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的社会秩序重建研究①

——基于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

摘要：本文探讨地震灾区社会工作、社会资本及经济发展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架构。影响现

代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是社会资本；根源于人们基本的生存、发展和社交需求，社会工作有助于地震灾

区增进相互信任，增进社会资本，恢复社会秩序，进而促进灾区经济增长。地震灾区社会秩序的重建，应

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社会工作服务为切入点，营造个人、社工机构、企业与政府之间高度信任的环境，

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复兴经济。为此，需要整合灾区福利资源，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体系中明确社

会工作的地位、角色、权利，并搭建社会工作交流平台；同时，以政府和公益慈善机构通过社会捐赠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为主，加大社区重建的经费投入，保障地震灾区社会工作的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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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地震的灾害不仅是天崩地裂本身所导致的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也是

灾区社会秩序的粉碎性破坏。对于幸存的人来说，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不仅包括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也包括心理创伤的修复、社区秩序的再造以及社会信任的重构，这些方面结合，才是地震灾

区经济恢复、持续增长的基础。原因是，大地震等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不仅会导致家园破碎，

而且会使得原有家庭、亲戚关系和社区邻里组合崩溃，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伤害。显然，大地震

后，单纯的物质救援和恢复生产，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这种自然灾难所造成的巨大创伤，经

济发展也难以持续。

①本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过程

中的社会思想动态调研座谈会（2008年6月27日，重庆）上宣讲过，并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主办的“2009中国可

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学术年会”（2009年12月4日，北京）上交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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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这种特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短期内最重要的是基于灾民生存需求的物质救援，但从中

长期来看也包含了社会交往需求，且这种社交需求的满足，有助于灾区经济秩序的重建。因此，从

长远来看，除了基础设施上的生产与生活物质保障外，地震的灾区重建工作尤以社区社会秩序、社

会结构等软性机制的重构为基础和重点，这也是消除、减轻或控制因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所可能

引发的社会危害的关键。但是，韦克难等（2013）的研究发现，地震灾后重建存在重社区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轻社会服务、轻社区文化与精神建设的现象。很明显，如何重整社会秩序，依然是摆在

我国抗震救灾工作面前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和社会工作的蓬勃发展，为地震灾区重建家园、恢复秩序、

振兴经济提供了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不少学者已经为此作了大量的尝试。边慧敏等（2011）基于

汶川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调查，分析灾区社会工作在合法性、保障性、长期性、规范性、有效

性、发展性等方面的问题；谭祖雪等（2011）构建了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害救援机制；秦安兰（2011）

论证了社会工作在关注灾区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恢复、灾后儿童的心理重建中的作用以

及社会工作的介入方式；王思斌（2012）在考察社会工作进入汶川地震灾区学校的服务开展情况后

提出社会工作进入灾区学校是其获得实践权的过程，受教育系统权威人士认可、社会工作群体建

构和社会空间的边界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福利学会会长、樱美林大学大学院教授白泽政和

（2012）阐释了日本专业组织、社会福利组织致力于震灾救援和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刘

斌志（2013）基于震后失依青少年哀伤经验的表征与影响因素，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哀伤服务方案；

周利敏（2014）探索了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及本土化发展策略。所有这些研究，为我国社

会工作本土化参与地震灾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开辟了道路。沿着已有的研究路径下去，本文从

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来探索社会工作服务参与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构的内在逻辑与介入路径的

理论架构，并重点论证两个命题：其一，理论与逻辑。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社会

根基，而灾区社会秩序建设的关键是增进社会资本。其二，机制与政策。社会工作服务有助于促

进相互信任的营造，进而促进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

二、社会工作促进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逻辑

（一）地震灾区重建思维的革新

我国在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方面的能力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特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之

后，在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公益慈善机构所提供的物质、技术和人力援助下，受灾地区

通常能够迅速摆脱生存危机的困境，民众生活得以暂时安定。不过，地震灾难后在物质救助的光

环下，有一种属于精神层面的社区创伤比较容易受到忽视，那就是，巨大的心灵创伤、原有社区和

社群关系的破坏甚至毁灭，以及原有家庭及亲戚组合的崩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种心理创

伤和社群关系的修复，不是简单的物质救助能够实现的；而当这种心理创伤和社群关系得不到有

效修复时，社会秩序的建构就难以实现，持久的、内在的、依靠自我造血机能的经济增长也就难以

实现。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及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认识过

程。在19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基本架构里，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等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

积累的根本，由此间接促成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数百年来对亚洲、非洲和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的社会秩序重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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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陆的殖民战争，对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的掠夺。直到 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局部战

争，除了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内战当属宗教矛盾外，本质上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但这种地缘政治冲

突背后所根植的，依然是自然资源及其国际贸易通道。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拉独立

运动的兴起和国际多边格局的形成，暴力和军事强取掠夺等观念有所转变，经济增长逐渐依赖轻、

重工业，重视、强调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

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发现，机器设备所体现的不仅有物质资本，也有技术。西方七国及前

苏联等代表着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上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197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

强调人力资本等因素在解释国民收入方面的重要性（Becker，1990）。

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制度、文化等社会资本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在1990年之后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不同国家之间各种民主、宪政、法律等正式制

度和信任、文化、信仰、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上（North, 1990），用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发

展差异的制度原因（Putnam，1993；Knack，1995；Ajay Chhibber，2000）；阿西莫格鲁（Acemoglu，

2004）甚至提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从以上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理论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仅仅依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难以

最终实现地震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经济秩序的复兴。事实上，地震后，通过国家的资源投入、

政策支持以及民间的社会捐赠，地震灾区短期内拥有了相当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时，地震灾

后重建的长期建设应该转向社会资本的积累，将关注重点放在激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发挥作用

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建设上。这种思维的转变，是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本文将探讨社会资本

的核心构成，并切入到社会工作的视角，来具体阐述社会资本积累如何能够以及是怎样复兴地震

灾区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二）社会工作对地震灾区社会资本的增进

11..社会资本理论的简要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简要回顾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理论架构主要是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S. Cole-

man）和帕特南（Robert D. Putnam）这三位学者建立起来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进一步将社会

资本理论应用在东西方之间文化、经济、社会、传统的对比研究上，得出一些有意义的重要观点。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6）强调社会资本为某个人群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

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络。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95）将社

会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中真实存在并能够提升社会合作的共有社会规范或价值观念，其核心是一

种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信任，这种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的经济资源”。其实，布迪厄的“一定程度

上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最常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常见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的

信任文化：以相互认识为前提；具有资本属性，是可以结合人力、物力、财力的介质；具有互信、互

惠、规范等特点。

拥有社会资本，就意味着人们拥有了一种彼此诚实的预期和共同合作的意愿。由于这种合作

意愿是在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中产生的，因此，经济学家甘贝塔（Gambetta，1988）很早就认为“信

任”是市场交易、市场秩序以及公共政策高运行效率的基础。转换到震后重建的语境下，由于蕴涵

在文化中的诸如诚实、责任等社会性品德及公共精神，都要在一种信任氛围中完成，因此，如果社

会关系具备高信任度，那么地震灾区的个人（家庭）之间、企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个人

（家庭）、企业、社会组织的相互之间就有了互信基础，交易成本降低，灾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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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就有了制度基础。基于此，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状况，理应是地震灾区社会秩序及经济前

景的衡量指标。实际上，早在“5•12”汶川地震后国内学术界已经较早地触及到了这一命题。譬

如，彭小兵（2008）提出地震灾后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是营造灾区的信任文化，从而积累社会资本；

陈升、孟庆国（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突出表现在信任上）对灾后恢复也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史铁尔、王松（2012）提出灾后重建需要社会资本的重构。

22..社会工作促进地震灾区的社会信任社会工作促进地震灾区的社会信任

大量的研究认为，主要面向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当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形式。王思斌

（2014）所理解的社会工作参与的社会治理是一种“服务型治理”；周昌祥（2014）认为社区社会工作

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2015年第九个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题是“发展社会工作，创新社

会治理”。在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框架内，本文接下来论证社会工作服务是如何增进信

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

（1）社区具有或潜藏着各种社会资本网络，如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网络以及基层政府、驻社

区的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各类正式组织网络。这些社会资本网络的互动，共同建构着社区错综复杂

的关系结构和社会治理机制，不仅激活原有的社会资本，也为新的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赵

健羽，2012）。由于社区是培育基本社会资本和重拾社会信任的重要场所，社区发展本身最重要的

内涵就是培育、重构社会关系，因此，社区社会工作有助于增进社会资本。

（2）社会工作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形式，而社会工作机构是社区组织的重要部分，社会工作

服务在沟通社区各类正式、非正式网络，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会信任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

色。首先，社会工作在社会中扮演调节者和引导者的角色，维护社会稳定；其次，社会工作为困难

群体链接资源，对社会福利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再次，社会工作者通过社工服务预防潜在的社会问

题的发生，可以强化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刘琛，2012）；最后，社会工作服务能帮助服务对象恢复、

培养自助能力，恢复社区的正常功能以及个人或群体的身体、心理功能，进而促进社区的发展，实

现社区治理的创新。

（3）社会工作是地震灾区增进相互信任的重要力量。地震灾后重建既包括家园的重建，也包

括心灵伤害的化解。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实现对心灵的疏导和精神的

安抚，让灾后人们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灾区民众发展与交往需求。

33..社会工作组织是抗震救灾的重要参与主体社会工作组织是抗震救灾的重要参与主体

以上的分析表明，社会工作服务作为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在增进地震灾区社会信任、促进社

会资本积累等方面可以且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以社会信任为核心内容、以社会工作为重

要治理形式、以社区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社会资本理论给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启示是：灾区的

经济建设、生产发展和社会活动，绝不是孤立的个人或单一的政府或企业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在

社会工作服务协助下具有高度合作性的个人、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彭小兵，2008）；且

这种通力合作的程度及效率，取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高信任度文化使得交易成本低廉，而

低信任度文化将导致交易成本高昂。社会工作由于有助于建立高信任度的灾后社区从而积累社

会资本，成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重要参与力量。

三、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社会秩序的重建，需要设立一套行为准则，开辟一条有效推动灾区社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的社会秩序重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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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服务，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积累的机制与路径。

（一）社会工作的介入原则

11..疏导为主疏导为主，，救援为辅救援为辅

韦克难（2013）提出的“政府为主导、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为服务主体、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主要内

容的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构想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也认为，地震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

重点在于社会信任的营造，以爱心和责任的价值导向影响灾区群众的心理思维和情感依托（彭小

兵，2008）。而社会工作服务有助于这种社会信任关系的营造及爱心、责任价值观的引导：既能在

照顾灾后失能人群、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抚慰孤独人群、帮助居民重归社会等方面起巨大作用，亦

能在调节社区矛盾、活跃灾区氛围、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上作出重要贡献。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者长

期服务于社区，较容易体验灾区情绪，在预警和舒缓社会负面情绪上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尽

管如此，社会工作组织不是行政机关和配置精良的专业救援组织，在灾区救援上所起的是辅助而

非主导作用。

22..固定流程和灵活手段相结合固定流程和灵活手段相结合

社会工作者在参与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这一问题上应该有一套较为固定的流程，将服务方

式规范化、模式化、法制化。一套相对固定的服务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但同时，社

会工作者应该灵活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对不同的案主运用不同的理论，因地制宜、按需提供，并根

据每个社区特定的民族文化习惯和村落、社区结构，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发挥好其灵活机动的优

势并提升应对、应变能力。

33..全面安抚和重点服务相结合全面安抚和重点服务相结合

地震灾区必然有一部分居民是主要利益受损者，而其他的人（家庭）境况相对要好些。这时，

除了发挥社会工作一般化的社区服务外，社会工作者要密切关注、重点服务那些重点灾民或利益

受损者。

（二）社会工作的参与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可以分解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主要就

是通过“救援、预防、控制、反思”等环节，分别运用不同的介入方式和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内容，将增

进信任贯穿于始终，将地震的社区破坏力和重建阻力降到最低。下图揭示了社会工作服务参与地

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机制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路径。

图 社工介入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路径

首先，在地震救援过程中，当然服务主体是政府和专业救援机构，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社会工

作组织及其人员只负责进行调节、帮助和疏导。这时社会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信息的疏导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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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专业救援机构、政府和军队，调活其他社会资源，辅助参与救援，重点在安抚灾民、疏导激烈情

绪、调节破碎心理与肉体伤痛等方面做出回应和努力。

其次，在地震灾区重建的初期，此时山河破碎，村落破败，阴影笼罩。社会工作应该在社区的

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资源建设等方面做出反应、总结、思索，了解灾区社会生态，评估社会情绪，提

供心理疏导和物质援助，并对某些个体重点关注，帮助回归正常生活。

社会工作服务方式，除了引用认知行为疗法、危机干预疗法之外，重点应该使用生态系统疗

法，即首先对案主身边的人进行疏导，让他们参与对案主的治疗，在案主身边建立一个安全网，排

解负面情绪与忧虑。对于有心理伤害的个体，应实施监控和定时探访，并尝试疏导、转移、调节案

主的过激情绪，同时调用社会资源对其进行实际帮助，使其得到被关注感，释放压力。同时，为了

及时有效地掌握灾后社区居民的动态需求，需要提供一个长期存在的民意收集平台，以捕捉社区

民众心态，促使信息便捷畅通，为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第一手资料，确保将大部分的负面情绪

消弭在萌芽状态。

再次，在灾区重建的中长期，此时面临着重构关系，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此时社会工作的首

要任务是意见征询和及时了解所服务社区的动态，关注社区发展，调适邻里关系，以重构社会信任

关系，促进社会融合。此时的社会工作服务供给，包括让所服务社区居民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灾

后恢复重建的相关资源，保障项目安全，打消焦虑；在权益保障、困难求助、资源配给、环境改造、创

业支持等方面要做到真实、公开、透明。

特别地，社会工作对震后灾区居民意见的征询，是情绪舒缓或释放的安全阀，这种情绪的释放

对于社区融合和社会资本增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地震灾区的重建最终离不开政府和

市场组织的参与，而社会工作的社区调查所形成的第一手资料反映了社区居民的真实心理状态和

消费需求。将这些一线社会工作服务中所掌握的信息及时向抗震救灾机构反馈、向市场释放，有

助于化解政府、市场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政府决策和市场决策的有效性、可靠性，防止

因为错误信息而导致决策偏差。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忽视民意、市场缺乏反馈等情况，社会工作者

还可以求助其他社会力量得到法律或经济援助，以减少社会风险。

四、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政策

（一）推进地震灾区的社区复兴

城乡社区是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满足灾民生存、发展和社交需求的最基层单位，社区复兴有助

于地震灾区增进相互信任和恢复社会秩序。首先，社区是灾害社会工作的基本单元，是获取、吸

纳、整合社会工作服务和其它民间资源的基本单位；其次，社区是推进社会信任和邻里互惠合作的

摇篮；再次，社区是最能有效地激励个体（家庭）参与社会秩序重建、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基层单

元。总之，社区建设能够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增进社会资本，改善社会秩序，为灾区生产和经济增

长奠定社会基础。

复兴社区，首要的是促进形成社区重建组织。社区重建组织既是地震灾区社区建设的核心机

构，又是社会工作服务得以有效开展的组织保障，其构成包括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灾区居民、社

会组织、专家学者（地震专家、环境专家、建筑师、心理咨询师、公共管理专家、律师、会计师、资产评

估师等）以及其他志愿者。有必要指出的是：其一，社区重建组织的运转，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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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捐赠；其二，社区重建组织仅是一个临时性志愿机构，在一定的时限后要退出，剩余公共事务要

向当地党政机构、群众团体和社会工作组织移交。

（二）推进社会工作参与的制度建设

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和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中能起多大作用，关键还在于制度建设。

首先，重视社工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作用，从立法和政策细则上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主

导的灾后恢复重建体系中，明确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的地位、角色、权利。

其次，设立社会工作管理机构。地震灾区基层政府可以结合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与社会工作

人才培养的需要，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协调管理机构，负责整合社区服务资源，管理社会工作事

务，检查社会工作规范。

（三）加大对增进社会信任的投资

优化对地震灾区的投资结构，加大对增进社会信任的投资，重点是推动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即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来建立社区守望互助体系，广泛持续听取、收集灾区

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提高灾区群众对灾后重建的认知和自愿参与。为此，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为主，公益慈善机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重要补充（王硕，2010），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灾区社

会工作的经费投入。鉴于灾后重建的紧迫性和时序性，要促进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重建的政府职

能相对分开；其中，经济建设要遵照市场规律按照市场方式进行，社会职能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特

许经营、合同委托、服务外包等方式由社会工作来提供。

（四）完善维护社会信任的制度

信任是社会工作的基础，是社会资本积累的灵魂。政府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制度安排：

其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面对机会主义、败德行为的强烈诱惑力，主要从完善建筑工程质量

和救灾财物（含社会捐赠和政府拨款）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制度入手来进行信任机制的构建。这是

社会工作能赢得社会信任、顺利开展社区服务的前提。

其二，强化心理契约的价值观建设。社会信任关系是一种带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

心理契约关系。倘若社会成员之间彼此猜疑，或缺乏默契合作的观念，就可能增加交易成本，降低

抗震救灾效率。而加强心理契约的非正式制度建设，也就是要通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一

方面来调动政府、企业和灾区居民相互信任的能动性，以正面的情感、共同的愿景和强有力的法律

约束来矫正可能偏离彼此信任的潜在行为；另一方面来推进信任文化的建设和责任意识的形成，

提升社区心理契约之主动实施的可能性，增加信任的坚韧性。

其三，推进维护社会道德体系的法治建设。社会道德秩序对构筑信任关系、开展社会工作服

务非常关键。倘若机会主义的败德行为得不到法制的惩治和舆论的谴责，必然使社会失却正义评

判标准，使人们互不信任、相互猜忌，这将大大阻滞社会工作的开展。对此，要推进制度建设，利用

法律的震慑力来平抑社会猜疑，遏制住灾后恢复重建中一些背信行为。

（五）鼓励和引导好社会组织的活动

各类承揽捐款、捐物、咨询、法律、心理、卫生、救助等服务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工作组织、公

益慈善组织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等），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一道构成了地震灾区社

会秩序重建的“三驾马车”。但无论是公益慈善机构还是社会组织，一旦出现了公信力问题，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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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危害到灾区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基于法治原则，国家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建立一种协调与监

控模式，重视、支持、鼓励与引导好大规模志愿者行动、社会工作机构以及其他民间资源的协作参

与。

（六）推进灾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

参与地震灾区社会秩序的重建也是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仅凭热情无法保证社会工作服务的

有效性、科学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须加大地震灾害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提升现有专业社会工作

者的素质、技术和能力。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存在“不实用的、脱离实际”等问题，专业社

会工作者在高等教育中得不到实际能力的锻炼和职业的训练，虽然有理论知识甚至与国际接轨，

但常常与实际脱节，无法胜任实际工作，能胜任或愿意从事地震灾害社会工作的人才奇缺。为此，

国家必须推动社会工作的实践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这里，日本应对地震灾害的社会工作的方法

与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开发的经验（白泽政和，2012），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提高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激发更多人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意愿。

五、研究总结

经济增长源泉研究的理论变迁表明，遭受过天崩地裂摧残的地震灾区，其社会、经济的建设和

家园的复兴，不仅需要面临着强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同时也存在着以信任、合作、文化

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的严峻挑战。社会资本理论表明，社会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即经济活动需要高度的社会合作，但不同的信任文化会表现出不同的合作意愿，创造不同的社会

资本，从而出现差异化的经济效率和商业产出。如此，震后灾区的重建尤以增进社会资本、重置社

会秩序为重点，是重建灾区经济秩序、抚平心灵创伤的社会前提。

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通过运用科学方法、遵循专业伦理规

范以及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防治社会问题、复兴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

的职业活动，极大地提升灾区信任关系和恢复社会秩序，对增进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作

用。为此，在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应以社区为基本单位，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来增进灾区的社

会资本，通过社会信任、信息披露、心理契约管理、社会工作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安排，以及

通过法治化的社会道德秩序、法律秩序等，来强化社群信任关系的建设，促进地震灾区社会资本的

形成与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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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recent decades. This group is shaped b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s expected to

create great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

ization,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

na.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service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migrant work-

ers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life of urba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y are, hence, become a margin-

alized and vulnerable group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Many previous research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a macro so-

cio- economic perspective, Mostly analyze and advocate from the angle of sociolo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ory, but few of them investigated the phenomenon from a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ajor stakeholders, this thesis explored the role

of social work in facilitating social inclus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existing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models. It was concluded that social work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social inclusion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particularly in the dimension of psycho-

social adjustment.The community-support model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model while the

building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s the key for social inclusion.

（（99））A Study on Social WorkA Study on Social Work’’s Participating in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of Disaster Area afters Participating in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of Disaster Area after
Earthquake: Based on Social CapitalEarthquake: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PENG Xiao-bing, TU Jun-ru, WU Ying-chan•58•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as discussed about the logic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work,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isaster area after earthquake. A fundamental element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s strong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area must above all build

the trust environment through social work to further social capital, and then to accomplish the revival

of social order, which is also the prerequisite and key to restore production, to reconstruct economic or-

der in the disaster area. As some countermeasures, they, such as establishing some reconstruction orga-

nization for community, pinpointing the status, roles and rights of social work’s organizations, adding

the investment by governments’, including public service &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ased on love-and-duty’s value-oriented, and

building good order of law and social ethics, are thought to be good for carrying out social work, and

then to increase social capital.

（（1010））ImportationImportation，，Mutual Construction and EmpowermentMutual Construction and Empowerment：：An Interactive logic of Social Work andAn Interactive logic of Social Work and
College Students WorkCollege Students Work

CHENG Hong-bo•67•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reflection for the necessity, mechanisms, paths and other aspects of pre-

viously relevant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college students wor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mechanisms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college students work, and then suggests a possible interaction

logic, namely,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importation”that combining college’s initiative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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