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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正在经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向。治理主体多元化既是社会治理的内在
要求，也是其重要的实现形式，社会工作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以参
与式治理的理论视角为观照，社会工作不仅是多元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元，更是推动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社会
治理的重要手段。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为： 通过直接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促进参与治理理
念的传播； 通过引导参与，提供专业服务，引导治理主体多元互动； 通过协同参与，落实“三社联动”，推动积极
参与氛围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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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system reform is undergoing a shift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diversification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but also
the important form of social governance． As a social force beyond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social
work is one of multi － dimensional main bodies of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ocial work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other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paths of social work involved in social governance as below：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the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concept by undertake government purchase services as a direct participation，guiding the multiple governance bodes interaction positively by the way of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as the guidance of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atmosphere through the way of implementing the linkage among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ers as the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social work；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diversificatio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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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 11 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从社会管理转
向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充分表明政府的执政思路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 。 社会治理创新要
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重新审视和调整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关系时 ，作为民间社会中的新兴力量，社会
工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5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次将社会
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 ，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
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理念情境
（ 一） 多元主体：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
治理（ governance） 概念的提出，将传统的由国家政府主导、强制、统治社会事务的社会管理思维，逐
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平等参与 、合作治理的现代治理方式。“治理 ”理论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志愿团体、慈善组织、社区组织、民间互助组织等社会自治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 ，在社会
公共事务上表 达 和 参 与 的 需 求 逐 渐 凸 显 ，理 论 界 开 始 重 新 反 思 政 府 与 市 场、政 府 与 社 会 的 关 系 问
［1］（ p95）

尤其是在社会领域，社会公共事务该如何由各主体进行合作治理，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
有学者将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分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三种类

题。

［2］

型，并将中国的社会发展分为政治领域稳定 、经济领域发展和社会领域构建三个阶段 。 社会治理在现
阶段是中国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立足点 。钱宁将社会治理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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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 王思斌指出，社会治理有四种含义： 对整个社会的治理、对社会
［4］

领域的治理、对社会组织系统的治理、由社会参与的治理。
治理的关键在于过程性、协调性、多元主体性、互动性。总之，学界以及政府官方文本从不同角度对
社会治理进行了理论探索与文本表述 ，特别是强调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治理是全社会参与的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治理 ，其中核心是社
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
（ 二） 表达和参与：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 ，前者强调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样化的互动方式。 现
代社会治理概念从政府职能转变背景出发 ，重新界定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权力分配与工作方式 ，强调
治理主体间的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协作等合作方式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持续管
理。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善治（ good governance） ”是一种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核心之
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
［5］
会。 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治理，除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之外，尤为强调不同主体之间是如何互
［6］

动、
合作、沟通，并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 文军认为当下我国社会是一种分散化的“多元化社会 ”，
［7］
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 社会治理的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目前大
多数治理主体是分散的、无组织的，难以完全表达自身诉求，并且参与治理意识薄弱、治理能力不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
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 。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三
大基本部门，即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了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其中社会组织是社会
治理的重要主体，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社会组织的崛起推进了多元参与、互动合作、利益
共享的社会治理新常态格局的形成 。目前，在“大政府小社会 ”向“小政府大社会 ”快速转变的氛围中，
社会力量，特别是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的社会组织难以迅速跟上时代要求 ，急需提高自身表达能力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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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层次。
（ 三） 参与和服务：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
就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 ，大多数学者赞成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细化与现实
实践层面，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顾东辉从社会工作对社会治理的对象细化 、目标深化、方法诠释的角
度，对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他认为社会工作使社会治理的各要素更加细化和可操
［8］
作化，从而提高了社会治理与现实结合的紧密度 ，更好地达成促进民众幸福的共同目标。 王思斌认为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反映在 ： 形成新的治理结构，倡导新的治理理念，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形成
［9］
可发展的治理结构和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创新等方面 。 开展社会工作的主体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
其专业工作人员，属于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重要一元 ，同时，社会工作针对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相关社
会问题开展服务，这与社会治理所关注的公共事务有着共同目标 。 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在“治理什么 ”
和“如何治理”的答案上有相当的契合度。
提供社会服务以外，参与本身也是一种力量。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 ，社会组织有行业
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多种类别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社会
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载体。作为新生事物，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格
局中发展迅速。社会工作不仅自身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方 ，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助人的性质和特点也
决定了其具有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定位 ，它可以有效地调动各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二、参与式治理：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
（ 一）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1． 参与责任：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研究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治理的内容又是多样化的，如何协调与划分各治理主体间的责任与
义务便十分重要。 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服务主体间从“自发式伙伴 ”到“制度式伙伴 ”再到“网络式伙
［10］
伴” ，而这种主体间关系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多元化，更隐含着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性和
社会治理方式的灵活性等特征。张国清、汪远旺将社会治理划分为三个类型： 社会合作治理、社会协作
［11］
治理、社会竞争治理，不同治理类型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框架。 若据此思路，社会工作在参与社
会治理的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 、协作与竞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参与

的力量，需要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与政府、市场等所有社会治理主体都形成合作关系；
在具体的社工实践领域，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工作者需要协调各利益相关方 ，争取达到以“不损害一个
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对另一个群体增益 ”的多赢局面。同时，也必须寻求优质服务与立身之本，以面对激
烈的行业竞争与淘汰机制。
2． 参与内容： “服务型治理”理论
社会工作虽然是一门专业（ 职业 ） ，但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之路来看，这几年的迅速发展与国家
政策的推动不无关系。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变迁中，社会工作首先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制度安排
来承担政府职能转变之后的社会服务功能 ，因此，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 王思斌认为，社会
［12］
［13］
［14］
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从“服务性管理 ” 到“基础—服务型治理 ” 到“服务型治理 ” ，再到
［4］
，这种表述的变化正表现了我国社会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中社会工作地位
“网络型服务治理”
的变化和在社会治理中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思路变化 ，经历了将社会工作作为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的工具性制度安排，到将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而非手段的变化，并且“网络型服务治理 ”
也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链接性与互动性 。提供服务是社会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
条件。社会工作者向基层群众、特别是有困难的群体提供公共服务 ，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内
容。作为承接社会服务的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是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 ，所以称之为
“服务型治理”。从王思斌的“服务型治理”理论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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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得到了承认，并且在不断深化的社会治理理念中，社会工作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
而不局限于自身提供服务，同时还促进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互动和广泛参与 。
3． 参与方式： 参与式治理理论
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 ，同时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合作又竞争等复杂
关系，如何促进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当前的主要议题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
一，参与社会治理是其重要使命，而社会工作的助人特性与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它与其他社会
治理主体广泛互动的必然性，“参与”与“互动”成为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要素 。20 世纪 60 年
代，参与式民主理论被提出，到 90 年代，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参与式治理 （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逐
渐在学界被采用。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 、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
［15］
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 参与式治理强调各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社
会组织与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倡导对社会个体的关注与权力的多元分散 。 黄家亮与郑杭生在对参

与式治理的论述中，提到了“多元参与与合作共治”理念，并指出其要点为： 重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
部门即社会领域的作用； 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强调“多中心治理 ”和“协作式治理 ”，政府、
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 、合作来解决问题。 在实践中，“多元参与与合作共
治”的理念主要体现在： 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构建“小政府—大社会 ”的治理体制； 政府与非营利组
［16］

织协作； 注重发挥社区作用。
（ 二） 服务型参与：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是现阶段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现实需要 ，也是其职业发展的
内在需求。治理主体多元是社会治理的一大特征 ，社会工作作为其中一元，提供社会服务是其参与社会
治理的基本任务，在社会工作提供社会服务时，必然与其他治理主体发生互动。 因此，以下尝试从参与
责任、参与内容、参与方式三个维度出发，对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梳理。 社会工作参
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服务型参与 ，即提供社会服务，以自身服务促进社会参与，具体从传播参与理念、
推进参与实践、构建参与氛围三个方面展开。
1．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社会工作传播参与理念的基本原则
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决定了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 ，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
用逐渐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社会成员结构松散，各类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无法完全承担起社会
公共领域的治理任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主体之一 ，承担着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参与治
理，弥补社会主体在治理能力上与政府市场主体之间差距等作用 。 同时，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社会工
作的优势在于其从事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和职业性 ，作为一个专业力量的职业群体，可以成为稳定的社会
治理主体，并且由于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与基层社会 ，社会工作不仅是其自身职业法团的
利益代表，更代表着社会底层群众的发声。因此，社会工作自身的主体性及其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的桥梁
作用，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需要社会工作大力传播参与社会治理理念的出发点 。
2． 提供社会服务是社会工作推进参与实践的立身之本
提供社会服务是社会工作的基本使命 ，也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社会服务是根本，社会组
织是载体，社会工作人才是主力。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主要为社区综合服务和特定
范围的专项服务，社会工作在服务中与其他社会群体广泛互动 、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治理。
只有提高社会工作行业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才能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取得立足之地 ，才是与其他社会
治理主体展开平等对话的基础。因此，抓好社会服务领域、保证职业影响力，是社会工作推进其他主体
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依据。
3． 协同参与是社会工作构建参与氛围的现实策略
在具体的社会服务实践中，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承接政府社会服务项目 ，与正向服务型转变的政府在
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进行合作 ，促进参与治理理念的传播； 在与市场方的联系上，社会工作通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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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工服务以及与企业进行公益慈善事业的协作 ，激发了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 ，推进多元主
体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 在社会服务实务中，各社工机构、个体之间通过良性竞争，与其他社会组织
与基层群众发生广泛互动，激发了社会活力，促成社会治理积极参与氛围的构建。 因此，充分调动社会
治理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提供协同参与机会，是形成浓厚社会治理氛围的重要方式 。

三、服务型参与：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四个原则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其中，系统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和良好互动； 依法治理强调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
用； 综合治理是指在行政手段以外，强化道德约束； 源头治理注重人民群众利益和需求，推进社会化服
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服务提供方 ，也必然遵循这四个基本原则。 社会工作在系统治
理原则下，承接政府职能转型之后的社会服务 ，推广社会参与理念与营造多元参与氛围； 在依法治理的
原则下，社会工作一样需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合法地开展服务活动； 在综合治理原则下，社会工作本身
是一种很高道德感和价值为本的专门职业 ，在道德传播和人文关怀上有天然优势； 在源头治理原则下，
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与基层社会 ，需具备社会协同和链接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 社会工
作“服务型参与”的实践路径在于，以尊重多元表达的服务理念、多方协同的服务实践与积极可见的服
务成效，实现自身的社会治理参与，同时促进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 ，尤其是直接服务于社区，激
发基层社会群体参与治理的热情 。
（ 一） 直接参与：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传播参与式治理理念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为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化，社会治理
主体多元化。在这种倡导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倡导人文关怀的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影响下 ，政府
加快了职能转变和让渡社会服务职能的步伐 。2012 年出台的《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从地方试点到全面推广的阶段 ，并指出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利用财政资金，采取市场化、契约化方式，面向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组织和企事业
［17］
单位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即“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 ”。 2013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服务的重要性、总体方向等进行了指导说明。2012 年起，中央财政通过民政部部门预算每年 2 亿元专
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 以广东省为例，截至 2014 年底，已投入财政、专项资金超过
［18］
40 亿元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全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 2014 年底达到 3522 家，社工服务领
［19］
域和对象不断扩大。到 2014 年年底，全国共扶持培育了 3522 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这些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外来劳工等服务对象，以社区服务、康复服务、社

会救助、就业服务、家庭服务、矫治服务、医疗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多种服务方式开
展广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将零散的、无组织的助人活动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职业团队来运作 ，
在提供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环境方面发挥了作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工机构并非是唯一的服务承接方 ，企业、基金会、其他民非组织等也在其列。
社工机构在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时 ，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是其竞争优势，然而社会工作理念、价值观
与社会治理理念的接近也是关键 。社会工作价值观以助人自助为核心 ，相信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的潜
能，遵循案主自决的原则，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自我决定。社会治理的理念核心是主体多元，尊重每个
治理主体的利益表达与诉求。当前社会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力量主体意识不强 ，责
任意识较弱，表达意愿较低。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
［20］
生成主体意识。 社会工作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 ，也是一种促进社会参与
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方通过经常性的事务性接触 ，了解和接受
社工思维，加速改变其原有的办事态度和官本位思维 ，更注重倾听社会声音，符合社会治理创新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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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主导而非管控”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驱动，政府在自身亲
历社会工作带来的主体意识改变之后 ，利用其宣传上的强大优势，将社工思维结合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
意识进行广泛传播，并采取财政支持、政策保障等方式推动社会工作实践与社会组织发展 ，既是对社会
治理中的社会主体的培育，也为其他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做出了示范 。
（ 二） 引导参与： 推动多元主体互动，推进参与式治理实践
社会工作在具体的社会服务实务中 ，通过提高自身职业水平、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促
进社会治理的治理方式依法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社会工作在服务实践中，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等
多个主体的参与，并为之提供新的联结，这也与社会治理要求的运用道德约束、社会自我调节等多元手
段相契合，改变了以往单一依靠社会行政手段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式 。2008 年，国家人事部、民
政部开始社会工作师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社会工作成为我国第 30 个纳入专业职能序列职称的职业。
［19］
到 2014 年，全国持证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达 15． 9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1 倍。 作为职业的
社会工作，在开展职业活动时候，受到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行规和社会道德的监督和规范 。在资格准入、
职业规范、职业评价等方面，都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有助
于提高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层次 。一方面，建立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保障和政策规范体系 ，保
障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服务，并以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深入社会治理的合法性 ；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
服务大多在基层，且直面服务对象，是社会政策的落地环节，是社会福利的传送纽带，同时链接了社会服
务领域中的各个主体，与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都存在积极的互动。社会工作的出现，显示出社会有足够
的能力来承担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 ，并且将市场方与社会的松散联系变得更紧密 ，过去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紧密，市场与社会的联系却相对不足。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采取共同组织公益
慈善活动、开展企业社工等方式，积极寻求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协作机会 。合作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主
要方式为： 企业赞助物力和资金，社工提供人力和专业服务。
市场主体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社会工作，最简单的逻辑就是社
会工作的服务质量究竟如何，是否有市场竞争力，是否值得投入。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也面临着行
业的市场化运作，能者居之是基本的共识，不仅内部成员、机构之间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 ，在国家最
新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文件中 ，已经允许并欢迎企业参与竞争。社会工作虽然是利他性的非盈利
行业，但在面对竞争时，市场思维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更规范 、更有效地运作。反过来，社会
工作通过优质的服务、专业的能力也可以影响市场主体的社会治理参与程度 。 社会工作引导市场主体
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将企业等市场主体动员到社工服务的过程中来 ，与社会工作分
工协作，共同完成公益慈善等社会服务的部分 ； 另外一种是将社会工作嵌入到企业中去，开展企业社会
工作，帮助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社会治理 。职业群体在城市人口数量和社会活动空间中占多数 ，而且支
［21］
配着社会中的主要资源和权力，城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主要在他们之中发生 。 因此，社会工作要充
分动员企业以及职业群体等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探索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积极互动和有
效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途径。
（ 三） 协同参与： 落实“三社联动”，构建积极参与氛围
社会工作代表并倡导基层群众意愿的合理表达 ，促进社会治理的治理基础从专家到民众的转向 。
以往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打破了这种传统模式 ，将社会公
共权力赋权给社会生活领域中沉默的大多数人 ，使其获得表达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 尤其是在现阶
段，社会工作主要以社区服务为重点 ，在服务过程中，充当居民社会活动的纽带，连接社区内基层组织、
市场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各主体，充分调动社区内外各种资源，培育社会力量，提高社区各主体的社会
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社区是人员聚居、各种社会活动频繁的场所，是最能体现社会治理需求多元
化的地方，也是社会治理主体构成最为复杂 、治理难度最大的领域。 由于社会工作服务并扎根于社区，
社会工作人员对社区内部的公共利益诉求和不同利益纠纷等基本民情较为熟悉 ，在实施服务时，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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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价值观、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手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纠纷，促进社区内多元主体的良性互
动。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领域，逐渐从“社工 + 义工”的“双工联动”发展到“三社
联动”模式。“三社联动”主要是指社区建设与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这三者之间协调
［22］
发展、良性互动、功能互补，共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 。 截至 2014 年 9 月，全国共有
社区服务机构 27． 9 万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 1050 个，社区服务中心 2． 1 万个，社区服务站 11． 1 万
［23］
个。
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中从事职业活动时 ，必然与社区居民、基层政府部门、社区组织等主体产生互动
和合作，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得以传递 ，社区各治理主体的自治意
识、参与意识以及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社会工作在与社区其他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中 ，充分调动和
整合行政资源、专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宣传倡导和资源链接的专业优势，引导广大群众、志愿者、居
民自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中 。钱宁认为，民众不应只是社会福利供给的对象和享用者 ，
［3］
也应是福利治理的主体，变被动的社会保护为主动的社会参与。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对居民的社会自
［5］
治能力和社区认同感都具有积极的效应。“民间主体的责任主要是公益性和志愿性的领域 ”， 志愿者
的培育也是“三社联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可带动志愿服务水平的提高； 另

一方面，志愿服务可以以其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成为社工的天然同盟军
［24］
和重要人力资源库。 而在社区居民自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方面，要坚持以社区为平台，以公益性为
宗旨，鼓励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 、决策参与。同时，要依照国家政策法规，对社区内的社会组织
进行合理的监督，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作与公平竞争 ，保持良好的社区氛围。社
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中的积极成效可表现在 ： 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建立与社区精神的培育 ，拓宽社会治理参
与平台，壮大社会治理力量，提高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的能力与范围 ，加快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共同治理
的良好格局。

四、结语
本文以参与式治理为理论视角，探讨了现阶段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与实现路径 ： 提供社会
公共服务是社会工作的职业要求 ，也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条件；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是，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社会力量 ，以及作为社会主体中的专业力量来促进其他主体的积极参与 。社
会工作的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常态下继续获得成长空间
是社会工作要面对的重要议题。社会工作必须提升自身能力建设、推动职业化与专业化、建设人才队
伍，通过有效服务和政策倡导来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促进社会治理和善治。 同时，社会工作
要不断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行业影响力 ，促进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响应 。
社会治理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如果说从积极参与到有效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 ，那么在促进参与之后
才可能谈治理。对社会工作而言，首先是自身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并且促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氛围的
构建，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期 ，比起“参与什么”的问题，参与本身更重要，表达和参与是关键，
重点是促进多元参与。当社会治理主体的参与意愿与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社会工作就不得不面对
自身的行业定位和角色设定问题 ，不能再以参与与促进参与来简单回答 ，而要以实际成效来呈现社会工
作在社会治理中的治理责任、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表明对社会治理的贡献。社会工作也必然从倡导他
人的利益表达到产生群体自身利益与行业诉求的表达意识 ，以更加具有利益倾向和主体意识的特征参
与社会治理。所以说，如果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仅限于促进其他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 ，那
么很可能未来要面临的就是自身功成身退的结局 。因此，社会工作要想在未来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中占
据一席之地，应尽早厘清自身功能定位，将关注重点从“参与”转移到“治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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