文化馆“阳光社区中心”项目工作员的困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过社工的实际意义，但现在感觉到他确实有存在的

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领会不到社工更深层次的东西，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事

情不顾深入，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一些简单的过程，也怀疑能给服务对象能带来什

么，怀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在破坏服务对象的抗逆力，是不是要百依百顺的对待

服务对象 

 

观察所见 

官方扶贫：转变农民观念、发展商品经济——教育者、领路人 

一些专业社工：面向弱势人群，从需求出发提供个案、小组服务及社区活动

——服务提供者、福利照顾者 

绿耕等……协作者、陪伴者、同行者 

 

当时的回答 

关于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我试图将社会工作者对于他/她所服务的人群扮演

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归纳为三种基本的： 

（1）提供具体的照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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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陪伴者”的角色作用 

（3）“同行者” 

 

照顾者 

提供具体的照顾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助人者”的角色作用（实际为“照

顾者”角色）。例如对孤残儿童、孤寡老人或者残疾人以及其他遇到特定困难而

自己不能自立或无力解决的人们。这是长期以来主流的社会工作论述所强调的角

色作用，并且围绕之发展出了诸多的方法技巧，包括直接照顾服务（个案的、小

组的、社区的方式，心理的或心理—社会的或其他的方法模式与技巧等），也包

括以资源链接等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服务。 

 

陪伴者 

社工并不提供具体的照顾服务或者特定的某种帮助，而是提供了一种人的陪

伴，给予有关人们各种支持，使其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慢慢激发出自身的能量，

走出新的好生活。这种情况是出于相信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出现某些不利的状

况，但是它不会永远不变，人们有动力也有潜能改变自己的状况，只不过这些时

候可能需要旁人的陪伴和支持。作为陪伴者，社工可能并不会做太多具体的事去

帮人解决“问题”、满足“需要”，而更多是让相关的人们随时感觉到社工在其身

边的存在，当其需要时能够获得他们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支持，或者一些意见建

议等。但整个人生路，仍然是靠那些人们自己走出来的。当然，要做好陪伴者也

并不容易，其中有很多需要把握的“度”，把握不好就又变成前一种“照顾者”

的角色或者后面要讲到的另一种角色。 

 

同行者 

这种角色下社会工作者和所服务的人群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他们是合作伙

伴，团结在一起采取行动追求某种社会理想，比如公民参与的社区发展、更大范

围的社会公正等。此时，社工主要的工作不是去提供具体的照顾服务、特定的帮

助，也不是旁边的陪伴支持，而是要调动和组织人群，与社工一道去追求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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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社会的改进。通常，这种角色要求社工一定要重视民众的组织，而这些组

织所围绕的目标方向和社会工作者所看重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例如公民参与、

民主正义公平，或者生态环保等。 

 

指出不同的角色意味着不同的关系 

采取不同的角色定位，旨在对人们和社会起到不同的作用，肯定就会意味着

社会工作者与服务人群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形。 

在“照顾者”角色中（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社工的确比较多

的体谅理解对象，尽可能做到同理，有些时候倾向于就是无条件的依顺（无条件

的接纳、爱与尊重）。 

而在“陪伴者”角色中，社工可以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目的是打开人们的

思维视野，见到不同的可能性，使其自身能够更好地做出选择，走向自己满意的

新生。但他也不能太具批判性，否则不能让人们感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与耐心陪

伴。 

可是在最后一种“同行者”的角色中，社会工作者一定不会隐藏自己的价值

观，因为必须建立与人们的价值共识，才能共同行动，一路追求。显然，这时候

社工不会对有关人们百依百顺，而是会有很多讨论，促成反思、共树目标，之后

才有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指出不同角色对社工的含义 

我认为以上三种角色都是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而它们对社会工作者提出的

要求却不一样。做好其中每一种都不容易，重要的是社工自己想清楚后做一个选

择，并按其要求来要求自己。 

倘若一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已经能接受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工具来服务于他

人的需要，如基督徒把自己视做供人役使一样，那么，第一种角色或者她能够很

好地扮演。 

第二种其实需要社工有足够的阅历，成熟的心态，介于自己有所坚持与心态

开放、任其自然之间，始终能保持自己主要是作为一个“倾听者”或“聆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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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姿态，一个好的像朋友一样的人，的确并不容易，但也许是很恰当的一种

立场，尤其当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目标还未有确信建立清楚之前。 

第三种当然是适合于自身有强烈明确的社会价值目标追求的社会工作者，它

其实把社会工作当作自己追求有关社会的理想目标的一种途径。但他同时又必须

从有关人群的基础出发，对他的挑战正是如何保持好他自身的理想价值与有关人

们的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关系。 

 

并反思社会工作专业之有关伦理和原则 

需求为本。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重需求调查与评估；需求决定论，社工

的工作是线性活动过程 

接纳（同理、个别化、案主自决、保密等） 

——主要是站在“照顾者”角色定位上提出的伦理要求，核心是“关怀伦理”

的内容，未能更好地体现“正义伦理”的内涵 

 

现在的思考 

社会工作者的实务角色（roles in practice）与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角色（roles  

with missions）密不可分，而它们又关联着特定的理论视角。 

如大卫·豪（D. Howe）所指出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涉及到如下决定，而

它们都受特定理论视角的指引： 

问题之界定 

问题之解释与估判 

介入目标之确定 

介入方法之确定 

 

大卫·豪论社会工作的四种范式 

——实即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使命角色的分类： 

修补者（Fixers）—功能主义范式 

找寻意义者（Seekers after meaning）—阐释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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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醒觉者（Raisers of consciousness）—激进人文主义范式 

革命者（Revolutionaries）—马克思主义范式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 

从近代至今，主要的指导理论： 

现代化理论——帮助农民适应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 

公共服务、福利扩展——传递社会服务、提供福利照顾 

文明多样性与后现代——保存农村、农业文明，促进与城市工业文明的和谐

关系 

马克思主义及反体系运动——解放农民，寻求另类发展（如社会/团结经济） 

前两种理论指导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本质上属于功能主义的“修补者”范式，

第三种接近于阐释学的“找寻意义者”范式，最后一种包含激进人文主义的“提

升醒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范式。 

 

专业使命的新论述 

W. Lorenz（1994）：调谐的使命（mediating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F. Powell（2000）：包容性公正的使命（the pursuit of social justice in an inclusive 

society） 

后现代福利——P. Leonard（1997）：“解放”与“团结” 

 

社会工作的多种角色形态 

“照顾者”的社会工作 

“治疗者/工程师”的社会工作 

“解放者”的社会工作 

“调解（调谐）者”的社会工作 

（“促和者”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实务角色——与其服务对象之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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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者——service provider, caretaker 

陪伴者——(ac)company 

同行者——partner 

 

中国社会工作的使命角色 

社会照顾者、社会服务者（ social care/service ） 

冲突调解者、社会调谐者（conflict /social mediator） 

（另类）发展促进者（promo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公民社会践行者与推动者（advocator & practitioner of civil society） 

 

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 

“发展”的主题——’distorte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不公正现象（矛盾冲突的普遍）——social justice, conflicts 

后现代之影响——postmodernity & postmodern perspective 

使命与角色之建构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制度、包括社会服务体制来进行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角色选择 

社会现实的两方面考虑： 

难以设想有足够资源来在农村支持一个全面照顾型的福利体制，更会造成长

期问题（依赖关系的结构化） 

农村社会工作需要推动农村和社会的改善进步 

没有社会的社会工作是社会的毒药，一如鸦片，可以暂时止社会的一些痛，

长期却必戕害社会……这个“社会”当既指心怀整体社会的结构改善，也指特别

重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之增进。实际上应当明确地说出来，就是指“公民社会”。

想着、并为公民社会而为的社会工作，才是“社会工作”，否则就失去了它的真

正意义。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理论 



    
 

65 

“调谐社会工作”（mediative social work） 

“转型社会工作”或“转化社会工作”（transformative/transitive social work） 

“发展性/发展型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or social work for 

development） 

…… 

 

发展性社会工作如何做到是“社会的” 

第一我们为人服务 

第二我们和人一起服务 

第三我们支持人们自我服务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角色模式 

社会服务者、照顾者 

社会文化调谐者、多样文明的陪伴者 

另类发展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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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农村社会工作的困境 

史铁尔 

 

 

 

 

 

 

 

 

 

 

 

 

 

 

一、 目前农村社工情况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近十几年来，从无到有，有了长足的进步：云南、 四川

的公平贸易、广东的乡村旅游、河南、陕西草根组织培育、湖南湘西苗族文化恢

复和生计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在地性和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二、 当前的社会状况与专业环境 

农村生活样态、生产方式、价值取向的瓦解和转化； 

农村公共空间的缺乏与政府干预； 

社会工作在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度低，尤其在中西部农村。 

 

三、 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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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1：资源的匮乏：体制内缺乏资源，体制外受到限制； 

困境 2：稳定的专业社工、有经验的督导的缺乏； 

困境 3：介入的有效性和成本问题。 

 

四、 对策与措施 

选择有空间和有资源的地点； 

培养有委身和使命的社工（学校和机构） 

细致甄别、跟进督导、职业规划； 

培养在地领袖和组织； 

平衡成效和成本。 

 

五、 结语 

农村社会工作的焦点应该是在地农村的真实需求和自助发展而不应该只是

学者们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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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 

——以重庆白林村为例 

周绍宾 

（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   重庆  大学城   401331） 

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许多远离城市的传统农

区被带入城市边沿成为新的城郊农村社区。新城郊农村社区的突发式变迁使其在

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生活适应、文化交融、利益分配等方面出现诸多问题和不

适应。重庆市白林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实践表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化

解城郊农村社区各种矛盾和问题，调适村民因社区环境变化带来的不适，回应农

村社区及村民的需求，促进社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

社会工作聚焦城市社会问题的专业导向和政策背景下，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顺利

开展又深受各方因素的制约，需要进行多方面反思和系列创新。 

关键词  城郊农村  社会工作  管理创新 

 

在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中，许多远离城市的传统农区被带

入城市边沿，成为新的城郊农村社区。但这种城郊结合区位是突发式、跨越式的，

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致使其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生活适应、文化交融、利

益分配等方面出现诸多困境，甚至成为城乡矛盾的多发地和集结地带。社会工作

的介入，能否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调适社区及村民的不适，回应社区及村民的

需求，促进社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工作聚焦城市社会问题的专业导向和

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城郊农村社区如何才能顺利开展？本文以社会工作在重

庆市白林村的服务为例，谈谈我们的初浅体会和认识。 

一、新城郊农村社区的特点及问题 

所谓新城郊农村社区是与老城郊农村社区相对而言的，是指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加速和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许多远离城市的传统农区被快速带入城市边沿，

但社区类型及基层社会组织仍然保持农村性质的社区。新城郊农村社区与老城郊

农村社区在地缘上都属于城乡结合部，但老城郊农村社区所遭遇的城镇化进程比

较缓慢，城市的扩张、社区的变迁和文化的冲突是在一个相对缓慢的“自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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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进行的，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改变以及生活的适应等有一个“缓冲

期”，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因而矛盾不是那么突出。而新城郊农村社区的变

迁是突发式、跨越式的，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化冲突、利益分配比较激烈，

居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生活适应等没有“缓冲期”，因而矛盾比较突出，

甚至成为城乡矛盾的集结地带。 

新城郊农村社区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而出现，城

镇化进程越快，城市社区扩张的速度就越快。以重庆为例，2000 年第五次人口

普查时，城镇人口为 1009.55万人，城镇化率是 33.09%，到 2010年第六次人口

普查时，城镇人口为 1529.55万人，城镇化率超过 50%，达到 53.02%，十年间，

城镇人口增加 520万，城镇化率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2001年重庆城市建成区

面积是 452.03平方公里，2011年是 1034.92 平方公里，十年间建成区面积扩大

了 2.3 倍。（重庆统计年鉴，2012，http://www.cqtj.gov.cn/tjnj/2012）近两

年的两江新区开发、户籍改革等举措将重庆的城郊结合地带从“内环”时代全面

推向了“外环”时代。而在其他有些城市如北京、成都等，则开启了三环、四环，

甚至五环、六环。当然，还有许多城市在其近郊或远郊 “飞播”了大量工业园

区、物流园区、高档住宅小区等等。由此，许多原来远离城市的传统农区迅速被

带入城市边沿，成为徘徊在城乡交割的新城郊区。 

白林村就是个典型的新城郊农村社区，它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部，绕城高

速公路从村内横穿而过，把全村切割为东、西两部分。全村幅员面积 4.5平方公

里，辖 8个合作社、735 户、2253人，耕地面积 3836亩，林地 3886 亩，除两个

小型家庭式零部件加工作坊外，村内无工业企业，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土地流转

费和外出务工经商收入，2011年人均收入在 7000元左右，不贫困，但也算不上

富裕。 

白林村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地处城乡结合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

难以纳入城市。虽然与城市仅隔一条绕城高速公路，但就是这条绕城高速或许将

把该村永久定位在农村社区的性质上，因为根据市、区级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规

划，该村的未来定位是“乡村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度假区”，农业用地的性质将长

期不变。二是该村的城乡结合区位是突发式、跨越式的，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几年前，这里都还是距市区相对偏远的纯农区，向东到沙坪坝市区要翻越歌乐

山，向西到璧山县城要翻越缙云山，都在几个小时路程。后来因为建设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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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园综合保税区、物流园区等，使与其一步之遥的各个村庄骤然间被城市化了，

这种突发式、跨越式的变革，使得村民们在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方面都

有些难以适应，也使得许多村民既有纯农区的质朴，又有许多城市的精明和算计，

受市场的影响，有些村民为了点滴利益就会变得计较甚至几分蛮性。三是土地流

转率高，但开发利用不充分。由于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使资本看到了“圈

地”的高额利润回报，广大村民在还不熟悉政策与市场的情况下就以相对较低的

价格把土地流转出去了，但又因为随即而来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使流转

土地的公司也陷入两难之中，土地的农业开发非其本意，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又不

可能，都撂荒在那里，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和转移就业也就成了一个难

题。四是村民的非劳动就业率高，但大多属于离土不离乡。这与中西部许多农村

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不同，因为大学城、微电园综合保税区等项目的建设，形成

了大量的就业需求，但大多村民只能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或者体力型工作，如物

业保洁、园林管护等，工作时间长而收入不高。第五，问题多、矛盾大。虽然相

对于过去，村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里的基础设施改善了，但是，在已经打破了传

统平静的白林村，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政府产业规划、土

地利用性质的限制与村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土地流转企业流转土地的目的与政

府产业规划、村民利益诉求的矛盾，村民想发展农家乐的愿望与政府职能部门要

求只能星级农家乐才能批准的矛盾，过境高速公路、进城快速通道、天然气管道

等占用土地补偿赔偿费的分配问题，土地流转后村民的就业问题，部分进入新村

的村民“农转非”后既不能完全享受市民待遇又不能享受有关惠农政策的问题，

群众不信任干部导致的干群关系冷漠问题，以及空巢老人问题、留守儿童、女性

发展问题、大病重病患者与残疾人问题等等。同时，村里还有 151户 383人入住

所谓的“农民新村”，不过因为与开发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收入增长缓慢，新

村生活成本高等原因，许多村民并不乐意进入新村，导致的新村建设预留地和几

十套建成房的闲置问题。 

这些特点、矛盾和问题，不仅仅白林村存在，其他新城郊农村也不同程度的

存在，有的甚至更为严重，成为城乡矛盾和问题的多发地、集结地，成为村庄治

理、城市发展和城乡统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也为社会工作介入新城郊农村

社区提供了极大发展空间。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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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否对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调适社区及村民的不

适，回应社区及村民的需求，促进社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呢？

从 2012 年 3 月开始，在重庆市和沙坪坝区民政局的支持下，我们进入白林村开

展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探索，经过一年的实践，尽管在许多方面都还是极不成熟

的，但我们认为成效还是显著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疏导了个案村民的心理压力，给予个案服务对象极大的精神抚慰，提

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信心。个体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是我们在该村开展服务的

重点之一。特别是老人、留守儿童和病患者个案服务对象，经过社工的介入，极

大地改善了她们的生活品质，激发了她们的生活信心。 

第二，促进了村民的了解和认同，增进了村民的团结与归属。我们常说村庄

是熟人社会，这一般是指传统的村社，但像白林村这样的村庄，经历了村庄合并、

新村集中居住、城市辐射、市场冲击等变革，村民的村域行政关系、邻里关系、

观念和意识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关系变得生疏、紧张和计较了，通过以小

组和各种覆盖全村的主题活动，促进了村民的了解和认同，增进了村民的团结与

归属。  

第三，丰富、活跃了村庄生活，提升了村民的主观幸福感。尽管该村临近城

市，但原来地势比较偏远，居住也比较分散，生活相对安静但单调，进入城郊或

新村集中居住点后，村民还是难以一下子改变和适应。通过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

村民感觉生活丰富、充实了很多，幸福感得以增强，许多人都认为就像真正的城

里人一样。 

第四，改善了村庄环境，普及了科学知识，提升了村民的环保意识和减灾防

灾意识和能力。村庄生活是散漫的、随意的，没有那么多讲究和约束，随着工业

产品的进入，集中居住的形成，村民交往的密集，生活污水多了，环境脏乱了，

同时，白林村地处缙云山麓、梁滩河源区，泥石流、滑坡、森林火灾等屡有发生，

通过人工湿地项目的介绍、管护，生态环保小组的活动以及减灾防灾宣传演练，

村庄环境得以改善，科学知识得到普及，村民的环保意识、减灾防灾意识得到提

升。 

第五，为促进村民增收、村域经济的发展开阔了思路。该村的经济发展和村

民人均收入，虽然比远郊农村高，但与城市和临近一些村社相比却落后了许多，

限于产业和土地利用、村民非农技能以及流转土地企业的不给力，该村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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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直比较缓慢，区域功能优势一直得不到有效发挥，甚至低保户、贫困户的比

重偏高。通过组织开发乡村生态旅游，建立农家乐合作社与结对帮扶，促进果树

专业合作社交流等，村民增收和村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得到扩展。 

第六，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和技巧的引入为创新农村社区管体制理机制提供

了借鉴。在农村免除了农业税和各种摊派后，村干部不再用到村民家中“催粮催

款”了，在国家加大惠农补贴和财政转移的背景下，村干部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分

配权力，村民反过来要求村干部帮忙的事多着了，于是在一些村庄慢慢形成了脱

离群众的“坐班作风”，村干部坐在办公室等村民上门来，甚至不在办公室，要

等村民电话来找，村民对此很有意见。在社工介入的基础上，我们对村社干部开

展社工知识培训，或者邀请他们参加社工主题活动，村干部慢慢理解和接受了尊

重、平等、接纳、助人自助等社工理念，社会工作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也为其开展

工作提供了借鉴，从而改善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干群关系得以改善，为创新农村

社区管理体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三、社会工作介入新城郊农村社区的经验与反思 

重庆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仅仅才开始，虽然也有许多令人激动和憧憬的环

节与场面，诸如村民收获的愉悦和改变，村民的互助与合作能力的增强，村民视

野的开阔与自信的提升认同，村民对社工的认同与肯定等等。但也有许多问题依

然困扰着我们，引导我们不停的反思。 

第一，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农村社会工作比城市社会工作的开展

面临更多的困难，没有各方的重视、支持和协调配合，充分整合各方资源，社会

工作是难以进入村庄开展相关工作的。因此，“民政部门主导，高校专业介入，

社工志工联动”成为我们开展专业服务的工作机制和基本模式。在没有成熟的社

工机构和专业化队伍，农村社会福利主要依靠“政府+村两委会”的条件下，在

农村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应当与原有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结合，采用嵌入的方

式，使社会工作成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推动力，成为传递农村社会福利服

务的制度手段，成为提升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和造就新型农民的专业工具。 

第二，关于乡村关怀与社会工作伦理。农村虽然发展了，但与城市相比差距

仍然很大，各方面的条件比较艰苦，没有对乡村的关怀和热爱，就难以下到农村

与村民同行，社工服务就无从谈起。同时，从现代文明与城市文化的角度，乡村

落后的、保守的，村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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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没有牢固内化的社工伦理价值，不可能做到尊重村民，与村民的平等，更不

可能放下自己让村民自决。因此，社工需要多“接地气”。 

第三，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和专业魅力。对于农村社区、村干部和村民来

说，社会工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靠什么来获取村民的认同和接纳，靠的是

社工的独特性和魅力，而社工的魅力来自服务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来自社工真正

“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周密调查、需求评估和完善的服务方案以及热情而细致地

方案执行。因此，在一个对社工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们始终坚守着社会工作接

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的基本流程和每一个阶段的操作规范。在农

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没有解决之前，不必急于全方位推进农村社会工作，

否则会损害社会工作的专业魅力和权威。 

第四，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问题。当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背后两种理

论视角——缺乏视角与优势视角一直激烈地争论着。缺乏视角看问题总是关注不

足和缺陷，从缺乏视角发展出来的是以工作者为中心，高高在上俯视村民的社会

工作模式。优势视角是着眼于个人的优势，以利用和开发人的潜能为出发点，协

助其从挫折和不幸的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其目标、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

方式和工作方法。优势视角被认为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

不过，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中国农村是复杂的，每一个村庄内部及其村民之间也

存在着差异，单从缺乏视角或者优势视角恐怕都很难对村庄及其村民有一个全面

的认识和估量，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工作实务也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我

们主张从综合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问题。 

第五，需求导向的介入策略与依赖性问题。农村社会工作一定要注重社区需

求为导向的介入理念，社区和村民的需要应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农

村发展和其它社会工作的开展也应以社区及村民的需求作为导向。但在实际的介

入过程中，各合作方，特别是区、镇、村在本身对社工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同

的情况下，可能会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常规的行政性事务交织在一起，或者简

单地把非社会工作专业的任务放到社会工作实务中来，这都会影响服务的效果，

弱化专业服务满足村民需求的能力。同时，在当下农村越来越原子化的情况下，

受市场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有的村民开始从服务中追求单方面的好处和实惠，

从而导致一种服务依赖的可能性。 

第六，“以城市为中心”的专业导向和政策背景与服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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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近几年社会工作在全国、在重庆都有较快、较大的发展，但整体来看，无论

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还是政府的相关政策导向，都主要聚焦于城市社会问题，回

应城市的各种矛盾和需求，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实践局面，农村

社区即便是城郊农村社区都没有收到应有的关注，缺乏必要的投入和难以形成较

为稳定的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使得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持续服务难以保证。

以我们在白林村的服务为例，2012 年给了一定的工作经费，今年准备继续支持

一部分，但在没有政府稳定购买服务和外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后面会怎么样发

展，谁都没底，一旦我们的服务中断，是否又可能会给村民带来负面的影响，进

而伤害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健康发展呢？ 

 

 

 

作者联系方式：周绍宾（1967-），男，法学硕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

学院副教授，社会工作系主任，电话：13983708232，邮箱：xnzhoushaob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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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大纲版） 

周绍宾 

 

目录： 

一、服务源起及工作机制 

二、项目计划 

三、组织实施过程 

四、服务成效与总结反思 

 

一、 服务源起及工作机制 

1. 源起 

从 2003 年（特别感谢当年在云大张和清教授的启发）起，我们陆续在重庆

不同的农村社区开展社会工作需求评估和脆弱的专业服务：近郊农村的北碚区、

边远山区的石柱县、浅丘地区的铜梁县。 

2012 年重庆市民政局确定“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示范项目”（全市 11

个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示范建设项目之一），委托沙坪坝区民政局和重庆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系负责实施。项目服务点：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和虎峰山村。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村：第一，距离比较近，运行成本相对较低；第二，前期

的工作基础比较好，便于开展工作；第三，两个村自身的特点及典型性。 

 

工作村（白林村、虎峰山村）的特点： 

第一，地处城乡结合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难以纳入城市。  

第二，两村的城乡结合区位是突发式、跨越式的，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三，土地流转率高，但开发利用不充分，村民由此的收益并不明显。  

第四，村民的非劳动就业率高，但大多属于离土不离乡。 

第五，居民居住相对比较集中，特别是白林村，近一半居民住进了农民新村。 

第六，问题多、矛盾大。各种矛盾交织，甚至可以说是城乡矛盾的多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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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地。 

 

2. 工作机制 

领 导 小 组 ：  专家团队 

督导团队             

执行团队             

 

二、 项目计划 

 

1、工作目标及内容  

（1）目标： 

在为两村居民提供直接服务的基础上“探索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重庆农村

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流程、服务标准、工作机制及评价机制”等。  

（2）工作内容： 

第一，农村社区弱势人群个体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反家庭

暴力、精神慰藉、心理支持、行为纠偏及能力建设等诸方面。 

第二，农村社区弱势群体团体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老年互助团体、女

性互助发展小组、儿童激励成长小组、邻里支持计划等诸方面。 

第三，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社区归属及认同、社区参与及

民主管理、社区资源的评估及整合、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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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和策略  

（1）方法： 

我们认为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十分宽广，介入策略也具有多样性。虽然

在一般情况下，一讲到社会工作的方法，就会想到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

作以及社会工作行政等，但这些方法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过程中如何加以细化

和灵活的应用，是必须要给予充分重视的，因为，任何方法都不是孤立和僵化的，

必须要考虑到服务社区、人群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实务现场的情境化，因此，我

们在白林村和虎峰村的服务也是更多的从村庄实际和需求本身来考虑方法、技巧

的应用以及应当采取的策略。 

 

（2）策略：基于社会工作“人与环境互动”的基本分析视角，结合两村实

际，参照地区发展模式采取了如下策略并开展服务 

 

3、可行性评估 

第一，市、区民政部门及镇政府、村两委会的大力支持、配合，为项目的推

行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和组织保证。  

第二，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师生的积极投入和踊跃参与，为项目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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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证。  

第三，有长期的工作基础，为项目的推行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第四，广大村民的各种现实需求、对社工一定程度的了解、一定的参与和配

合意识，是项目得以推行的现实依据和群众基础。 

当然还有一定的私人关系和资源。 

 

三、 组织实施过程 

3-4 月，村庄考察、需求评估 

5 月签订“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示范项目任务书”并举行了项目启动

仪式。 

为组织实施好项目，为两村村民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促进两村社会经济发

展，为在更大的农村区域实施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积累经验，组建了领导小组、专

家团队、督导团队和执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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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形式 

 

需求评估 

针对两村实际，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前，进行了比较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

认真开展服务需求分析和评估。 

调查研究和需求评估方法：走访、观察、小型会议以及村民的参与式评估。

通过调查，了解村庄的历史、现状，感受村民对未来的期盼，也对村庄及周边的

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村庄及村民的需求与愿景。 

最终形成了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需求分析报告。在项目启动之前，已经基本

完成了两个村的需求评估，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方案并提供了初步的服务；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需求分析和服务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如《白林村、虎峰村妇女需求评估及服务方案》、《白林村、虎峰村老年人需求评

估及服务方案》、《白林村、虎峰村儿童需求评估及服务方案》。 

 

个案工作 

走访村民 100 余人次，建立个案档案 42 份，重点开展个案服务 6 个，个案

会谈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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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是我们开展服务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之一，截止今年 3 月，完成 5

个小组（科普、儿童朋辈支持小组、老年互助、妇女文艺小组、果农互助小组）

近 80 节活动（5 个小组*2 次活动/月*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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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 10 个 

寄情白林村，热闹端阳节 

到农村去，向老党员学习 

暑期留守儿童夏令营 

凉在身上，暖在心上 

减灾防灾宣传演练  

浓情中秋、情系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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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务成效与经验总结 

1.成效 

（1）疏导了个案村民的心理压力，给予个案服务对象极大的精神抚慰，提

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信心。个体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是我们在两村开展服务的

重点之一。通过梳理、确立重点个案服务对象，改善她们的生活品质，激发她们

的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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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了村民的了解和认同，增进了村民的团结与归属。我们常说村庄

是熟人社会，但那是指传统的村社，但像白林村、虎峰村这样的村庄，经历了村

庄合并、新村集中居住、市场冲击等变革，村民的村域行政关系、邻里关系、观

念和意识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关系变得生疏、紧张和计较了，通过组织“激

情白林村 热闹端阳节”、“浓情中秋，情系夕阳红 ”等系列主题活动，促进了村

民的了解和认同，增进了村民的团结与归属。 

 

（3）丰富、活跃了村庄生活，提升了村民的主观幸福感。尽管两村都临近

城市，但原来地势比较偏远，居住也比较分散，生活相对安静而单调，进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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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点后，村民还是难以一下子改变和适应。通过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村民感

觉生活丰富、充实了很多，幸福感得以增强，许多人都认为就像真正的城里人一

样。 

 

 

 

 

 

 

 

 

 

 

（4） 改善了村庄环境，普及了科学知识，提升了村民的环保意识和减灾防

灾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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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促进了社区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为村干部在工作方法和技巧上提

供了借鉴。  

（6）为促进村民增收、村域经济的发展开阔了思路。 

 

 

 

 

 

 

 

 

2.经验总结与反思 

第一，相关各方及其领导必须给予重视并通力协调配合。农村社会工作比城

市社会工作的开展面临更多的困难，没有各方的重视、支持和协调配合，充分整

合各方资源，社会工作是难以进入村庄开展相关工作的。 

第二，乡村关怀与社会工作伦理。农村虽然发展了，但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

很大，各方面的条件比较艰苦，没有对乡村的关怀和热爱，就难以下到农村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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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行，社工服务就无从谈起。同时，从现代文明与城市文化的角度，乡村是落

后的、保守的，村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不同，

没有牢固内化的社工伦理价值，不可能做到尊重村民，与村民的平等，更不可能

放下自己让村民案主自决。因此，社工需要多“接地气”。 

第三，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和专业魅力。对于村庄、村干部和村民来说，

社会工作是一个陌生的东西，靠什么来获取村民的认同和接纳，靠的是社工的独

特性和魅力，而社工的魅力来自服务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来自社工真正“以人为

本”基础上的周密调查、需求评估和完善的服务方案以及热情而细致的方案执行。 

第四，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问题。当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背后两种理

论视角——缺乏视角与优势视角一直激烈地争论着。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中国农

村是复杂的，每一个村庄内部及其村民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单从缺乏视角或者优

势视角恐怕都很难对村庄及其村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估量，建立在其上的社会

工作实务也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我们主张从综合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

问题。 

第五，需求导向的介入策略与依赖性问题。农村社会工作一定要注重社区需

求为导向的介入理念，社区和村民的需要应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农

村发展和其它社会工作的开展也应以社区及村民的需求作为导向。但在实际的介

入过程中，各合作方，特别是区、镇、村在本身对社工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同

的情况下，可能会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常规的行政性事务交织在一起，或者简

单地把非社会工作专业的任务放到社会工作实务中来，这都会影响服务的效果，

弱化专业服务满足村民需求的能力。同时，在当下农村越来越原子化的情况下，

受市场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有的村民开始从服务中追求单方面的好处和实惠，

从而导致一种服务依赖的可能性。   

第六，“以城市为中心”的专业导向和政策背景与服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无

论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还是政府的相关政策导向，都主要聚焦于城市社会问题，

回应城市的各种矛盾和需求，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实践局面，农

村社区即便是城郊农村社区都没有收到应有的关注，缺乏必要的投入和难以形成

较为稳定的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使得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持续服务难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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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最后的结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许多远离城市的传统农区被

带入城市边沿成为新的城郊农村社区。新城郊农村社区的突发式变迁使其在思想

观念、行为习惯、生活适应、文化交融、利益分配等方面出现诸多问题和不适应。

重庆市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对化解城郊农村社区各

种矛盾和问题，调适村民因社区环境变化带来的不适，回应农村社区及村民的需

求，促进社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不仅非常急迫，而且意义重大。但在社会工作

聚焦城市社会问题的专业导向和政策背景下，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又深

受各方因素的制约，需要进行多方面反思和系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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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新生开启乡村整体营造 

——一个广州从化仙娘溪妇女互助小组的故事 

闫红红 

 

目录 

一、 项目缘起 

二、 老屋再造，“八仙娘”开旅社 

三、 生态、传统文化助力旅社良性发展 

四、 乡村旅社开启的社区整体营造 

 

一、 项目缘起 

广州市民政局于2010年推出了33个广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有幸承接了“城乡合作 公平贸易 共创生态文明

与可持续生计”试点项目。 

项目选择了广州市从化最偏僻的良口镇长流村仙娘溪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

务，这也是试点项目中唯一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 

 

二、 老屋再造、“八仙娘”开旅社 

 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仙娘溪： 

长流仙娘溪村位于从化市东北部的良口镇山区，属于流溪河国家森林保护区

和广州水源林保护区，自然环境优越。 

整个村有 85 户，450 人，常住人口 400 人左右，可耕地面积大约 820 亩，

其中水田、菜地为 220 亩左右、沙糖桔 600 亩。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沙糖桔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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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四周环

山、空气清新、

清澈的溪水绕村

而流。山上溪水

潺潺、竹林簇簇，

青梅、李子等多

种果树林立。仙

娘溪乡村旅社就

是悠然的处于这

青山绿树间。 

 

 

 

 

 

 

 

 

三、 乡村旅社，传承文化、增强社区认同、连结城乡 

 

 

 

 

 

 

 

情意自然 

农耕体验 

传统技艺 

妇女增权 

村庄认同 

城乡交流 

减低排斥 

老屋再造 

发育乡村 

旅社小组 

开展体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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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乡村旅社开启的社区整体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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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中祠堂和风水池等公共空间的修缮 

 

 

 

 

 

 

 

 

 

 

 

 链接外部资源，开展铺路、修桥等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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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张对比照分享 

 

之前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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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土地与自然：论灾害的根源与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略） 

古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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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的中国灾害社会工作 

——写在 5.12地震五周年、芦山地震发生时 

沈文伟  陈会全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摘要：雅安芦山4.20地震发生在汶川5.12大地震五周年之际，面对着突如其来

的巨大灾难，我们在缅怀逝者的同时，也欣慰的看到在5.12灾后重建中成长起来的

社工们行动起来投入新的地震灾区。为了能够更好的投入新的灾后重建，本文批判

性的回顾了5.12地震后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如灾害社会工作文献大量出版，社会

工作项目和社会服务机构数量激增等。同时年轻的灾区社会工作者面临着稀缺的专

业认可、严峻的工作环境、模糊的发展空间和支持等挑战。然而，在灾后重建的艰

难过程中，他们因着自身的抗逆力、服务对象的成长及服务目标的实现所带来的激

励始终向前。本文希冀通过对过往5年灾害社会工作的整体呈现，一方面指出我国灾

害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和优势，另一方面提出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在

现实层面帮助到参与雅安芦山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各方。 

 

关键词：中国、汶川地震、雅山芦山地震、灾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 

 

（正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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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芦山地震的新特点与社会工作的新挑战 

齐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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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下午 2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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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下午 4 点 

4 月 30 日 下午 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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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灾后重建 

——汶川地震五周年祭 

史柏年 

 

【摘要】灾后重建必须有清晰、系统重建思路作指引。不同的重建思路将带

来不同的重建结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指引大灾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大致有

两种不同的思路：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论文分析了在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两种

不同灾后重建思路指引下开展的灾后重建的实践，以及比较了两种实践造成的不

同结果，进而指出，要完成后重建阶段社会建设的任务，必须在指导思想和实施

方法上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社会控制  社会治理  灾后重建 

 

2008年 5月 12 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已经过去五年。五年中，灾区经

历了规模宏大且艰苦卓绝的恢复重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然，五年

的灾后重建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与教训。本文借汶川地震灾后五年重建历程的回顾

之际，对汶川灾后重建的指导思想做一番梳理与反思，目的是为今后类似的社会

建设工程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社会控制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实践 

灾后重建作为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量大、历时久远的社会工程，

必须有清晰、系统的指导思想（也即重建思路）作指引。不同的重建思路将带来

不同的重建结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指引大灾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大致有两

种不同的思路：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 

社会控制，是由社会统治理念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管理的思路，意指社会组

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从本质上看，社会控制具

有明显的集中性和超个人性。集中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集中地反映并服务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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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组织的总体利益和最高意志。超个人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以某种社会名

义,代表某个社会组织施行控制。正是这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超个人性，使它更

有力地控制个人。10 

“社会控制”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于 1901 年在《社会控制》

一书中提出的。罗斯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

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以前这种平衡由同情心、互助性、正义感所组成的人性

中的  “自然秩序”来维持，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都市化和大规模移民破坏了

这种“自然秩序”，所以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罗

斯提出的“社会控制”概念影响很大，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中国是一个崇尚社会为本的国家，中国又处在以满足温饱为基本目标的发展

阶段，中国社会历来强调运用社会力量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

使其遵从社会规范，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改革开放前，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

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又限制人们的流动，所以，社会稳定得

以维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城乡间人员流动的限制也打破了，

统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也被多元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代替，似乎一切都在变化

中，一切后果都难以预料和掌控。在此情况下，“社会控制”的理念和机制作用，

是政府最感兴趣的。 

社会控制思想运用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即主张由政府完全掌控灾后重建资

源，由政府完全主导灾后重建的一系列计划、组织、协调和决策。每次大灾之后

由于面临的重建任务繁重复杂，所以以往的灾后重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

灾后重建主要以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人员为主体，少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和人

员参与；其二，灾后重建主要通过行政渠道和行政手段开展，少有社会工作等专

业的方法介入；其三，灾后重建以资金和物质的救助为主，少有咨询辅导、社会

功能重建等方面的服务内容。 

汶川地震灾害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举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投入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中央政府责成经济社会较发达的省和直辖市，对

口援建遭受极重灾害的县或县级市，使得极重灾区恢复重建所需的经费和物质基

                                                             
10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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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得到了保障。这样一种以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力量无偿对口援建一个县级极重

灾区的措施，其覆盖的范围和支持的力度，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以往的灾害救

助历史中少有的，这种做法被称作中国特有的“无缝隙”救灾体系。 

“无缝隙”救灾体系凸显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抗灾救灾和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

序的强大决心，体现了“总体性社会（或后总体性社会）”制度在集中力量应对

突发事件上的优越性。但是，以政府为主导和以政府为主要力量的灾害救助和灾

后重建，也使得民间力量（包括社会团体和个人）和以服务为本的专业（包括社

会工作）介入四川灾后重建的空间十分有限。 

一方面，由于财政预算和社会捐赠的救灾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

又主要通过“无缝隙”救灾体系发放救灾物资，民间力量取得这些资源的途径很

少、数量很小。在物质性的重建任务压倒一切的灾区政府和民众面前，民间力量

的介入与否，似乎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 

另一方面，由于在“无缝隙”救灾体系中，各级政府承担的灾民安置、物资

发放、住房修建、生产恢复等灾后重建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而且政策性强。所

以，用行政手段推行的各种救灾措施只能照顾到大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很难满足

小的灾民个体和居民社区复杂多样的不同需求。为了有效实现对灾区社会秩序的

掌控以完成灾后重建任务，一些政府机构及其人员不希望有太多价值理念和行事

方式与其相左的专业社会团体介入灾区的事务。11 

在上述社会控制理念指引下的灾后重建，灾区社会呈现出以下喜忧参半的局

面： 

——在“三年任务两年完成”、“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口号指引下，以住房

修建、道路修筑、生产恢复等物质性建设为目标的灾区重建任务，以超出常规的

速度提前完成，灾区民众的基本生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以保障。但是，以重

构灾区民众和谐关系为目标的社会建设的任务完成却相对滞后，经济建设与社会

建设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在“无缝隙”的 “省”与“县”的对口无偿援建中，各援建地区和单

                                                             
11

 史柏年 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发展策略——以“抗震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项目为例 载《中国社会

工作》（北京）200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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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间相互攀比与竞赛，集中人财物方面的优质资源开展项目援建，一大批高标

准、超规格的公路、学校、医院建成，地处西部的受灾地区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灾区民众享受到了灾前无法享受的物质生活。但是，超规格甚至超豪华的设施设

备也给灾区民众带来了使用、维护和管理方面的成本负担与压力。 

——在“节省土地资源”、“便于社区管理”原则指引下，由政府主导甚至由

政府包办的灾区家园重建中，集中连片的住宅楼宇拔地而起，依土地而建的自然

村落变成了集中居住的居民小区，没有进城的灾区民众过上了“楼上楼下”、“电

灯电话”的“类城市”生活。但是，由“抽签”、“抓阄”确定的居住格局和邻里

关系，打破了长久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习惯于“散居生活”的村民在“类

城市”环境中生活处处感觉不便。 

——在“统一管理和使用救灾资源”的说辞下，政府对于各级财政拨付的救

灾物资实施严格掌控，基本用于物质性的灾后救济和对口支援的重建项目；对于

慈善性的社会捐助物质，也授权由少数几个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统一

募集和使用。这样的财物管控方法，一方面，避免了救灾物资的私自挪用和浪费；

另一方面，却也使得除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开展的救助活动难以获得资金支

持。 

——在“保持灾区生产生活有序及社会安宁”的理由，以及“加油不添乱”

的规范要求下，政府对于来自省内外、国（境）内外的社会志愿性救灾团体及其

活动实施较为严格的审核与“准入”制度。这样做法的结果，一方面，保持了政

府对于灾区社会的有效掌控；另一方面，却也失去了促成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

个人共治局面的大好机会。 

 

二、社会治理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探索 

与社会控制理念不同的又一种灾后重建思路是社会治理。治理理论于 20世

纪 80年代末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

及经合组织中兴起，它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

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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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

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12与社会控制相比，社会治理具有

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行为主体由一元变为多元。社会控制侧重政府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

能，强调政府是社会管理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而社会治理则强调合法权力来源

的多样性，认为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以及公民个人

等同样具有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第二，政府行为由包办变为引导。在“为民做主”的理念指引下，社会控制

很容易表现为“做人民主”，政府往往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

务；而社会治理理念则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政府不再包

办一切，而是致力于引导各种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共同承担社会

管理事务。 

  第三，权力运行由单向变为双向。社会控制的权力运行依循自上而下的方向，

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行政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

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则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管理过程，

它主要通过谈判协商、对话合作、沟通交流、相互认同和确立目标等方式对公共

事务实施管理。 

第四，相互关系由从属变为合作。在社会控制格局下，除了政府被赋予管理

社会的职能外，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被看作是控制行为的对象，政府与民

众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社会治理则强调社会组织与公

民个人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同等权利，在社会治理格局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公

民个人之间是“平等”、“合作”、“相互监督”的伙伴关系。 

第五，治理过程由短期变为长期。在社会控制视野下，政府行为目标侧重于

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而在社会治理视野下，行为主体更看

重社会基本要素的培育，其中包括社会组织体系的发育完善、公民个人参与公共

事务积极性和能力的增长、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的形成、社会中不

同行为主体交往互动方式和机制的磨合等。而这些社会基本要素的培育，绝不是

                                                             
12

  陈家刚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载《学习时报 》2012年10月22日 

http://www.studytimes.com.cn:9999/epaper/xxsb/html/2012/10/22/06/06_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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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大跃进式”的社会动员即能奏效，需要通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 

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实践看，社会治理的重建思路虽然不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在世界性的“行政改革”与“政府再造”潮流影响下，尤其是在党的科学

发展观思想指引下，参与灾后重建的各级政府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经历

着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再加上四川灾后各类社会组织的介入

与坚持，社会治理的重建思路在四川灾后的特定地区、特定项目和特定人群中

有了初步的实践和探索。例如： 

——对口援建四川都江堰的上海市政府，组建四支社会工作专业队伍，进驻

四个灾后临时安置板房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与社区组织及居民一起，通过

召开“巷巷会”、制定“和谐巷公约”、推动“火凤凰计划”等措施，营造出多

方参与建设灾后家园的喜人景象。 

——在对口援建的两地政府支持下，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师生

在震中汶川映秀镇创建了社会工作站，并深入汶川重灾区草坡乡等地开展专业服

务。在草坡乡政府支持下，社工与当地村民参与设计、施工和精心准备，将“汕

头援建指挥部”公共建筑打造成集“乡村旅游”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基地为

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 

——对口援建四川理县的湖南省政府，将社会关系重建纳入灾后援建规划，

出资支持长沙民政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师生，在理县创建“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深入汉族和羌族等村寨，提供的专业服务覆盖理县近百分之十六的人口，

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13 

——由李嘉诚基金会与民政部救灾司合作开展的 “5.12地震极重灾区四川

省彭州市小鱼洞镇灾后社区重建项目”，将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综合性恢复

重建模式及国家级重建项目示范点为目标，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的多元化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合作的“希望学校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在受灾地区教育部门及学校和家长配合下，在四川广元

和德阳两市的九所中小学开展三年专业服务之后，又由广元市利州区以政府购买

                                                             
13

 中国社工协会组织专家赴理县考察验收社会工作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网  2010-09-27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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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支持专职社会工作者注册成立“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继续为灾区

民众提供服务。 

——彭州通济镇大坪村村民通过参与式规划，将自然村分成五个自然组合的

居住点，将生态旅游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方向，并积极培养乡土建筑师，就

地取材，利用本乡生产的木材，结合当地资源条件修建生态住房，倡导家庭使用

环保厕所、沼气灶；帮助农民开展刺绣、生态养殖、种植等农业生产，为绿色生

态产品找到出路；将村民民主参与的方式融入到项目开展中，村里所有重大公共

决策都通过村民讨论，特别强调重建中的文化因素，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落

到实处。14 

………… 

从上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典型经验可见，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已经在部

分地区、部分项目和部分人群中得到传播和探索，这些做法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

的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政府部门作为最终的责任主体，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组织、

协调与提供资源保障的主导作用；二是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

位、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灾后重建事务，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

管理机制；三是社会工作团体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着链接社会资源、倡导社会公平、

强化社会网络和改善社会环境的专业作用；四是灾后重建已经从侧重住宅、厂房、

校舍、道路等物质性的设备设施建设，扩展到重视民众心理健康的维护及社会关

系的重建；五是在政府支持及专业团体帮助下，灾区民众自组织的意识和能力不

断提升，纷纷通过联合与结社的形式面对与解决共同关心的社区事务 。总之，

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已经在汶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中初见端倪。 

 

三、后重建阶段：从社会控制走向社会治理 

有关大灾之后的救援与恢复重建的阶段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台湾大

学冯燕教授（2008）根据台湾 921大地震的经验，提出紧急救援、临时安置和灾

后重建三阶段主张，即：第一阶段（灾后一个月内），主要工作目标是生命安全

的维护，包括“生命救援、临时安置、危机处理以及需求评估”等；第二个阶段

                                                             
14

 郭虹 四川灾后重建中的社会问题  城市社区参与资源平台201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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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一个月到半年之间），主要工作目标是“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赈灾措施、

资源协调”等；第三个阶段（灾后半年到三年之间），主要工作目标是“生活重

建、关怀弱势、心理重建以及建立制度”等。15  

其实，一次大的自然灾害过后的重建工作需要经历的恢复重建，是个比学者

预计更为长期的过程。许多台湾学者认为，921地震已经过去十多年，但是灾后

重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相比之下，汶川地震后过去五年也只是初步完成了灾区

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重建任务，从今往后，受灾地区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作“后

重建阶段”的发展时期。 

后重建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通过综合性的评估、宣传教育和制度建设，建

立起一个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全民性减灾防灾体系，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突

发性的各种灾害，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从物质、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着眼

与着手，恢复、改造和重建一个生产运行正常、物质丰富充裕、公民心理健康、

社会组织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要达致上述目标，社会控制的理念与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必须在指导思想

和实施方法上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首先，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必须在执政理念和方法上实现大的转变，充分认识

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已经不能靠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已经不能单靠自上而下

的行政命令就能奏效，而要发动和依靠更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共同参与，在与

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协商合作中才能达到善治社会的目标。 

其次，广大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联系和动员各自所属社会成员关注和参与社

会事务的作用，协同政府一起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在政府执行的社会政策只能

照顾到大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以及只能满足大的社会需求的同时，通过社会

组织的资助运行来满足小的社会群体及公民个人的特殊需求。 

灾后，广大社会公众要摆脱凡事依赖政府的心理状态，真正发挥社会主人翁

的作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和实施，在遵循社会规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的同时，善于表达自身意愿及满足自身利益。 

                                                             
15
 冯燕.台湾921重建中的社会工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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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按照社会治理的思想指引，在后重建阶段的社会建设中，真正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理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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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灾后重建 

——汶川地震五周年祭（大纲版） 

史柏年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已经过去五年。五年中，灾区经

历了规模宏大且艰苦卓绝的恢复重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然，五年

的灾后重建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与教训。本文借汶川地震灾后五年重建历程的回顾

之际，对汶川灾后重建的指导思想做一番梳理与反思，目的是为今后类似的社会

建设工程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 

灾后重建作为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量大、历时久远的社会工程，

必须有清晰、系统的指导思想（也即重建思路）作指引。不同的重建思路将带来

不同的重建结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指引大灾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大致有两

种不同的思路：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 

一、 社会控制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实践 

社会控制，是由社会统治理念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管理的思路，意指社会组

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从本质上看，社会控制具

有明显的集中性和超个人性。集中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集中地反映并服务于特

定社会组织的总体利益和最高意志。超个人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以某种社会名

义,代表某个社会组织施行控制。正是这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超个人性，使它更

有力地控制个人。 

中国是一个崇尚社会为本的国家，中国又处在以满足温饱为基本目标的发展

阶段，中国社会历来强调运用社会力量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

使其遵从社会规范，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改革开放前，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

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又限制人们的流动，所以，社会稳定得

以维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城乡间人员流动的限制也打破了，

统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也被多元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代替，似乎一切都在变化

中，一切后果都难以预料和掌控。在此情况下，“社会控制”的理念和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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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最感兴趣的。 

社会控制思想运用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即主张由政府完全掌控灾后重建资

源，由政府完全主导灾后重建的一系列计划、组织、协调和决策。每次大灾之后

由于面临的重建任务繁重复杂，所以以往的灾后重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

灾后重建主要以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人员为主体，少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和人

员参与；其二，灾后重建主要通过行政渠道和行政手段开展，少有社会工作等专

业的方法介入；其三，灾后重建以资金和物质的救助为主，少有咨询辅导、社会

功能重建等方面的服务内容。 

汶川地震灾害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举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投入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中央政府责成经济社会较发达的省和直辖市，对

口援建遭受极重灾害的县或县级市，使得极重灾区恢复重建所需的经费和物质基

本得到了保障。这样一种以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力量无偿对口援建一个县级极重

灾区的措施，其覆盖的范围和支持的力度，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以往的灾害救

助历史中少有的，这种做法被称作中国特有的“无缝隙”救灾体系。 

“无缝隙”救灾体系凸显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抗灾救灾和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

序的强大决心，体现了“总体性社会（或后总体性社会）”制度在集中力量应对

突发事件上的优越性。但是，以政府为主导和以政府为主要力量的灾害救助和灾

后重建，也使得民间力量（包括社会团体和个人）和以服务为本的专业（包括社

会工作）介入四川灾后重建的空间十分有限。 

一方面，由于财政预算和社会捐赠的救灾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

又主要通过“无缝隙”救灾体系发放救灾物资，民间力量取得这些资源的途径很

少、数量很小。在物质性的重建任务压倒一切的灾区政府和民众面前，民间力量

的介入与否，似乎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 

另一方面，由于在“无缝隙”救灾体系中，各级政府承担的灾民安置、物资

发放、住房修建、生产恢复等灾后重建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而且政策性强。所

以，用行政手段推行的各种救灾措施只能照顾到大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很难满足

小的灾民个体和居民社区复杂多样的不同需求。为了有效实现对灾区社会秩序的

掌控以完成灾后重建任务，一些政府机构及其人员不希望有太多价值理念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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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与其相左的专业社会团体介入灾区的事务。 

在上述社会控制理念指引下的灾后重建，灾区社会呈现出以下喜忧参半的局

面： 

——在“三年任务两年完成”、“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口号指引下，以住房

修建、道路修筑、生产恢复等物质性建设为目标的灾区重建任务，以超出常规的

速度提前完成，灾区民众的基本生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以保障。但是，以重

构灾区民众和谐关系为目标的社会建设的任务完成却相对滞后，经济建设与社会

建设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在“无缝隙”的 “省”与“县”的对口无偿援建中，各援建地区和单

位之间相互攀比与竞赛，集中人财物方面的优质资源开展项目援建，一大批高标

准、超规格的公路、学校、医院建成，地处西部的受灾地区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灾区民众享受到了灾前无法享受的物质生活。但是，超规格甚至超豪华的设施设

备也给灾区民众带来了使用、维护和管理方面的成本负担与压力。 

——在“节省土地资源”、“便于社区管理”原则指引下，由政府主导甚至由

政府包办的灾区家园重建中，集中连片的住宅楼宇拔地而起，依土地而建的自然

村落变成了集中居住的居民小区，没有进城的灾区民众过上了“楼上楼下”、“电

灯电话”的“类城市”生活。但是，由“抽签”、“抓阄”确定的居住格局和邻里

关系，打破了长久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习惯于“散居生活”的村民在“类

城市”环境中生活处处感觉不便。 

——在“统一管理和使用救灾资源”的说辞下，政府对于各级财政拨付的救

灾物资实施严格掌控，基本用于物质性的灾后救济和对口支援的重建项目；对于

慈善性的社会捐助物质，也授权由少数几个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统一

募集和使用。这样的财物管控方法，一方面，避免了救灾物资的私自挪用和浪费；

另一方面，却也使得除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开展的救助活动难以获得资金支

持。 

——在“保持灾区生产生活有序及社会安宁”的理由，以及“加油不添乱”

的规范要求下，政府对于来自省内外、国（境）内外的社会志愿性救灾团体及其

活动实施较为严格的审核与“准入”制度。这样做法的结果，一方面，保持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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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于灾区社会的有效掌控；另一方面，却也失去了促成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

个人共治局面的大好机会。 

二、社会治理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探索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

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

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与社会控制相比，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行为主体由一元变为多元。社会控制侧重政府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

能，强调政府是社会管理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而社会治理则强调合法权力来源

的多样性，认为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以及公民个人

等同样具有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第二，政府行为由包办变为引导。在“为民做主”的理念指引下，社会控制

很容易表现为“做人民主”，政府往往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

务；而社会治理理念则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政府不再包

办一切，而是致力于引导各种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共同承担社会

管理事务。 

第三，权力运行由单向变为双向。社会控制的权力运行依循自上而下的方向，

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行政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

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则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管理过程，

它主要通过谈判协商、对话合作、沟通交流、相互认同和确立目标等方式对公共

事务实施管理。 

第四，相互关系由从属变为合作。在社会控制格局下，除了政府被赋予管理

社会的职能外，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被看作是控制行为的对象，政府与民

众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社会治理则强调社会组织与公

民个人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同等权利，在社会治理格局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公

民个人之间是“平等”、“合作”、“相互监督”的伙伴关系。 

第五，治理过程由短期变为长期。在社会控制视野下，政府行为目标侧重于

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而在社会治理视野下，行为主体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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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社会基本要素的培育，其中包括社会组织体系的发育完善、公民个人参与公共

事务积极性和能力的增长、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的形成、社会中不

同行为主体交往互动方式和机制的磨合等。而这些社会基本要素的培育，绝不是

依靠“大跃进式”的社会动员即能奏效，需要通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 

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实践看，社会治理的重建思路虽然不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在世界性的“行政改革”与“政府再造”潮流影响下，尤其是在党的科学发

展观思想指引下，参与灾后重建的各级政府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经历着执

政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再加上四川灾后各类社会组织的介入与坚

持，社会治理的重建思路在四川灾后的特定地区、特定项目和特定人群中有了初

步的实践和探索。例如： 

——对口援建四川都江堰的上海市政府，组建四支社会工作专业队伍，进驻

四个灾后临时安置板房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与社区组织及居民一起，通过

召开“巷巷会”、制定“和谐巷公约”、推动“火凤凰计划”等措施，营造出多方

参与建设灾后家园的喜人景象。 

——在对口援建的两地政府支持下，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师生

在震中汶川映秀镇创建了社会工作站，并深入汶川重灾区草坡乡等地开展专业服

务。在草坡乡政府支持下，社工与当地村民参与设计、施工和精心准备，将“汕

头援建指挥部”公共建筑打造成集“乡村旅游”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基地为

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 

——对口援建四川理县的湖南省政府，将社会关系重建纳入灾后援建规划，

出资支持长沙民政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师生，在理县创建“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深入汉族和羌族等村寨，提供的专业服务覆盖理县近百分之十六的人口，

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由李嘉诚基金会与民政部救灾司合作开展的 “5.12 地震极重灾区四川

省彭州市小鱼洞镇灾后社区重建项目”，将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综合性恢复

重建模式及国家级重建项目示范点为目标，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的多元化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合作的“希望学校社



    
 

123 

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在受灾地区教育部门及学校和家长配合下，在四川广元

和德阳两市的九所中小学开展三年专业服务之后，又由广元市利州区以政府购买

的形式，支持专职社会工作者注册成立“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继续为灾区

民众提供服务。 

——彭州通济镇大坪村村民通过参与式规划，将自然村分成五个自然组合的

居住点，将生态旅游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方向，并积极培养乡土建筑师，就

地取材，利用本乡生产的木材，结合当地资源条件修建生态住房，倡导家庭使用

环保厕所、沼气灶；帮助农民开展刺绣、生态养殖、种植等农业生产，为绿色生

态产品找到出路；将村民民主参与的方式融入到项目开展中，村里所有重大公共

决策都通过村民讨论，特别强调重建中的文化因素，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落

到实处。 

从上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典型经验可见，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已经在部

分地区、部分项目和部分人群中得到传播和探索，这些做法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

的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政府部门作为最终的责任主体，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组织、

协调与提供资源保障的主导作用；二是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

位、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灾后重建事务，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

管理机制； 

三是社会工作团体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着链接社会资源、倡导社会公平、强化

社会网络和改善社会环境的专业作用；四是灾后重建已经从侧重住宅、厂房、校

舍、道路等物质性的设备设施建设，扩展到重视民众心理健康的维护及社会关系

的重建；五是在政府支持及专业团体帮助下，灾区民众自组织的意识和能力不断

提升，纷纷通过联合与结社的形式面对与解决共同关心的社区事务 。 

三、后重建阶段：从社会控制走向社会治理 

汶川地震后过去五年也只是初步完成了灾区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重建

任务，从今往后，受灾地区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作“后重建阶段”的发展时期。 

后重建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通过综合性的评估、宣传教育和制度建设，建

立起一个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全民性减灾防灾体系，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突

发性的各种灾害，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从物质、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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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着手，恢复、改造和重建一个生产运行正常、物质丰富充裕、公民心理健康、

社会组织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要达致上述目标，社会控制的理念与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必须在指导思想

和实施方法上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首先，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必须在执政理念和方法上实现大的转变，充分认识

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已经不能靠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已经不能单靠自上而下

的行政命令就能奏效，而要发动和依靠更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共同参与，在与

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协商合作中才能达到善治社会的目标。 

其次，广大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联系和动员各自所属社会成员关注和参与社

会事务的作用，协同政府一起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在政府执行的社会政策只能

照顾到大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以及只能满足大的社会需求的同时，通过社会

组织的资助运行来满足小的社会群体及公民个人的特殊需求。 

最后，广大社会公众要摆脱凡事依赖政府的心理状态，真正发挥社会主人翁

的作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和实施，在遵循社会规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的同时，善于表达自身意愿及满足自身利益。 

总之，要按照社会治理的思想指引，在后重建阶段的社会建设中，真正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理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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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与权威：灾后社区重建中的两种发展道路 

——对 512地震灾后重建中龙门山镇的民族志研究 

朱健刚 羡晓曼 

  

【摘要】：在 512 地震三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

使得权威主义治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灾害应对机制。与此同时，发展 NGO 的介入

是 512 地震灾后社区重建的新的民间社会参与形式。发展 NGO 强调以“赋权”

为核心的参与式发展。通过笔者持续三年对四川省龙门山镇 A 社区和 B 社区的

社区重建的民族志研究，在社区工作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参与式发展的策略遇到

了权威治理模式的挑战。本文通过比较指出，无论是参与式发展还是权威主义发

展，社区实际上是处于更加迅速的灾后重建过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以及社会管理

改革的过程之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

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和以往计划体制下的权威治理思路都难以应对。但社会治理

制度能否变化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关键词】：灾难 灾后重建  参与式发展  权威治理 

  

（正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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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灾害社会工作与社区重建——经验与反思 

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乔益洁 

 玉树 GD村联合社会工作站     赵文财 

 

摘要：玉树灾害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的三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紧急救援”、“灾后重建”

两个阶段。紧急救援以服务在西宁各大医院的伤员情绪安抚和资源链接为主，灾后重建以

GD 村联合社会工作站为主体，发掘和链接政府、民间组织、宗教团体等各方资源，搭建社

会支持网络，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探索灾后集中定居的牧民生计恢复和可行之策。玉树

GD 村社工站是青海本地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成长和服务的平台，也可链接外部资

源弥补本土社会工作因年幼无法独自完成任务的不足。玉树 GD 村社工站初步形成了境内外

高校和本地区民间组织合作介入灾后社区重建的介入模式可资借鉴。 

关键词：灾害社会工作   玉树“4·14”地震   玉树 GD村联合社会工作站   社区重建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的专业，在西方和台湾有着介入灾害社会工作的经

验。2008年汶川“5·12”地震之后，开创了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和灾后

恢复重建的先河16。汶川地震发生不到两年，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 “4·14”地

震，给国内刚刚总结出灾害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步骤、承担的功能和角色17 的国

内社会工作，再一次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发生地震的青海省藏族自治州玉树县 

18地处三江源腹地，鉴于玉树在地理、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和民族的独特需

要，社会工作介入玉树灾后重建的意义重大。  

 

一、介入玉树灾害社会工作前的准备工作 

作为青海省最早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在地震发生

                                                             
16

  http://sw.mca.gov.cn/article/llyjlm/201010/20101000108146.shtml 
17

  张和清：灾害社会工作——中国的实践与反思，第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 
18
  玉树州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少数民族

自治州中主体民族比例最高、海拔最高、人均占有面积最大、生态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少数民

族自治州。玉树州府所在地玉树县，距离省会西宁市800公里，地形以高原为主，平均海拔4493

米，境内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有951座，大部分终年积雪。属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全年无

四季之分，只有冷暖两季之别，冷季长达7～8个月，暖季只有4～5个月。玉树县总人口12万人

（2010年人口普查）。以藏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6％。 

http://sw.mca.gov.cn/article/llyjlm/201010/201010001081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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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天就迅速做出回应。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藏族志愿者的协助下，深入

到西宁市各大医院，评估伤员的需求，主动寻找和链接资源，为伤员提供力所

能及的服务，专业能力在服务的过程中得以提升。社会工作在本地区的服务协

调平台开始初步发挥作用，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玉树紧急救援，为开展灾后社区

恢复重建迈出了第一步。 

2010年 5月 21-26日，笔者加入由民政部人事司（社会工作司）、救灾司

和国家减灾中心，中山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及《中国社会报》组成的民政部社

会工作调研组，赴玉树专题调研了“4·14”地震后抗震救灾的基本情况，并对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进行了初步探讨。19 

2010年 6月 2 日-6日，由中国社工教育协会、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青海

玉树地震灾区社会工作与护理工作介入工作坊”，工作坊包括“社工与灾难管理：

理念与原则”、“灾害创伤识别与危机干预”等内容20，得到很好响应，为社会工

作专业全体师生、本地 NGO、工青妇参加者逾二百人。 

2010年 7月 21 日到 8月 2日，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玉树调研小组（青

海师范大学教师 2人，学生 15人）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支持下，再次深入玉树结

古地震灾区进行调查21，为灾害社会工作介入重建做准备。与汶川灾后重建不同

的是，没有一支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进入灾区开展持续服务。调查发现，社区民

众的海量需求和问题亟待解决，但同时灾后重建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是“抗

震救灾”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如资源分配不公，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盲目拆迁等

关乎民生的问题不断浮现出来，干群关系持续对立。二是灾后重建除了房屋、道

路、水电等硬件设施的恢复重建外，最艰巨的任务是社区重建，而临时安置区内

                                                             
19
 张和清、杨静、乔益洁：《玉树灾区民众需求调研》，《中国减灾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IN 

CHINA）， 2010(7) 。 
20
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社工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工作经验。霍小玲的“小拼图，大环境”项目

、张和清的“映秀经验--社区发展与灾后生计重建”项目、史铁尔的“理县经验--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工作实践”项目、费梅苹的“都江堰经验--灾后临时安置区社区社会工作”、史柏年的“学

校社会工作与社会关系重建”、陈会全的“学校康复”、沈文伟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陈峰

的“伤亲家属辅导与伤残人士生计规划”、叶嘉宝的“社会工作技巧培训工作坊”。 
21
 调查地点为玉树结古镇赛马场居民安置点、玉树结古镇西杭社区、玉树结古镇新寨村三个区

域。通过入户调查，依据调查问卷，采用访谈方法，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58份。玉树结古镇扎

西科赛马场震后安置了有4000多顶帐篷，预计有12万人寄居此地，居住着本地户籍玉树县所属乡

镇居民，还有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囊谦、杂多、治多、称多、曲麻莱等县的流动人口，以及原籍四

川省和西藏、甘肃地区的藏族同胞，是玉树地震以后最大的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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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复杂，人员流动性大，若在此建立社会工作站，对没有藏区工作经验的

社工而言，面临严峻挑战，应选择适当的社区作为长期工作的地点，开展社区服

务探索。 

 

二、确定工作地点和工作目标 

两次专题调研为选择恰当的工作点做了充分的准备。2011年4月8日，笔者再

赴玉树，参加由九三学社、青海省政府主办，由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青海玉树州政府承办的“三江源的新希望——

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生态重建实践论坛”。论坛结束后，在青

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扎多秘书长的协助下，前往玉树县结古镇GD村22进行建

站实地考察，在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叶青书记的支持下，最终确定了社工站的建站

地点——GD村。选择GD村作为建立社工站的理由如下： 

第一，GD村是 4.14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一个村子。地震共造成全村 242

户房屋倒塌、130处牛羊圈彻底被毁、1200 多头家畜被压埋；全村 57名罹难，

118个牧民被倒塌的房子压伤，其中 61名重伤；全村的公路、通信、学校、桥

梁全面瘫痪，这对全村人的心理重创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全村牧民面临家园被

毁、生计全无的局面，这是社会工作者进入 GD村必须面对。 

第二，GD村是玉树灾后率先恢复重建的两个村之一23。2010年 5月 4日 GD

村率先恢复重建，标志着玉树抗震救灾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 GD村地势

比较宽阔，新址重建采取小组团式的自由布局，适应 GD村作为牧业村的基本的

需要。2010年 11月 171套新房交付使用24，重建工作基本完成，灾民搬入新居，

震后的动荡生活开始恢复平静，但 GD村牧民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生活在三江源腹地的牧民，结束了千百年来游牧分散居住的生活方式，集中

定居，牧民们面对家庭和生活的巨变，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面对如此复杂的局

面，对于本土经验发展中还没有积累的青海社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第三，GD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鼎力支持。GD村党支部叶青书记25在地震发

                                                             
22
 距玉树州府所在的结古镇以西19公里。 

23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100504/15921340.html 

24
 http://qh.people.com.cn/GB/13225325.html 

25
 叶青书记曾于2000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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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后，带领“党员突击队”经过一天一夜的徒手挖掘，抢救了 130 多条生命荣

获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对社工站的工作，以叶青书记为代表

的村党支部及村委会表示，将积极配合社工站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 

第四，境内外高校和本地区民间组织协同工作为灾后重建搭建了合作平台。

基于香港理工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两校长期以来的合作经验, 加上青海省泽德

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态保护行动中有过合作的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青

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在三江源及环青海湖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社区服务网

络，培育了 11家社区组织和近百名公益人才，有着丰富的草原社区工作的经验，

各方将在 GD村探索符合藏族社会实际的社区重建之路。  

 

三、阶段性工作内容（2011年5月-11月） 

玉树GD村联合社会工作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的支持下，由青海省

泽德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携手于2011年5月18日正式

启动，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21人（其中藏族学生8人）分三批在

站工作共六个多月。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的改变的过程，丰富了国内外灾害社会

工作的知识体系，也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追求。 

工作一：融入社区 

玉树GD村联合社会工作站所在的GD新村，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体的藏族聚居

区，距西宁820公里，距结古镇19公里，平均海拔4300米。社工站开展工作初期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自然环境恶劣，高原反应强烈，语言不通，全民信教，

且心理素质、语言风格、审美观点、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等方面有着鲜明康巴特

点的藏族社区，与社区建立关系，被当地牧民接纳。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工们没有退缩，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解，在工作策略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

法。建站之时，正值玉树的中小学放虫草假，一些懂汉话的中小学生，在玉树州

打工的、返乡挖虫草的、未就业赋闲在家的年轻人26，成为社工与社区牧民沟通

的桥梁，加上藏族群众友善、接纳、合作的态度，社工们很快进入社区的家家户

户。社工克服了环境和生活方面的诸多困难，近距离观察记录了搬入新居的牧民

                                                             
26

 GD村13-25岁的年轻人共有225人，基本上会讲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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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生活状态。社工注重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学习和融入，主动邀请退休教

师西江担任社工站藏文夜校的老师，每周学习三次，初步掌握了基本生活用语，

加快了社工对当地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更好的拓展与牧民交往的渠道。社工通

过参与学校活动，开展文体活动，集中处理垃圾等活动增进与牧民的相互了解和

感情，获得更多的认同与支持，彼此的信任逐渐建立。  

工作二：评估需求   

GD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242户1032人，100%藏族，家畜4600多头只，草原面

积 9万亩；脱育成人363人，小学毕业生200多人，初中毕业生30人，高中毕业生

2人，有驾照的62人，藏西医5人；传统服饰裁缝32人，传统帐篷裁缝 13人，传

统建筑工匠20人，传统绘画2人，传统编织手工艺58人，传统舞蹈125人，传统及

现代歌手26人。 

社工建站伊始，首先解决的是村民的用电问题。GD新村的房屋建成以后，电

线通过线杆接到了每户家门口，但没有入户。GD村没有电工，很多家庭因缺乏用

电常识，接电不规范，用电不安全，存在事故隐患。社工站对全村牧户的线路进

行了全面检查，并购买了维修设备、电线、保险丝等，为团员活动室、GD儿童友

好家园、村级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接通了电线，安装了照明设备；检修了所有

牧户家中的插头、插座；为11户牧户安装和维修了线路。同时组织开展了安全用

电知识宣传和安全用电培训。 

工作站对全村牧户进行抽样调查工作，内容涉及家庭人口结构、草场使用及

牲畜养殖情况、家庭收入与支出状况、国家补助情况等；对全村的贫困生、民办

教师和残疾人进行了调查，设法链接资源，经过社工站成员的努力，在西部阳光

基金会的帮助下，GD村的贫困生索南达哇、达哇江措、青梅才吉和才仁达杰分别

得到了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了解牧民对GD生活现况的

看法，了解他们的需求；征求对社工站的意见和建议；结合牧民虫草期的实际生

活状况，社工站派出一位成员与牧民一起挖虫草，了解虫草对植被保护、牧民收

入的影响，探寻虫草背后的故事。 

工作三：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三江源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其地位非常重要，遍布三

江源腹地的垃圾是每个社区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发动社区牧民，清理垃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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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村规民约是社工站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工作站的三位同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走遍了自扎曲河27源头至中下游噶曲段，开展了针对GD村饮用水源的垃圾状

况的调查活动。社工将垃圾的分布情况拍成照片，制作成幻灯片，在全体村民大

会上播放，让牧民了解垃圾对社区的威胁，以及对牧民的健康危害，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由社工站和村委会率先开展垃圾清理工作，后来小学生和全体村民的也

加入其中，经过每周一次、反复不断的努力，扎曲河的垃圾暂时被清理干净，社

区自主保护的愿望基本实现。配合垃圾清理行动，结合当地文化、宗教因素，引

导村民自主意识，社工站参与社区的神山祭祀活动，发动组织了第二届GD村龙泉

生态文化节，工作站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发挥了作用。    

为了配合GD村的重建工作，便于社工站在该地区开展工作，直观了解GD村的

基本概况，创建生态旅游示范村，进而增加村民的旅游方面的收入，工作站绘制

了一幅包含村庄范围、草场面积、行政区划、山脉、河流、景观以及山水故事在

内的GD村绿色旅游示意图，村民第一次从地图上看到了GD村的全貌。在此基础上

，工作站走访牧户，记录山水和神话故事，将山水故事整理成册，结合村民意愿

绘制出GD村三大公众教育基地图。 

工作四：注重宣传教育，开设玉树GD村社会工作站28微博及玉树GD村社会工作站 

29博客，着力打造GD新形象 

社工站建站以后，马上开设自己的专属网站的技术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利用

新媒体宣传GD，宣传社工站成为既经济又快捷的办法，这样既可以让更多的人了

解GD村，也通过这种方式让外界为村里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玉树GD村社工站

微博”是社工站对外宣传及链接资源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在第一时间对外

发布社工站的信息，宣传社会工作及其意义。“玉树GD村社会工作站博客”中大

量的内容是介绍GD村，这是三江源地区唯一一个以村的名字命名的博客，为外界

了解GD村，认识GD村，进而了解和认识三江源地区，打开了一个窗口。工作站自

建立此宣传平台之日，不断对其进行跟进与完善，使之成为宣传沟通的桥梁。经

过工作站成员的努力，GD村博客有2000多人次的访问；微博有1120名粉丝。 

                                                             
27

 扎曲河通天河上游的支流，是流经玉树州结古镇唯一的饮用水源。 
28

 http://weibo.com/u/2130279097 
29

 http://blog.sina.com.cn/u/214063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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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与村民更多的接触了解，工作站成员共为村民及

GD村小学学生播放电影14部，累计观众250余人。影片题材涉及藏族地区的文化

生活内容，贴近生活，深受社区牧民的欢迎。由于大部分藏语的影视作品均以安

多方言配音，使用康巴方言的GD百姓并无太大兴趣。为此，社工站联系北京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的“乡村之眼”，播放了“乡村之眼”拍摄的《酥油》、《牛粪》

等纪录片，收效良好。受此启发，社工站决定自拍纪录片，记录GD村在重建过程

中发生的故事。社工站成员为此学会了非线编软件应用技术，拍摄并剪辑了1部

GD村纪录片，2部村民婚礼纪录片，纪录片放映时，全村的男女老幼第一次在电

视里看到了熟悉的人和事，激动不已。 

工作五：学校社会工作 

工作站与校方及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学校承担了语文、数学、美术、

体育教学任务，日常行为习得的训练活动，开展清理垃圾等活动，成效显著。针

对地震灾区遇难学生家长、教师、学生心理压力大、情绪不稳定以及学校重建复

课后面临的重重困难，社会工作站积极介入，开展矛盾协调、资源联接、个案辅

导、成长小组、生命教育等多样化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将成长小组课程和生命

教育课程列入学校课堂，帮助学生改变人际关系，促进沟通互动，学习适应社会

技巧。社工结合学校社会工作的需要，于2011年7月1日为GD村小学的孩子们过儿

童节30，孩子们穿上节日的新衣，表演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在他们

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工作六：社区自组织建设 

社区工作的基础是对社区的融入及社区人才的培养。社会工作站的三大目标

中的专业社工培养，既有对工作站成员的培养，也有对当地社区领袖的培养。四

社社长多杰作为社区的青年领袖，热心社区公共事务，率先组织四社青年人清理

垃圾，在他的带动下，部分热心牧民开始加入其团队，在社工站的引领下，该团

队初步建立章程制度和工作原则，并引导其自行开展社区活动。社工站的成员通

过这个活动，实现了与村民的沟通与互动，更好地融入社区、服务社区。  

工作七：生活技能培训 

                                                             
30

 每年六一儿童节时，正值玉树的中小学放虫草假，GD村小学的同学因此而错过了自己的节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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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成员结合当地分散居住的实际情况，以入户培训为主，集中培训为

辅，对志愿者进行了个人信息填写（藏译）、银行汇款单信息填写、紧急号码须

知（藏译）、电脑装机及简单办公软件操作 、常见疾病预防知识。工作站在个

人信息表填写培训志愿者10名，村民8名，共计18人次；填写银行汇款单培训志

愿者10人，村民8人；18人都能独立进行汇款；紧急号码常识共计培训志愿者10

人，村民9人，共19人次，并将号码单翻译成藏文版分发给全部培训者；电脑常

识培训两名村民，他们掌握了简单电脑装机方法，学会使用办公软件。通过培训

工作站进一步拉近了与志愿者及村民的关系，工作得到肯定和认可；充分利用当

地资源，培训内容藏汉语双全，不仅方便志愿者和村民学习知识，也做到了对资

源的整合及链接。 

阶段性成果：地震带来沉重破坏, 重建却带来机遇。藉玉树 GD村社工站, 可

以把社工专业服务带入玉树, 带入藏民生活。透过玉树 GD村社工站, 发掘当地

的资源，链接政府和民间宗教团体, 促进沟通、对话, 甚至合作。与政府和民间

宗教合作，为个人、家庭及社区重新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理想家园和社区的未来

发展方向。玉树 GD 村社工站既是年轻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家庭及学校以外的

落脚点, 亦是他们走向社会的中转站，通过成长及领袖训练为成为良好公民做准

备。玉树 GD村社工站也将成为国内社区重建的另一个模式。在社会工作介入和

灾区当地政府、村委会和牧民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

重建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逐步形成了独居特色的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介入救灾的模式。社会工作

介入民族地区地震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在我国救灾史上尚属首次，没有规律

和经验可循。4.14玉树地震发生后，社会工作借鉴汶川地震积累的经验，本着

高度的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初步形成了独居特色的

介入模式，既境内外高校和本地区民间组织合作介入的模式。本地区由开设社会

工作专业的高校发起成立，在有关方面支持下进入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由于

本地单个高校能力有限，因此联合了香港理工大学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由于玉树

为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刚刚起步的民族社会工作来说，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面临诸

多挑战，联合本土民间组织，借助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在草原社区已有的合作平

台和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整合各自资源进入灾区开展服务。社会工作介入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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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模式是有别于汶川地震后已有的模式，具有显著的地区特色，对发挥社会工

作在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专业作用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二、初步发挥了社会工作服务灾区功能。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服务制度，

在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过程，引导灾区牧民群众适应生活巨变，回归社区、

参与活动、建立互动网络、修复社会关系、有效缓解了他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

增进了社区融合；帮助广大民族地区链接资源、传承文化、发展生计、重建家园，

增进了民族融合；通过生计项目增强灾区群众生活能力、通过社区发展促进城乡

社区自治能力。实践证明，社会工作专业功能的发挥，可以有效回应和满足灾区

群众的各种需求，有效预防和缓解了灾区各类社会问题。  

第三、锻炼提升了社会工作人员自身能力。玉树地震给灾区带了巨大损失，

也为社会工作创造了巨大的介入空间，为本地区社会工作队伍提供了发挥作用的

广阔平台。玉树地震发生以后，曾有多支国内社会工作团队尝试开展工作，但恶

劣的自然环境、独特的藏区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工作能力、适应环境的

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能够坚持在一线的团队凤毛麟角。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的师生，牢牢抓住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不断探索和实

践，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灾区本地社会环境和文化特点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

了自身对专业方法的理解，丰富了专业方法的内涵，专业价值经受住了考验，因

此赢得了灾区群众尊重，增强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信心。  

第四、玉树的实践证明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改革

是有效的。青海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较国内其他地区起步晚，因地区发展差距大，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伊始，就呈现了“后生快发”、“教育先行”、“师资滞

后”、“拿来即用”等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的特点31，本土化理论和方法发展滞

后、高校培养目标模糊、教学脱离实际等问题比较突出。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

作教育者顺应时代需要, 回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香港理工大学和社会力

量的支持下，通过多年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改革，摸索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教育

的发展规律，建立了符合地区实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阶段性的问题与反思：尽管各方社会工作力量在介入灾害救援与恢复重建

                                                             
31
  史柏年：《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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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长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仅有

GD村社会工作站一家，难以满足大量灾后恢复重建需求；虽然在一线服务的本

地社会工作人员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但是缺乏藏区工作经验，

他们在项目设计、服务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水平尚有待提高，对灾区突发情况

回应能力有待增强，社会工作在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辅导、行

为矫治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

题、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尚未完全实现，广大灾区群众的个性化、分

散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还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建立工作站之初的设想尚未实现，

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依旧充满挑战。 

 

四、阶段性工作内容（2012年7月-2013年1月）  

 2012年，玉树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使社会工作学生产生畏

惧心理不愿到站实习，即将就业的社工因待遇低而放弃玉树的工作，仅有一位社

工留站继续工作，期间虽有五位玉树籍藏族学生利用暑假实习一个月，合作方三

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有一位员工一同工作，漫长的社区重建、巨大的需求和繁重的

工作，社工挣扎在助人的困局中艰难前行。 

工作一： 对社区的再认识 

地震发生前，GD村以定居驻牧为主要方式32，牧户分散居住。灾后重建的GD

新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全村242户人家集中安置在一起居住，牧民集中安置面

临的利益分配、民计困扰、生活适应等社区重建问题，到2012年时，进入了关键

时期，工作在摸索中进行。 

GD村共有 168个水源眼，流经玉树结古的唯一饮用水源扎曲河源头也在其

中，清洁水源，是 GD 村村民的职责，即便在地震发生以后，也从未间断对河源

的清理和保护。为了水源的永续，GD村民从 2008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以水源

命名的“GD村龙泉生态文化节”，核心内容是以民间保护为主的生态文化。文化

节邀请德高望重的活佛，以宗教形式祭祀泉眼，保护水源；展示水源保护的成效，

                                                             
32

 1980年代草场承包以后，定居驻牧逐渐取代了传统游牧式放牧，定居驻牧所涉及的草原范围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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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们以感恩之心，赞美家乡，载歌载舞，为水源为生命祈福。同时，外来游客，

驻足牧户家，与牧人零距离交流，通过文化节体会牧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我在 GD草原——‘源生缘起’青年学习营”针对村里 13-25 岁年龄段的

青年，与工作站的实习生、外来的游学青年以“天堂牧场”、“真情草原”、“玉树

母亲泉”等活动为主题，开展了年度徒步活动。通过重走家乡路，让 GD村青年

了解家乡，认识家乡，以家乡的主人担当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的重任。  

工作二：乡村生态旅游能力建设培训 

玉树灾后重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高原生态旅游城市，结合 GD村的实际情况

和未来生计之需求，社会工作站在 2012年开展了舞蹈、裁缝和司机导游的培训。 

舞蹈培训旨在恢复玉树传统歌舞文化，以歌舞形式赞美养育乡村生命的草

原，在快乐的歌舞文化中建立乡村自豪感和向心力。2012年 10月为期半个月舞

蹈培训吸引了 32 人参加，培训结束后由其中的 22 人组建了 GD 舞蹈队，排练了

康巴传统的哈达舞、敬酒舞、卓舞（女唱男跳）、英雄儿女、扎西之舞等五个舞

蹈，编排了赞美 GD 的歌曲《GD 美》及舞蹈《卓舞》，形成了一台有浓郁民族色

彩的舞蹈节目。 

裁缝培训旨在恢复藏族服饰和藏式工艺品的缝制技术，养成 GD 村妇女的生

计能力。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培训了 34 名学员（女性 30 名，男性 4 名），

除了 3名男性学员外，其余学员学会藏服的裁剪和缝制，并能独立完成。学员共

制作了 5 件男装藏服、5 件女装藏服、3 件女式冬装，出售了 3 套藏服。加工的

工艺品有藏式背包、藏式笔袋、门帘、鼠标垫、藏式布袋、藏式文件袋等。累计

精制衣服 18套、精制工艺品 27件。 

司机导游培训旨在利用 GD 村独有的旅游资源，树立村级旅游形象，建立规

范旅游品牌。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培训了 34 名汽车司机学员和 14名导游学员，

从中选出 17 名 GD 汽车司机和 2 名导游，并组建了 GD 旅游车队。由学员自行讨

论 GD车队名字，制定车队制度；确定了三条旅游路线；制作了 50个车队队标和

导游手册。  

阶段性工作成果： 

以生计培训为主导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 GD 村民的生存技能，

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以前 GD 村村民仅仅靠放牧、虫草和出租车为生，而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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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舞蹈培训、导游及汽车司机培训，是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注入到 GD 村原有

的生活环境中，让 GD 村民了解和认识生态旅游，提高了村民的旅游和保护意识。

用传承文化和创新生计的方式来激励保护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用传统文化和美

好的生态环境来支撑乡村社区美好的生活，较之单一的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更加

吸引力，更具生命力。项目的开展证明了工作站存在的价值。自工作站建站以来，

工作站注重培养村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为主，而这次项目的开展，为村民提供了一

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让村民也真正看到了工作站的能力，以及工作的价值，

更加有利于以后工作的开展。 

工作反思：旅游业的到来带给 GD 的最大问题或者说最大威胁，是它们的文

化和生态受到冲击和削弱。对相对闭塞的 GD 村而言，旅游业是 GD 牧民不了解

的，它的到来对 GD 的牧民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利益也是巨大的，在金钱的诱惑

下，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甚至宗教信仰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环境是

否会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垃圾遍布？牧民间是否会因为利益关系相互竞争而导致

矛盾剧增？社区本身之间的不平衡是否会因为旅游而更加激化？面对这样的挑

战，工作站准备好应对的策略了吗？GD 村社会工作站经过两年的摸索，在灾后

重建中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负面的经验。在本土社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青

海师范大学师生而言，自身在仓促中面临以下挑战：第一，可能为玉树灾后重建

提供服务的人员是尚未完成专业学习的学生，会不会影响专业服务品质和效果？

第二，如何应对督导缺失或督导经验缺乏带来的困惑？在内地积累的实务督导经

验可否运用于玉树社区？答案还在探寻中。 

 

 



    
 

138 

 

玉树 GD 村社会工作站 

2011 年工作内容 

乔益洁 

简介： 

玉树 GD 村社会工作站：是由青海省泽德城乡社区服务中心-青海省三江源生

态环境保护协会与青海师范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联合组建；工作站于 2011 年 5 月

正式启动。 

 

2011 年 5 月------11 月期间工作内容 

工作一：融入社区 

工作二：评估需求  

工作三：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工作四：注重宣传教育，开设玉树 GD 村社会工作站：[1]微博及玉树 GD 村

社会工作站 [2]博客，着力打造 GD 新形象 

[1] http://weibo.com/u/2130279097 

[2] http://blog.sina.com.cn/u/214063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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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五：学校社会工作 

工作六：社区自组织建设 

工作七：生活技能培训 

 

工作一：融入社区 

入户调查 

光明行动 

虫草调研 

电影展播 

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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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展播进行宣传 

 

 

沉浸在影片中的观众——电影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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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工作三：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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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四：开设玉树 GD 村社会工作站微博及玉树 GD 村社会工作站博客 

 

 

工作五：学校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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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六：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志愿者初步制定团队工作内容、原则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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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与我们一起减垃圾堆放点 

 

 

 

 

 

 

 

 

 

 

 

 

 

工作七：生活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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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 GD 村社会工作站 

2012 年工作内容 

乔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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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的由来 

 

 

 

工作站的使命 

 

三大目标： 

1，三江源玉树重镇的重要水源得到有效保护 

2，为玉树灾后重建开展乡村生态旅游起模范作用 

3，传承发扬三江源地方水源保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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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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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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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团队。离不开 GD 全村的鼎力支持  

 

 

 

 



    
 

168 

 

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四川省成都市的调查 

苏楠33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农村向城市社区转型过程中离不开居民的积极参与。然而在这些社区的发

展实践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对居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利于推进社区“善

治”进程。在对四川省成都市农转非社区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文化程度、

自治机构利益代表性、自治机构换届选举、“自治机构、公共组织、政府部门”

回应性、治理满意度等是影响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

提升居民文化素质水平，加快政府职能转型、角色转换，提升居民组织化程度，

完善自治组织公选机制，提倡自治组织、社区居民与基层政府开展合作治理。 

关键词：农转非社区；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善治；赋权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Peasants Community Citizen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Su N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Based on several Peasants community of Chengdu,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wishe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self-interest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of self-general election, 

                                                             
33
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失地农民安置区社会管理体制研究（项目号：09YJC0843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边缘社区组织建设研究（项目号：11CSH058）。 

作者简介：苏楠（1987年-），男，河南安阳人，汉族，四川大学公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社区发展，sunan2008_201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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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government institutions, responsiveness of self-government institutions,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reatment satisfaction degree are the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peasants community citizen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enhance the level of residents and 

cultural qualities,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role reversal, 

improve the degree of civic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public elec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to cooperate to development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Key Words: peasants’ commun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good governance; empowerment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后，社区治理、居民

参与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尤其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

科领域影响巨大。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离不开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1][2]。居民参与

是实现社区善治、促进社区发展的前提，是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关键[3]。由于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历史原因，我国学界对城市社区的居民参与研究做的较多，但

是在农村居民参与研究方面则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建设大背景下，大量农村社区正在向城市社区转型，一批“农转非”新型社区不

断出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的研究存在空白，对转型期

居民参与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2007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布，成都市城乡统筹建设进入加速期。成都市部

分城中村及周边近郊村正迅速变为具有浓厚农村特征的“农转非”社区。这类社

区能否顺应潮流、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社区治理和居民参与，而居民参与更是社

区治理的题中之意。基于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特

殊性、典型性，开展成都市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示范价值。

同时也为弥补上述空白和不足，课题组选取成都市若干农转非社区展开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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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度访谈，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及社区发展等意愿的因素，以期能够引起大家对农转非社区的关注，推动农转

非社区“善治”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文献综述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阿恩斯坦认为，所谓社区参与实质上是公民权的一种体

现。社区参与是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权力有效整合的重要手段，其突出

的现实意义在于信息共享和科学决策。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社区居民积极

参与公共事务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制度前提[4]。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切入，新公共管理学派的代表奥斯本和盖布勒大声高呼

“建设社区拥有的政府”，要求提升公众参与的意愿、范围和能力，将社区所有

权从官僚手中夺回来[5]。要注重对公民授权因素的开发，形成参与式民主，培养

公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愿，提升公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

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那种来自于政府的“反应式”治理将不再需要，社区公

民更有意愿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受到来自登哈特夫

妇、柯因和斯蒂文斯等人的强烈批判，但是在社区中推进居民参与的观点却更受

欢迎。新公共服务学说多次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才能达到社区治理的

最佳效果，积极的公民参与发挥着把个人整合进社区的作用[6]。政府部门被认为

应该鼓励公民更多地关注社区事务，强化公民参与的意愿，促进公民参与到为社

区承担责任的行列中。新公共服务要求将政府部门的回应性作为考核的重要指

标，政府部门应将政策执行的焦点放在公民参与上，应该将提升公民参与意愿作

为固有任务，促进基于公民参与的公共利益在社区实现。 

毫无疑问，在多中心理论视阈下，居民参与的社区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奥

斯特罗姆夫妇、迈克尔.麦金尼斯等人通过相关案例分析指出，基层公共利益的

实现必须依靠社区居民和公共组织，公民及其组织是多中心治道实现的主要力

量。奥斯特罗姆夫妇尤其指出，居民的有效参与是设定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对话

的前提[7]。他们认为，在社区治理和发展的实践中，公众不同的利益诉求相互博

弈，构成不同类型的公共组织、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这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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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居民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通过这些组织社区居民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

到社区建设中来，并在社区治理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影响社区发展的方向。 

在发达国家的社区工作中，居民参与为共享信息、正确决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居民参与社区工作的实践被看作培育民主意识、共同价值的重要渠道[8]。而积极

的居民参与却恰恰是我国农转非社区中所缺乏的。虽然，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已经

完成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重大转变，但是由于长期受制于计划经济控制指令

化、管理行政化及社会工作缺位的影响，现有的居民参与、社区参与大多数都演

变为“走过场”，有形式、无内容、有表象、无实质，也致使公民参与社区工作、

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热情不高，没有发自内心的参与意愿。 

目前，国内学者在讨论社区中的居民参与问题时，重点集中在参与模式的建

设、参与决策的路径、参与内容的界定、自治组织的构建、公民参与个案分析以

及政府角色等方面。如张克中、贺雪峰基于博弈论分析框架演绎出公民参与已经

成为农村社区发展关键的结论[9]；陈天祥研究某市社区治理情况后，认为社区自

治能力不足、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是政府角色迷失的原因[10]；叶南客在总结我国社

区自治历史演变基础上，探讨了居民参与的形式划分、路径取向和主要困难[11]；

孙柏瑛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参与决策的调查，分析了社区参与度低的问题等[12]。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居民参与理论研究

及对城市成熟社区的居民参与研究上，缺乏对其他类型社区居民参与的探讨，仅

有的如杜云素等以社会工作优势视角讨论了农民的社区参与问题[13]。另外，在细

分研究、微观课题上做的还不够，例如在影响居民参与的具体因素研究上有待深

入。此外，已有成果主要是在理论层面开展的规范研究居多，实证分析远远不足，

导致政策出台易、具体操作难等。因而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目前对农转非社区居

民参与问题的关注不多、研究缺乏。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研究方法 

在参考以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决定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该模型尤其适合探究单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显著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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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及公共事务的影响因素问题，因而将

居民是否参与的意愿分为两种情况，愿意与不愿意。其中，将“愿意”取值为 1，

将“不愿意”取值为 0，作为参照系。将因变量“参与意愿”确定为一个二元分

类变量，而自变量则由问卷调查涉及的 17 个影响因子构成。研究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公式如下： 

 

该对数式中，α 为随机常数项，X i 为自变量，β i 是自变量系数，表示 X i 每

变化 1 个单位，公民愿意参与治理与不愿意参与治理的发生比的自然对数值的改

变量。n 为自变量个数，文中共有 17 个自变量。 

（二）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2年 12月对成都市典型农转非社区开展的随机抽样调

查和访谈。首先选取成都市成华区的同乐社区等 4 个农转非社区为研究对象，在

此基础上从 4 个社区中随机抽取 13 个居民小组，在每个居民小组中随机选取 21

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7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49 份，有效率达到

92.2%，符合分析要求。调研内容主要涉及居民个体情况、社区治理现状、社区

自治机构、社区治理措施、社区治理效果等。 

问卷样本中，男性 130 位，女性 119 位，性别比例符合分析要求；年龄分布

上，89.2%受访者年龄在 31 岁以上，各年龄段比例比较合理；文化水平上，初高

中文化水平的占 47.0%，大中专文化水平的占 20.5%，本科及以上的有 37 人，占

14.9%，总体上看成都市农转非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另外，从工作单位上

看，选“其他”的高达 45.8%，表明成都市该类社区居民在就业问题上存在较大

的不稳定性，详细情况见表 1。同时，课题组还与部分社区居民、社区管理机构

负责人开展了一对一访谈，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样本特征（N=249） 频数（个）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130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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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19 47.8 

年龄 30 岁以下 27 10.8 

31—40 岁 33 13.3 

41---50 岁 42 16.9 

51---60 岁 66 26.5 

61 岁以上 81 32.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4 17.7 

初中高中 117 47.0 

大中专 51 20.5 

本科及以上 37 14.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39 15.7 

共青团员 42 16.9 

群众及其他 168 67.5 

工作单位 行政及事业单位 21 8.4 

企业 42 16.9 

务农 57 22.9 

非营利组织 15 6.0 

其他 114 45.8 

（三）变量设计 

影响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发展及相关事务意愿的因素很多，

本文主要从居民自身条件及社区环境角度进行相关探讨。在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

上，根据对农转非社区的实地调研，剔除外部影响因素（如政策因素、经济因素），

将相关影响因素设定为 4 类 17 项。分别是（1）居民个体特征：性别，文化程

度，年龄等；（2）居民认知特征：对居委会、议事会等自治机构换届选举投票的

态度，居委会、议事会等是否代表居民利益，治理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等；（3）

居民行为特征：居民在居委会、议事会等自治机构举办活动中角色，参加居委会、

议事会等举办活动的次数，参加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换届投票的情况，向居委

会、议事会等自治机构、社区公共组织、政府（如街道办）等反映社区问题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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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回应等；（4）治理现状特征：社区治理的满意度水平，社区治理的主导者判断，

公共组织对治理的影响等。 

基于回归模型，将居民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设定为如下函数关系式: 

参与意愿 = F（居民个体特征，居民认知特征，居民行为特征，治理环境特

征）+ 随机扰动项 

实证方程：Y = F（X1，X2，X3，X4，X5，X6，X7，X8，... ...）+ ε 

Y 代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即因变量；Xi 依次代表 17 个自变量；ε 代

表随机扰动项。回归模型中的部分自变量采用利克特五点量表法获得比较精确的

量化数值。各影响因素的变量设计见表 2。 

表 2  模型相关变量设计说明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参与意愿（Y） 不愿意 = 0；愿意 = 1  0.64 0.481 

自变量     

个体 

特征 

性    别（X1） 男 = 0；女 = 1 0.48 0.501 

年    龄（X2） 30 以下=1；31—40=2；41—50=3；

51—60=4；61 以上=5 

2.86 1.453 

文化程度（X3） 小学及以下=1；初中高中=2；大中

专=3；本科及以上=4 

2.33 0.935 

认知 

特征 

对居委会、议事会等自治机构

换届投票的态度（X4） 

很重要=1；有点用=2；无所谓=3；

走过场=4；没必要=5 

2.69 1.184 

居委会、议事会等代表居民利

益的认识（X5） 

完全同意=1；同意=2；一般=3；不

同意=4；完全不同意=5 

2.59 0.996 

治理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X6） 加税，政府提升管理水平=1；税负

不变，政府量力而行=2；减税，社

区公共组织替代政府=3 

2.40 0.601 

行为 

特征 

在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

活动中的角色（X7） 

组织者=1；参与者=2；旁观者=3；

没参与=4 

3.20 0.887 

参加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 没有=1；1—4 次=2；5—8 次=3；9—12 1.46 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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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活动的次数（X8） 次=4；超过 12 次=5 

参加居委会、议事会等换届选

举投票（X9） 

投过票= 1；没投过= 2；不了解= 3 1.81 0.721 

相关机构的回应性（X10-12）  

居委会、议事会等解决居民反

映的社区问题（X10） 

有 = 1；没有 = 0 0.45 0.498 

公共组织解决居民反映的社区

问题（X11） 

有 = 1；没有 = 0 0.27 0.442 

政府（如街道办）解决居民反

映社区问题（X12） 

有 = 1；没有 = 0 0.29 0.454 

治理 

现状 

居民对社区治理满意度（X13） 非常满意=1；满意=2；一般=3；不

满意=4；非常不满意=5 

2.64 0.953 

社区治理的主导者是（X14-16）  

政府部门（X14） 是 = 1；否 = 0 0.33 0.469 

社区党委会（X15） 是 = 1；否 = 0 0.33 0.469 

居委会、议事会（X16） 是 = 1；否 = 0 0.35 0.478 

公共组织对治理的影响（X17） 项目增加=1；质量提高=2；没影响

=3；质量下降=4；项目减少=5 

2.37 0.828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 

运用 SPSS18.0 统计软件，采用向后步进（条件）回归方法对表 2 中相关数据

开展分析，所得结果见表 3、表 4。 

由表 3 可知，回归模型的 Chi-square 值为 225.333，说明观测值和预测值之

间没有显著性差别。自由度 df 为 15，与之相对应的 p 值（Sig.）为 0.000，说明

至少在 5%水平下，模型总体拟合效果显著，适合进行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

Hosmer and Lemeshow 拟合优度也得到检验，p 值为 0.926，再次表明由预测概

率获得的期望频数与观察频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度良好。 

表 3  模型系数的综合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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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square df Sig. 

 步骤（Step） 225.333 15 0.000 

块(Block) 225.333 15 0.000 

模型(Model) 225.333 15 0.000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3.125 8 0.926 

（二）结果分析 

表 4  居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 (B) 

个体

特征 

X1 - 0.349 0.571 0.373 1 0.542 0.706 

X2 - 0.084 0.426 0.039 1 0.844 0.919 

X3 0.427** 0.240 3.166 1 0.035 1.533 

认知

特征 

X4 0.952*** 0.367 6.746 1 0.009 2.591 

X5 1.141*** 0.236 23.471 1 0.000 3.319 

X6 0.248 0.669 0.137 1 0.711 1.281 

X7 0.453 0.527 0.739 1 0.390 1.574 

行为

特征 

X8 0.003 0.764 0.000 1 0.997 1.003 

X9 -1.041** 0.483 4.650 1 0.031 0.353 

X10 1.891** 0.852 4.925 1 0.026 2.151 

X11 1.407** 0.691 4.144 1 0.042 1.845 

X12 1.309** 0.927 6.203 1 0.013 3.062 

治理

现状 

X13 0.470** 0.452 1.079 1 0.039 1.625 

X14 - 0.136** 0.095 2.039 1 0.013 0.873 

X15 0.462 0.186 6.124 1 0.153 1.630 

X16 -0.684 0.803 0.725 1 0.395 0.505 

X17 -0.313 0.364 0.740 1 0.390 0.731 

常量 61.513 2.368 19.726 1 0.000  

 预测准确率（Percentage Correct） 90.8% 

 -2 对数似然值（Log likelihood） 1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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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x & Snell R Square 0.595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 4 中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个体特征、居

民认知特征、居民行为特征、及社区治理现状特征中共有九项影响因素通过检验。

其中，“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换届投票的重要性（X4）”和“居委会、议事会等

机构代表居民利益（X5）”在 1%的水平下仍然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对表 4 中各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如下： 

（1）居民个体特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的统计检验显著

性水平小于 5%，说明文化程度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影响显著。并且回归

系数为正，说明居民的文化程度对参与意愿正相关，即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

他希望参与社区治理事务的意愿就越强烈。这是因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越高，

其民主意识有所提升，更趋于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关注社区的公共利益、公共

事务，注重社区参与。这符合了王小章、叶继红等学者对该问题的结论[14][15]。

分析显示，居民的性别、年龄对其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治理没有统计学意义。 

（2）居民认知特征。影响因素“居委会、议事会是否能够代表居民利益”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具有较高的正向影响，说明在社区治理问题上居民比

较看重自治组织的设计与建设。另外，本文比较关注的居民“对居委会、议事会

换届投票的态度”同样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认知上居民将参加社区

自治机构换届选举看作参与治理的一种方式，并且随着民主意识的提升，人们会

更积极地参与社区自治机构换届选举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从访谈资料看，社区居民并未将现有的居委会、议事会等作

为自治机构看待，认为它只是政府部门的执行机构，这暗示了居民认知与治理现

实的差距。进一步提升农转非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16]，确保居委会、议事会等

真正成为居民自治组织，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命题。 

（3）居民行为特征。“向居委会、议事会反映社区问题”、“向社区公共组织

反映社区问题”、“向政府（如街道办）反映社区问题”等都通过了 5%的显著性

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正相关，这说明“自治机构、公共组织、政府部门”回应

性在居民参与意愿的重要性上得到验证。另外，居民在遇到与自身或社区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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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有意愿向治理机构反映问题并获得回应，从侧面印证了“居民对居委会、

议事会是否能够代表居民利益”的分析结果。 

而“参加居委会、议事会换届投票”在 5%的水平上显著，呈负相关态势。

则暗示了在这几个刚刚转型的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投票与否不能促进居民参与

的积极性，居民参加投票的行为结果与居民对投票重要性的认知相矛盾。原因主

要是两个：一是目前这些农转非社区居委会等机构换届投票大多流于形式，不能

真正反映居民意志，对居民投票行为造成消极影响，如有居民表示：“社区搞的

换届选举没意思，走过场的多，投了也没用”；二是年轻居民工作繁忙、无暇顾

及，对居委会等机构换届选举并不关注，参加投票也是敷衍了事，有效参与度低。

另外，问卷数据显示，当问及“在居委会、议事会活动中角色”，49.4%的人选择

了“没参加过”，22.9%的人选择了“旁观者”；当问及“参加居委会、议事会活

动次数”，66.3%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过”。这反映了其他三项因素对居民参与

治理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频率低、效果差、积极性不

够，公民意识、社区意识相对薄弱。 

（4）社区治理现状特征。问卷分析中“社区治理的满意度水平”在 5%的水

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治理满意度的提升能够激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从问

卷数据来看，70 %的受访者对社区现有的治理水平是基本满意的，但满意度不高。

虽然“社区治理的主导者为政府部门”的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 5%，但是回

归系数为负值，这说明政府部门主导的社区治理活动不利于真正提升居民参与社

区治理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组织对治理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这

可能是因为农转非社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社区公共组织还没有大量涌现，已有

的机构一般都存在政府依赖症，自身效能的发挥远远不足。 

五、结论、问题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居民文化程度”、“居委会、议事会、业委

会是否能够代表居民利益”、“对居委会、议事会、业委会换届投票的态度”、“向

居委会、议事会、业委会反映社区问题”、“向社区公共组织反映社区问题”、“向

政府（如街道办）反映社区问题”、“社区治理的满意度水平”等是农村非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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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呈正相关，要求我们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继续正向

强化这些影响因素。而虽然“参加居委会、议事会、业委会换届投票”、“社区治

理的主导者为政府部门”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为负相关，是影响农转非社区

公民参与的消极因素。 

受调查农转非社区在社区治理、社区发展中的暴漏出来的问题也印证了上述

结论。首先，社区居民公民意识薄弱，缺乏社区参与性。数据显示，“在过去一

年中参加居委会、议事会活动的次数”，66.3%的人选择“没有参加过”，“过去一

年中，您在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举行的活动中通常是什么？”，49.4%的人选择“没

有参加过”，22.9%的人选择“旁观者”。有的居民说“我觉得，那些什么投票选

举虚假的很，和我没啥子关系。反正谁当居委会对我都没的啥子影响……”。足

以看出，居民对于自身并没有一个理性的角色定位，缺乏公民意识和社区参与积

极性。其次，社区基础设施单一，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匮乏。多数社区配备了相应

的公共基础设施，但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却并不高。茶余饭后社区居民最热衷的

是打麻将，缺少其它的文化娱乐活动。居民王某说：“除了打麻将我们还可以干

啥子嘛？那些啥子图书室、阅览室都是摆设，不认识什么字，还是打麻将最巴适。”

社区基础设施配备不合理，没有考虑农转非社区的具体情况。当然这也和社区组

织引导不当，社区公共资源整合不力有关。最后，社区治理组织定位不准确，社

区管理程式化、行政化。社区治理机构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部分，是社区发展的

推动者、协调人。但现实中社区工作者在管理社区事务中，往往只是执行政府部

门（如街道办事处）的指示，极少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认为“我

们就是基层政府机构，我们的上级就是街道办”。这种错误的角色定位不利于完

善社区居民自治，将社区管理工作程式化、行政化，不利于实现社区有效管理。 

为了提高农转非社区居民参与的意愿，扭转社区工作中的种种不良情况，使

更多人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发展中，可以开展如下活动：第一，要提升农转非社区

居民文化素质水平，建立社区居民文化成长系统，改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条件，

开展居民参与法律宣传、定期讲解等活动；第二，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和角色转换，

弱化政府指令控制，加快解构街道制进程，减少管理层级，提倡和发展社区自治

组织、居民与政府机关开展社区合作；第三，构建社区自治组织的公选机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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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按照程序开展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应该鼓励社区自治主体多元化，推进社区治

理机构的重塑；第四，引入以能力建设、资产建立和赋权为核心的优势观点[17]，

发挥社区居民自身的资源，提升居民组织化程度，培养有聚合力的社区团体、公

共组织或压力集团，增强居民影响力、获取话语权和利益表达渠道，掌握社区事

务的自主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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