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 言

随着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研究成果也在逐渐增加。以“企业社会工作”为

主题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查询发现（截止到2014年8月30日），2005年前中国学术界没有发表相关

文章，2005年至 2008年相关的文章分别为 1、5、6、6篇，从 2009年开始相关的文章大幅增加，2013

年达到42篇。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企业社会工作研究的主题也逐步多元化，主要包括：第一，企业

社会工作的意义和功能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企业社会工作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介入企业职

工的生产和生活，对维护职工权益、提高职工福利、增强职工的职业能力、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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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周沛，2005；王瑞华，2006；高钟，2007）。第二，企业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模式研

究。关于目标定位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者普遍认为企业社会工作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模式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有的主张工会模式，有的强调社区模式，有的强调企业模式，也有

的提出要构建适合不同企业主体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苏光，2009；朱贵平、李正东，2009；倪

赤丹，2011；李晓凤，2011；吕青，2013）。第三，企业社会工作介入方法研究。有的主张企业社会工

作应运用直接方法促进内部关系协调，运用间接方法促进外部关系协调（王瑞华，2006）。有的认

为，企业社会工作选取新员工进行干预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也是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新契机（郑

广怀、刘焱，2011）。有的认为，员工帮助计划（EAP）是发展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有效途径（张宏如，

2011）。第四，企业社会工作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价值冲突、职业伦理、角色

规范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等内容展开（黄红，2012；武晓娟、甘满堂，2012；高钟，2012）。

毫无疑问，上述每个研究主题都有一定研究价值，但是角色定位、价值冲突和模式选择等基本

问题研究对处于试点阶段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体看，企业社会工作研究

方兴未艾，其中对角色定位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单薄，有关的观点和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探

讨。例如，企业社会工作能做什么？企业社会工作应该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吗？社会工作

专业价值和企业价值观的冲突阻碍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吗？目前的模式研究对企业社会工作实

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

二、企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

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术界对其早有深入探讨而且基本形成共识。

按理说，作为专门领域的企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不应成为问题，但是，在企业社会工作试点过程

中，部分学者过分强调企业社会工作的特殊性，使企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与社会工作的基本目

标和定位形成明显冲突。张宏如（2011）认为，“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现实途径在于将企业社会工

作的目标理念、方法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有机整合，否则企业社会工作会游离于企业管理之

外，实施效果也会大受影响”。高钟（2012）认为，企业社会工作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

会工作理念、方法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其目的是在员工职业与福利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企业效

率。王丰海（2013）认为，从宏观层面看，企业社会工作是“人性化管理”的实践者与社会资源的整

合者；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社会工作是企业文化的建设者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者。周沛（2013）

也认为，企业社会工作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企业劳动生产

效率提高的推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上述学者对企业社会工作的定位在表述上虽略有

差异，但是表达的意思具有共通之处，即企业社会工作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之所以这样定位，是为了避免社会工作对企业介入的“供给”与

企业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需求”错位，从而减少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阻力。如果坚持单维的传统定

位，那么社会工作介入企业将比介入其他领域要困难得多（周沛，2013）。

那么这样的定位是否合适，理由是否充分呢？实际上，对企业社会工作做“企业管理的有机组

成部分”的定位（以下简称“企业管理说”）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中也行不通。企业管理是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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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的总称，包括企业生产管理、经营

管理、资产管理、信息管理等。企业管理的方式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60

年代以前，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是人、财、物的管理；70年代的重点是战略管理，即不仅重视内部管

理的效率，而且重视从企业和外部环境关系的角度谋划和决策；80年代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是企

业文化建设，企业管理不仅重视产品、技术、制度等硬件要素，而且重视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等软件

因素（陈耀庭，1990）；90年代至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的新动向。无论企业管理的方式

和内容如何变化，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并未改变。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中，企业

的某些做法表面上和企业社会工作确有类似之处，甚至有的企业还设置社会工作岗位，但是其形

式和内容始终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其目标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企业效益。

而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性质与企业管理截然不同。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是助人。有学者从实

践、专业和制度三个维度来认识社会工作，认为实践的社会工作以服务、行动和问题解决助人；专

业的社会工作以知识、价值和技能助人；制度的社会工作以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政策和项目助人

（夏学銮，2000）。社会工作既是一门专业，也是一种职业。社会工作专业与企业管理专业在学科

性质和课程内容上明显不同，社会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和职业伦理也有显著差异。主

张“企业管理说”的人可能要反驳：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企业社会工作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如

果没有企业的配合，那么企业社会工作恐怕很难推动。诚然，企业社会工作确有特殊性，但是特殊

性和普遍性不可分割，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企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支领域，具有

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其特殊性应该表现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上，而不是目标定位和

价值观念上。企业社会工作的特殊性不能特殊到否定自身的地步，其服务性、专业性、福利性等基

本属性不应改变。综上所述，“企业管理说”如果付诸实践，势必把企业社会工作变成“企业的”社

会工作，或者企业的管理工作，最后等于否定了企业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社会工作，也否

定了企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职业或行业的一部分。

那么企业社会工作应该如何定位？笔者认为，“坚持普遍性，考虑特殊性”是企业社会工作角

色定位的基本原则。所谓“坚持普遍性”就是要坚持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

是服务性、专业性和福利性，其基本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所谓“考虑特殊性”是指

企业社会工作协调的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既有平等性也有隶属性，既有人身属性

也有财产属性，这一点和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认为，企业社会

工作是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在企业及其员工中的运用，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产适应、环

境协调、福利保障、职业生涯发展、劳动关系协调等，旨在保障员工权益、提高就业质量、促进企业

与员工共同成长。从服务内容看，企业社会工作应旗帜鲜明地以员工为本。从目标宗旨上看，保

障员工权益是微观目标，提高就业质量是中观目标，促进企业和员工共同成长是宏观目标，而且这

三层目标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

需要指出的是，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确有可能有利于企业创新管理机制、改进管理方式、增强生

产效益，但是这些属于企业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作用范畴，不能把企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和其功

能作用混为一谈。作为一项福利制度，企业社会工作既有显功能也有潜功能，既有直接作用也有

间接作用，其中潜功能和间接作用往往是非预期的或溢出效应。例如，通过帮助青年工人，企业社

会工作也有利于工人子女的成长，但是，显然不能把促进儿童成长作为企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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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在价值冲突和外在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是角色定位的自然延伸，角色定位不同自然在价值追求上会产生冲突，因此有人断

言，企业社会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冲突。学术界也有人认为，

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的不一致是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障碍，“企业管理说”正是学者们试

图消除这一障碍而提出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冲突真的是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障

碍吗？为了分析这个问题，笔者把社会工作价值冲突分为内在价值冲突和外在价值冲突。

先看内在价值冲突。所谓内在价值冲突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分析和解决案主问题需要进行价

值选择时面临的困境和矛盾。社会工作的内在价值冲突包括价值体系内部各层次之间的冲突或

同一层次中此价值和彼价值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案主利益与他人利益、案主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案主自我决定与社会主流伦理、忠于案主与忠于机构、信息保密和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等。内在价值冲突并不为社会工作专业所独有，其他专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确实给社会工

作者的工作带来一定影响，但并不会阻碍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因为社会工作专业内部有比较成

熟的解决内在价值冲突的原则和方法。例如，关于信息保密，《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规

定，社会工作者必须对专业服务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除非在预防案主或可确认的

第三者遭遇严重的、可预见的、立即的伤害时，或者在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公开时才可以公开。

再看外在价值冲突。所谓外在价值冲突是指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其他行业或专业（如企业管

理）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关于社会工作价值研究，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国内也有比较成熟的成

果。笔者曾撰文指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活动，其价值取向主要有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

需要；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个别化原则、接纳原则、民主自决原则、职业道德原

则；作为一种福利制度，其价值取向主要有秩序、正义和效益（徐道稳，2002）。范燕宁（2004）把社

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认为宏观即基础价值理念包括关于人的基本

价值理念，主要有尊重原则、潜能原则、需求原则；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有社会秩序原

则、社会正义原则、效益原则、社会变革原则；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有依赖原

则、终身原则、发展原则；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有个别化原则、接纳原则、

民主自决原则、职业道德原则、继续教育原则。从现有成果看，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具有多个层

次，而且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其核心和基础是尊重人、服务人和满足人。

现代企业管理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日常管理（如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质量管理等）和项目管理。无论哪个层次的管理，其目的都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企业效

益。效益是企业的生命，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首要价值。当然，现代企业除追求经济目标外，

还必须设置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即现代企业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有学者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分

析了企业管理的价值目标，认为企业管理的价值有利益、公正和自由；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关系可分

为三个层次，即供需关系，利益关系，利益、公正与自由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供需关系以提高效

益，处理好利益关系以力求公平，处理好利益、公正、自由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发

展（张书琛，1999）。

比较发现，社会工作和企业管理价值目标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其中某些方面具有兼

容性，但是两者的核心价值确实有显著差异。前文所说的外在价值冲突严格来说只是两者核心价

角色定位、价值冲突和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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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不一致，未必能算得上“冲突”，因为冲突只有在当事人既可选择此价值又可选择彼价值或者

选择任一价值都会产生矛盾的后果时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只有面临选择时才会有价值冲突。作

为一个行业或专业，社会工作有区别于企业管理的价值观是很自然的事，独特的价值观正是一个

行业或专业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动力。正如律师之于检察官，律师的价值观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检察官的价值观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利益。两者的不一致不仅不会成为对方的障

碍，反而是各自发展的动力。

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企业的社会目标（社会责任）具有兼容性。企业的社会目标问题实质是企

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霍布豪斯就认识到，财富既有个人基础，也有社会

基础。一方面，社会的有组织力量保护财产所有人，防止偷盗掠夺，从而维护财产所有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生产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产品是劳动分工合作的产物。他说，“伦敦一块地皮的价值主

要应归功于伦敦而不是归功于地主”（霍布豪斯，1996）。霍布豪斯的上述观点在自由主义甚嚣尘

上的时代没能获得广泛认同，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企业是社会的一分

子，与其他社会结构因素是相互依赖的。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企业角色的多样性。企业不可能也

不应该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它必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雇员、社区、供应商、合作者及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需要指出，社会工作和企业社会目标的兼容性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接受或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但是毕竟能够给开展企业社会工作提供某种可能性。

总之，内在价值冲突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在特征，不会成为发展社会工作的障碍；外在价值冲

突与其说是价值冲突不如说是价值差异，这种差异正是社会工作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和行业的标

志，也是社会工作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动力；企业的社会目标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的

兼容性有利于企业社会工作的开展。

四、重构企业社会工作模式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企业社会工作划分为不同的模式。从国际经验看，根据服务主体和

资金来源等维度可以把欧美国家的企业社会工作分为企业内部门模式、工会模式、企业服务外包

模式和企业社会责任模式。香港的企业社会工作包括社区为本模式、工会为本模式和企业为本模

式。我国在企业社会工作探索或试点过程中，主管部门和社会工作机构大胆创新，涌现出许多不

同的做法，这些做法通常被称为“模式”。

重庆市对企业社会工作探索做了如下总结：一是建立“社工+义工”服务模式。社会工作者开

展专业服务，义工协助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宣传、接待来访、员工走访等工作。二是建立“社工+专

业人士”服务模式。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协调者角色整合社会工作督导、医生、心理咨询师、高校

教师等资源，共同向企业员工提供服务。三是建立“社工站+其他组织”合作模式。社会工作者积

极联合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高校、企业工会等资源为企业员工开展服务①。

东莞市企业社会工作有三种实践模式②。一是工会内置模式：将社会工作者派驻市、镇总工

①重庆市民政局：“重庆企业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探索与反思——以力帆集团企业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例”，民政部

社会工作司编《全国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发展战略研讨会交流材料》2013年2月。

②东莞市民政局：《东莞市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情况报告》（内部资料）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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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利用工会 12351、工会社会工作站、康复医院等平台为企业员工尤其是困难员工提供专业服

务。二是企业内置模式：将社会工作者派驻到单个企业，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或工会合作，旨在提

升职工福利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工业园区内置模式：将社会工作者派驻到某个工业园区，

借助工会的“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实体平台，为工业园区的企业、员工及居民提供服务。

根据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课题组的研究，深圳市发展企业社会工作主要有三种模式①。一

是“工会为本”的嵌入模式。政府通过购买社会工作岗位或资助公益项目的方式将社会工作者嵌

入工会或劳动保障部门，社会工作者在这些部门开展就业辅导、职业成长、法律维权、婚恋辅导、心

理援助、困难职工帮扶等服务。二是“社区为本”的嵌入模式。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以社区为依托成

立服务平台，通过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项目为社区中的企业和员工开展各类社会工作服务。三是

“企业为本”的嵌入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社会工作者在企业内部对企业和员工提供专业

服务，但是在服务主体和资金来源上存在不同的形式。有的是企业内部设立社会工作部门，社会

工作者的身份是该企业员工，其工作也要服从企业的安排。有的是社会工作机构在企业内部设立

社会工作服务站，社会工作者身份独立于企业，其工作是社会工作机构与企业合作的体现，社会工

作服务的经费可能全部来自企业，也有可能是政府和企业按1：1比例资助。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也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社区综合发展模式”是企业社

会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其基本思路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社区建立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

心，并由民间社会工作机构整合社区不同层面的资源，为劳务工与企业提供专业服务。资金来源

由政府出资过渡到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再到企业自主购买（李晓凤，2011）。也有学者认为，发展

企业社会工作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制度环境而再造一个企业社会工作系统，只能整合多方资源将专

业社会工作嵌入工会系统，构建企业社会工作的“工会模式”（吕青，2013）。政府、工会、高校是构

建工会模式的三方主体，其中，政府扮演制度和政策供给的角色；工会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

为职工服务，既促进自身在新形势下的转型发展，又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运作平台；高校利用人

才和知识优势为工会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实务和人才支持。还有学者提出企业社会工作的“整

体联动模式”。所谓整体联动是指由政府提供前期资金支持，由民间社会工作机构依托社区建立

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整合政府、工会、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为企业及其员工提供专业

服务（马玉娜，2014）。可见，这种模式与社区综合发展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实务界的总结大同小异，要么以设置地点为标准把企业社会工作分为

社区模式、工会模式和企业模式，要么以出资方为标准把企业社会工作分为政府购买模式、政府与

企业合作模式和企业自主购买模式。这种以设置地点或出资方为标准的划分方法未能反映企业

社会工作的特征和内涵，也无法体现两种模式分类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技巧上的区别。上述各种模

式除了设置地点或出资方不同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很大区别。各种模式的服务内容杂陈雷同，社

会工作变成什么都会的“万金油”，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也受到质疑。例如，根据《深圳市企业社

会工作服务指标体系（试行）》，企业社会工作包括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员工服务、社区建

设四大部分。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工作团队在一定的项目期限内要完成指标规定的工作是具有

相当难度的。因此，现有的企业社会工作模式研究对社会工作实务的指导意义非常有限。

我们认为，以服务的内容和性质为标准来划分企业社会工作可能更能体现其专业特点和专业

①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深圳市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报告》（内部资料）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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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基于此，可以把企业社会工作分为生活服务型、职业发展型和劳动关系型。生活服务型企

业社会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活适应、困难救助、情绪管理、心理辅导、人际关系、团队建设等。职

业发展型主要包括工作适应、继续教育、职业培训、职业规划等。劳动关系型主要包括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劳动安全、职业福利、社会保险、纠纷调解等。这种分类方法的优点是：每种

类型的服务内容相对单一，所需的知识结构和服务技能也相对简单，因此，制定每种服务的标准体

系也相对容易，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工作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类

并未涉及企业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之所以如此，因为一方面社会工作的知识结构难以胜任企业

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另一方面企业管理的价值观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具有一定差异。

我们认为，企业人力资源或社会责任部门聘用的所谓社会工作者属于企业员工，已不是以助人自

助为价值观的行业社会工作者了，就如同企业聘用的法务人员已不是律师一样。

五、结 语

企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领域，是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在企业及其员工中的运用，其

特殊性只会表现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技巧上，而不应表现在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上。社会工

作与企业管理在价值目标上不一致不仅不会成为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障碍，反而恰恰成为社会工

作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动力。发展企业社会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了取得企业的配合而

迎合企业的价值观，从而变企业社会工作为企业管理工作。发展企业社会工作固然需要企业转变

观念、积极配合，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担当制度供给的角色，社会各界也要给予大力支持。企

业社会工作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一样具有专业性、服务性和福利性等基本属性，因此，发展企业社

会工作既需要企业的资金支持，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支持，寄希望于通过企业全额购买来普

及企业社会工作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发展企业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企业内设、企业购买、工

会嵌入和社区嵌入等多种途径，但是这些途径不具有理论模式性质，以服务的内容和性质为标准

把企业社会工作模式划分为生活服务型、职业发展型和劳动关系型更能体现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

特点和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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