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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
实践的基本处境及其
督导者的基本角色

童　敏

童　敏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摘　要：虽然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其专业实践的

基本处境与西方明显不同，即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缺乏、服务对象的

专业服务要求不明确、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欠缺以及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

稳定性不足，这些因素影响了在目前中国本土处境下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

建立一种专业服务关系，由此也导致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者

需要承担与西方督导者不同的基本角色：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设计者、专业

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和专业服务的培训者。

关键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　督导

　　督导是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水平、培养具有实务工作能力的专

业社会工作者的有效方法之一。在社会工作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其

对专业社会工作者都有严格的督导实习时间规定，以保证社会工作者

的专业服务能力。虽然中国社会工作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但实务

督导一直比较滞后，尤其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行社会工作职业化，

对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社会工作专业督导经验，以提高中国本土处境中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的督导效果，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对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的认识

随着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就有人开始探讨督导者承担的主要任务

和基本角色，学者们建议经过进修和培训等手段提高中国本土社会工

作的督导水平，让中国社会工作的督导者达到西方的专业化标准，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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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一步督导其他社会工作者。这样，中国社会工作督导者需要承

担与西方督导者一样的角色，即教育者、支持者、行政者、评估者，以协

调机构与学校的关系，为社会工作者提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习机会，

帮助社会工作者学习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技能、价值理念以及评估社会

工作者的学习效果等（樊富珉，
,---

：
,.! ,./

）。也有人建议通过政府

机构、学校和资深社会工作专业人士三方合作的方法推进中国督导制

度的建设，希望把西方的专业化的督导方法引入中国本土的专业社会

工作实践（向荣，
,---

：
,.- ,-"

）。

经过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探索之后，内地社会工作者发现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中国实际处境存在一定的差距，便开始着重探

讨如何采用一些具体的方法以便在本土处境中提高督导者的专业水

平。例如，强调借助行动研究的方法推动社会工作教育者在实务督导

中的专业化水平（侯欣，
!""0

：
,.

）；利用后现代范式思考本土处境中的社

会工作专业实习的督导模式（张洪英，
!""0

：
!#

）；有人甚至直接提出什么

是专业实习、如何对待港台和欧美的经验以及督导在专业实习中的作用

是什么的问题（矫杨，
!""0

：
,-

）。这些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尝试非常有

益，同时也使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

从以上资料来看，目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仍然处

在引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督导模式的阶段，即把社会工作督导的主要任

务概括为：联系专业实习机构，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专业实践的机

会；帮助学生把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指导学生学习专业

的服务方法和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支持学生的专业学习，提

高学生的专业认同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认同；评估学生专业实习

状况，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
%1)23&4

，
5&4)67( 8 5&4)76

，
,--,

：
$!

,$9

）。这样，督导者需要承担的基本角色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指导

者，协调机构的工作，提供给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专业实践的机会，帮

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结合起来；评估者，帮助学生评估服务对

象的需要，保护服务对象的利益；教育者，指导学生学习专业服务方法、

技巧和专业价值观等，促进学生个人成长；协调者，结案或者转介，提供

服务对象的跟进服务（秦炳杰等，
!""!

：
$-! $-$

）。

当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督导模式是与当地的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处境相关的，以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制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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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长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督导经验的总结。虽然中国社会工作的

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这一方面仍旧比较薄

弱，再加上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很不一样。

因此，要提高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水平，就需要总结、提炼出

一套适合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模式。在中国本土社会工

作专业实践中，督导者需要承担什么角色？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要

求有什么不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探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

业实践的处境的基本特征。

,

本项目受到凯瑟克基金会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

为了解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探索中国本土社

会工作专业实践开展的基本策略和督导的基本方法，
!""0

年笔者在厦

门选择了一个社区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基地，并作了一些尝试。１下

面，笔者将以厦门康乐社区为例，探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面临

的基本处境以及主要的挑战。

项目一：社区精神病人康复。本项目是在社区中开展精神病人康

复的工作，涉及居住在社区中的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庭照顾者以及

社区的管理者，帮助精神病人建立良好的心理和社会支持关系，促进精

神病人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康复。有
.

名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参与了

这次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分成
0

组，每组
!

人，专业实践时间为
$

个月。

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精神病人的管理，他们时常通过电话与精神

病人家庭取得联系，了解精神病人近来的状况。社区居委会虽然很欢

迎社区精神病人康复的服务项目，也希望改变目前他们只是管理精神

病人的工作方式，但是他们日常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开

展社区精神病人的康复工作。整个社区精神病人的康复计划和工作安

排对于社区居委会来说是一种新的服务方式，需要较高的服务技巧。

显然，这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需要由活动的督导者设计。在征得

社区居委会的认可之后，我们以精神病人的家庭为基本单位开展社区

精神病人的康复工作。因为在中国，精神病人主要由其家庭成员负责

照顾日常生活，而且精神病人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很少交往。把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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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工作集中在精神病人家庭，是希望调整精神病人家庭成员之间

的心理和社会支持。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我们以调查家庭一般情

况为由进入了
.

户社区精神病人家庭进行访谈，选择其中改变机会比

较大的
0

户作为本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服务对象。

在中国本土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缺乏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机构。从服务机构来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

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非常缺乏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只

是一种准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马凤芝，
,--#

：
-.

）。机构对专业实践的

限制非常突出，无法保证社会工作者进行全面的实习（史铁尔，
,--.

：

,!,

）。这样，作为专业实践的督导者就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工作专业

实践处境和机构的状况设计一些专业化的服务项目。正如我们在康乐

社区开展的社区精神病人康复的服务项目，这些项目对于机构的日常

服务来说，通常是一些新的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服务要求，无法由机

构单独安排。因此，督导者就成了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活动的设计者和

安排者，负责管理整个专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同时，由于这样的社会工

作专业实践是在特定的机构中开展的，督导者需要与机构相互合作。

我们在入户访谈过程中发现，所有接受入户访谈的精神病人家庭

成员对社会工作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当然也就不会有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要。因此，如何界定服务对象的需要成了专业社

会工作实践的一个难题。虽然精神病人家庭成员没有明确的社会工作

服务需要，但如何照顾精神病人、如何减轻照顾者的压力以及如何处理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要求普遍存在，只不过这些服务要求没有

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连接起来。我们在入户访谈中遇到这样一户三口

之家，父亲残疾领低保，母亲在女儿
#

岁时因精神病发作出走，至今仍

未回家。母亲出走后，因担心女儿走失，父亲将女儿关在家里
,"

年，家

里还有一个男孩在读初中，成绩不好。这个家庭的最大愿望不是帮助

女儿（父亲认为女儿这样很好，不会走失），而是帮助儿子提高学习成

绩。服务对象不具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要，这使社会工作者处于

一种尴尬的境地，服务对象提出的服务要求通常不是专业社会工作的

服务范围，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内容又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服务对象

没有意识到。这样，在中国本土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就会遇到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不同的处境。怎样将不具有明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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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性质的服务转化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呢？

显然，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服务对象的需要才能展开，才能引入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同时，这种转化过程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也

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通过这种转化，社会工作者才能确定自己的专业身

份，以便与一般的服务区别开来。以这个三口之家为例，当我们确定了

以帮助儿子补习功课作为服务切入点之后，从人际互动的视角看待儿

子的学习。这样，儿子学习就不仅仅局限在他个人身上，与父亲对他过

高要求相联系，与姐弟俩之间的交流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相关。

帮助儿子学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提高学习成绩的问题，而是发现儿子

的资源、寻找儿子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

女儿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成为服务介入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与整个家

庭成员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社会支持网络。

可见，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者只有通过这种转化过程才能帮助社

会工作者在中国本土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将服务对象的心理调适

和社会支持融合起来。

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社会工作身份不仅表现在服务对象对专业社

会工作服务需要的确认上，而且在整个服务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都

会遭遇专业社会身份不明确的难题。无论服务介入的方式，还是服务

介入的过程，社会工作者都在一种自然的日常生活处境中与服务对象

对话交流。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我们采取了从弟弟、姐姐和父亲三个不

同视角同时介入的方式，让弟弟教姐姐学习、让姐姐承担更多的家务以

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给儿子更多的自主时间。在介入的内容上，除

了注重改变动机的调动和认识的改变以外，还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

互支持，让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服务对象的实际生活；在服务的焦点上，

更为关注服务对象的需要和发展的要求，而不是问题，使社会工作服务

介入方式容易在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在服务的手段上，社会工

作者不仅注重利用语言和行动，同时注意与其它一些实际交往场景中

的手段结合起来影响服务对象，让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介入更为自然。

当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实践开展之后，督导者就会遇到怎样安排跟

进服务和怎样维持这种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的难题。由于社区居委

会日常工作负担过重，而且督导者和社会工作者都只是志愿者，不是社

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如何维持已经开展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实践成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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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回避的问题。督导者除了通过专业实践活动培养专业社会工作者之

外，还需要训练居委会工作人员，培育社区居民的支持网络，以提高社区

居民本身的服务能力。同时，我们还借助社区宣传栏将专业化的社会工

作服务总结成具体的经验，让一般居民了解，做好精神健康的预防工作。

项目二：特困家庭学生的功课辅导。本项目是在社区开展精神病

高发人群的服务介入活动，以特困家庭孩子的精神健康为中心，把学生

的学习作为服务介入的焦点，改善家庭的教育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以

及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建立更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
,"

名学生参加了

这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分为
9

组，每组
!

人，对
9

户特困家庭学生进

行功课辅导。该项目持续了两个半月。

项目二与项目一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处境基本相似，差异比较大

的一点在于服务对象的需要非常明确，社会工作者入户时比较容易与

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但怎样拓展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则需要予以

特别关注。督导者需要帮助社会工作者从人际互动的视角看待学生功

课的辅导，把学生的学习转化成学生自身学习习惯的培养、个性的发

展、家庭教育方式的调整、同辈支持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的改善。这样，

特困学生的功课辅导就不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的提高上，还包含了特

困学生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的内容，使服务介入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

同时涉及同辈群体和学校。

从以上两个实例来看，在中国本土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实践与发达

国家和地区不同，不仅社会机构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服务对

象也缺乏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要以及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身份。当

然，这三个基本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共同建构了中国目前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难题：很难找到专业化的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让社会工作者能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服

务对象没有明确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求，无法直接确定专业社会工

作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缺乏明确的专业身份，无法直接运用西方专

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和技巧；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缺乏服务机构原有

服务的依托，如何维持已经开展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需要特别关注。

就本质而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是由中国独

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决定的，例如服务对象需求的特点，中国本土社会

工作专业实践的目标、服务介入的方法、技巧、过程以及专业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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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的管理等。但是，对这些因素的考察，只有在社会工作专业化

的实践中才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工作

的，才能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

起来。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如何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下建立一种专业化

的社会工作服务关系，以开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实践。

三、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督导者面临的挑战

仍以我们在厦门康乐社区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为例。当确定

了在厦门康乐社区开展社区精神病人康复的项目之后，项目活动的设

计、安排以及具体的组织活动需要由活动的督导者来完成，社区居委会

配合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开展。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

化的社会工作不同，督导者在设计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时会面

临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些项目是督导者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而设

计的，直接面对服务对象，承担服务的责任，因而服务的效果成为专业

服务是否能够开展和维持的关键，无法像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那样可以依托机构的其它专业服务，相互支持。作为督

导者，关注的焦点是服务的效果，不仅需要帮助社会工作者学习专业的

服务方法和技巧，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专业的服务效果。其次，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方法和技巧的学习，无法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

作专业实践的要求能够明显区分出个案、小组和社区，而通常需要采取

整合变通的方式，将个案、小组和社区融合起来，以保证高效的专业服

务效果，使实践活动能够迅速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可。如社区精神病人

康复项目就以精神病人家庭为中心，将精神病人的心理调适与家庭成

员之间的社会支持融合起来，并与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工作衔接在一起。

在执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服务计划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首先面

临的挑战是：服务对象缺乏明确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要。这样的

状况通常使督导者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中：需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

内容，服务对象却不提要求，例如心理调适、家庭关系的调整等；而一般

性的社会服务却有需求，例如辅导孩子功课、帮助困难家庭打扫卫生

等。这样，督导者就会面临怎样将一般性的社会服务转化成专业化的

社会工作服务的挑战。借助这种转化方式，不仅帮助社会工作者学习

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的服务方法和技巧，同时也提高服务对象对专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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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服务的要求，由此拓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需要。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和技巧的指导是督导者面临的另一重要挑

战。由于缺乏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服务意识，中国本土社会

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别，社会工

作者缺乏社会认可的身份。虽然在上海等地社会工作职业化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社会不了解社会工作，不认可社会工作

者的专业身份，这在我们开展的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中也非常

明显。这样，社会工作者无法以专业者的身份介入服务对象的生活；相

反，需要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以自然的方式影响服务对象，开展专业的社

会工作服务。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工作者所学的专业服务方法和技巧

都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经验的总结，都是以社会认可的专业化的身份

为前提的。显然，这样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无法适应目前中国

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要求。作为督导者，就需要改造社会工作的

专业服务方法和技巧。无论介入的焦点、对象、目标，还是介入的层次、

内容、手段等，都需要调整，指导社会工作者在日常生活处境中开展专

业的社会工作服务，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让社会工作者在中国本土

处境中学习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的方法和技巧，同时也让他们在社

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场景中体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认同社会工作。

缺乏稳定、持续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也是影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经由社

会工作专业实践带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就面临如何持续发展的问

题。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者大多是高校的教师，无法长时

间留在机构工作，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结束之后也需要撤出机构。

这样，有两个方面的要求比较突出：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结束之后

的跟进服务；另一方面经由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带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

务的维持。因此，督导者不仅需要负责每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进展，

而且也需要考虑把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日常化，为下一步社会工作专业

实践的开展打好基础，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带动中国本土专业社会

工作的发展。

显然，专业服务机构的不足、专业服务需要意识的缺乏和专业身份

的欠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影响着目前中国本土社

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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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督导者需要独立承担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的设计、安排以及组

织等工作，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服务效果、服务对

象一般需要的转化以及在日常生活处境中自然地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

务的介入，并将这些已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日常化。为了清晰地

了解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处境的基本特征以及督导者面临的主

要挑战，下面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中

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在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专业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勾

画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督导者面临的主要挑战（详见表
,

）。

表
!

：中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的比较

项目

影响因素

西方社会工作专业

实践的基本处境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中的主要挑战

服务机构　 专业服务机构　　
非专业服务

机构

缺乏专业服务机构依托，服务效

果直接影响专业实践的拓展

服务对象　 专业服务需要明确
专业服务需

要不明确

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内容不明确，

专业实践过程即是专业服务需

要明确的过程

社会工作者 专业服务身份明确
专业服务身

份不明确

专业服务的介入方法和策略非

职业化，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展开

专业服务

服务状况　 专业服务日常化　
专业服务非

日常化

专业服务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

在非专业服务机构或者日常生

活中维持和扩展专业服务

四、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督导者的基本角色

由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

同，因而督导者承担的角色也需要相应地调整。表
!

是中西方社会工

作专业实践中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的比较。依据服务机构、服务对

象、社会工作者以及服务状况，可以将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承担的

基本角色分为四个方面。

　　就服务机构而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除了需

要协调机构的关系为社会工作者提供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机

会以外，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况独立设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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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督导者的基本角色的比较

项目

影响因素

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

督导者的基本角色

主要任务 基本角色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

督导者的基本角色

主要任务 基本角色

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的协

调，理论学习和

专业实践活动

的结合

指导者

专业服务效果的实现
:

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

动的结合

专业服务设计者

:

指导者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专业

需要的评估
评估者

将非专业服务需要转化

成专业服务需要
:

服务

对象需要的评估

专业服务需要的

转化者
:

评估者

社会工作者
专业身份和专

业自我的明确
教育者

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专业

服务
:

专业身份和专业

自我的明确

日常专业服务的

指导者
:

教育者

服务状况
专 业 服 务 的

跟进
协调者

专业服务的维持和扩展

:

专业服务的跟进

专业服务的

培训者
:

协调者

包括服务对象、方法、时间安排、进程、社会工作者的组织安排、督导的方

式和评估方法等，注重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因此，中国本土社

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需要承担指导者和专业服务设计者的角色。

对于服务对象，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督导者面临的首要

任务是帮助社会工作者评估服务对象的一般需要，即服务对象最需要

解决的日常生活的要求，督导者需要承担评估者的基本角色。这些一

般需要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标准来看其专业性不强。因此，

督导者需要进一步帮助社会工作者将服务对象的一般要求转化成专业

的服务需要，从专业的视角理解、分析服务对象的要求。这样，专业服

务需要的转化就成了督导者的基本角色之一。

在指导社会工作者学习专业服务方法和技能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的督导者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需要更为关注怎

样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服务介入的焦点、内容、方

法和层次等都需要切合实际生活处境。并在此过程中，给予社会工作者

情感上的支持，帮助社会工作者确认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专业自我。

为了维持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效果，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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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督导者除了与机构协调做好跟进服务之外，还需要从长远着手培训

机构的自愿者和管理者，提高机构自身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水平。

总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

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

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

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

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

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

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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