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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妇女领域为例，反思现有的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为一个新的范式，着

重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新理解与勾勒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本文重点回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前妇女社会工作研究

与实务中存在怎样的“压迫”? 这些问题将导致什么结果? 第二，如何在妇女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创造更平等的权力关系?

如何以一种更整体的方式建立更能良性互动的社区? 第三，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不同的范式，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有

何不同? 对我们有何启发? 作者认为，重视社群层面的日常生活并以结构性视角看待个人问题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注重群

体间的联结，在研究与实务中重视平等关系的营造，以行动研究和共同参与为依托，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解决传统性别中立

的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不合理现象的四大关键。这不仅是方法层面上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从认识论开始的源头上的改

变。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 2019) 06－0086－14

Rethink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 from a Gender and Structural Perspective
DING Yu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 Province，China)

Key Words: social work; feminist social work; everyday life; action-oriented;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problems and prejudice that exist in current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s due to its lack of gender

awareness，and proposes a reconstruction of its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rom a feminist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The leading ques-

tions to be dealt with are: firstly，what problems and potential oppressive elements exist in current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s，and

their consequences are? Secondly，how can we create more equal power relationships in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s of women's social

work，and build a more interactive，inclusive and connected community from a mor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Thirdly，how does feminist so-

cial work as a new perspective shed light on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s，including its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ffer-

ences that could enlighten us on a re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feminist social work departs from gender-neutral social work re-

search and practic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major aspects: namely，an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everyday life，especially at the level of

groups or the community; an emphasis on the connection of personal problems with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use of a structural perspec-

tive to analyze problems; a dedication to building more equ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s; and an emphasis on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se are not only improvement in methods and skills but fundamental changes in epis-

temology，the making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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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主旨是助人，是通过专业价值、知识

与技巧系统提升个人福祉与功能的一个学科、专业

与职业。长久以来，无论是它的专业定义还是给社

会大众的印象，都是讲求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变革，

具有赋权与解放性质。尤其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弱

势群体”( 如妇女、儿童、残障、老人等) 有特别的观

照，形成了专门的社会工作领域，对上述群体的特

点、需求、服务进行理论研究并开展相关实务实践。
因此，将社会工作与“压迫性”联系起来，恐怕是一

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本文中，“压迫”是指因为缺

乏性别意识而带来的一些以男性为中心、具有男性

霸权或偏颇思维而产生的不合理情况，它可能没有

明确的意识或运作逻辑，却在研究与实务中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这种思维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理所当

然”，若不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路加以深刻反省，种

种影响可能难以被发现。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通过

梳理和总结现有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出现的问

题，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探讨原因，寻求解决之道，

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为一个不同的范式尝试重新理

解与定义社工研究和实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要求，基层群众自治、群众

参与、健全相关机制成为了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论述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到，重心下移、资
源下沉、提供精准化与精细化的服务是构建社会治

理新格局的趋势与要求。基层是社会工作扎根之

处，在过往和当前的实践中，社会工作是如何理解

“基层”的内涵，又是如何在研究与实践中落实的?

我们应如何理解服务的精准化与精细化? 社会工作

中的需求评估与服务供给有没有做到精准与精细?

会议中多次提到的“自治”“群众参与”又如何实现?

上述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提出的理念在

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做到了多少? 尤其是目前在

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制度，促进男

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关爱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及老

人、残疾人的具体要求下，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存

在什么问题? 如何进行改革? 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对

照检查与反思的。
本文将以妇女领域为例，围绕上述目的，重点回

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现有的妇女社会工作研究与

实务中存在怎样的“压迫”? 这些问题将导致什么

结果? 第二，如何在妇女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中创

造更平等的权力关系? 如何以一种更整体的工作方

式建立妇女与其他群体良性互动的社区? 第三，女

性主义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不同的范式，在认识论、方
法论层面与传统社会工作有何不同? 对我们有何

启发?

由于妇女工作涵盖范围很广，性质多样，本文无

法通视所有妇女服务，因此首先需要界定本文的讨

论范围。本文聚焦于由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

作者作为主体开展的，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知识与

技巧践行的妇女工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宽泛的

妇女工作，也不同于以妇联为主体开展的妇女工作，

而是属于妇女社会工作范畴。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购

买性质的、由专业社工机构承接的综合服务中的妇

女 /家庭服务或妇女专项项目，购买方包括民政和财

政部门、基层妇联、医院等不同性质的主体。以妇联

为主体推进、以行政手段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妇联工

作及由各类基金会或其他民间力量推动的妇女服务

项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一、性别中立的社会工作的“压迫性”
在此部分中，作者将梳理、总结妇女社会工作实

践与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作者与不同层级的基层妇

联和承接不同性质妇女服务项目( 包括综合服务与

专项服务) 的社工机构等均有过业务合作，也接触过

大量该领域的专业社工、研究妇女问题的学者和致

力于此的学生。在日常工作、学术探讨和平常的聊

天中，大家常谈到妇女社会工作中的各种案例、做法

与研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甚“清晰可见”，大多零

零碎碎散落在不同的研究与实务中，不仅在工作中难

以回应，而且缺乏基本的梳理，由于被忽视造成的“隐

性”很容易将其掩盖在社会工作充满正义与关爱的光

环下。
( 一) 实务与现象上的问题

1． 妇女服务表面化

目前社工机构开展的妇女服务形式多是群众

“喜闻乐见”型的，包括歌舞娱乐类，如广场舞、唱歌

等恒常服务; 兴趣爱好类，如插花、烘焙、茶艺、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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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调等小组活动; 健康养生类，如食疗保健、养生讲

座、健康宣传等小组与社区活动; 仪容仪表类，如服

装、丝巾搭配，形体训练等。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前两年时兴做丝网花，多地皆出现“全城尽做丝网

花”的盛况，无论什么小组，都是以丝网花、香皂等手

工制作为主要内容; 过一阵子兴起搞烘焙，比如做纸

杯蛋糕、烤中式小点心等，又出现了跟风烘焙的情

况，很多妇女小组或家庭、亲子活动都以做糕点为依

托①。这种形势令社工一定程度上“先验”地将妇女

服务与做手工、厨艺、吃喝等联系在一起，有时会不

假思索地开展这类活动，或一谈妇女服务就联想到

这些形式。另一主要内容类型涉及女性精神与观

念，如表彰“最美媳妇”“最美家庭”，或宣传婚姻家

庭和谐观念等，多以社区活动、宣传活动等方式出

现。这些形式与内容有时建立在性别刻板印象的基

础上，有的活动甚至宣扬女性为维护家庭和谐牺牲

自我的精神。比如，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服务常

“无意识”地将服务对象默认为提供照料的女性角

色，固化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形象。“以和为

贵”的主调很容易掩盖家庭问题，将家庭中的权力关

系简单化，将妇女限制于隐忍、克制与妥协中，禁锢

于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容易使其将问题归咎于自身。
上述问题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社工

机构评估与妇女工作的周期、方法间的频率不协调，

前者往往有固定的周期，间隔短，而后者涉及的多是

意识改变、能力建设、地位提升等复杂内容，短期内

往往难以看到明显成效。社会工作行政管理与政府

购买经费安排的需要使得机构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

产生绩效，而管理采用的基本是专家评估制度，以细

项打分的方式产生最终评定，关切到每个指标的落

实。在这种情况下，社工很难坚持以更贴近妇女需

求、更有利其发展的方式开展工作，因为这需要对妇

女群体有深入的了解，与之有密切的互动交流，形成

紧密的关系，才能看到个人经历背后复杂的结构性

原因，从而找准目标，与之同行，共同面对。这需要

较长的时间与更平和的心态( 而不是指标朝向、急功

近利) 来完成，服务成效也不是体现在细项分数的简

单叠加上，甚至可能难以量化。在这些限制下，妇女

服务容易流于表面化。第二，机构、社工与各类购买

妇女服务的主体对妇女角色地位、性别平等等概念

理解不一。有些组织或工作人员自身对女性、性别

气质、社会角色、权利等概念秉持本质主义的理解，

比如认为女性就应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在照顾家庭

成员、养育孩子上承担更大责任，女性天生爱美，着

装打扮应该体现女性良好的体态与气质，言谈举止

应温柔得体，女性更喜欢舞蹈、亲子活动、制作食物

等活动主题或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固

化刻板印象的服务类型的推广与使用。
2． 无力回应某些问题

在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婚外情、性骚扰、性
侵害、失独等问题上，社工的回应是很有限的。危机

事件或问题发生时，社工基本只能从个人心理疏导、
信息咨询等方面来进行工作，陪同就医、取证、家访

了解家庭情况等都不是常做的工作，更不要说在危

机发生当下、恢复期以及之后的生活历程中陪伴妇

女更长时间以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治疗性、支持性

小组或其他工作方法也基本没有用武之地。做妇女

社会工作的社工人数少，无法覆盖广大妇女群体，大

多数情况下无法“主动出击”，只能坐等妇女主动上

门求助，这使妇女在成了被动的受害者之后，很多情

况下只能靠自己渡过情感上的难关，容易产生内疚、
负罪等非理性情绪。这些都与妇联在“源头维权”
上所做的各项努力，如对国家与地方层面反家暴法

律法规、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中

与性别相关内容的出台、修订等方面的推动，不相匹

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层面政策、法规与基层

落地间的裂隙。这里有外部条件制约的问题，比如

不同部门间无法有效联动解决问题，社工缺乏必要

的行政、法律与执行的权力和资源，仅能充当资源链

接者或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协调者，无法快速、主动决

策与行动等［1］; 也有自身及内部的问题，比如社工缺

乏性别意识，对此类问题敏感度不足，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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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论不足，没有相应的知识与技巧来处理问题等。
社工也常因此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挫败

感中，无力协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只能陪着她们感

叹，提供语言与心理上的安慰。低效的工作模式及

现实中的性别歧视令做妇女服务的社工容易产生职

业倦怠感［2］。作者比较熟悉的一个 C 市反家暴妇女

服务项目，在三年时间内换了四任项目主管，在任时

间最长两年，短则少于三个月，离职的原因包括与机

构主管意见不合、由于学科背景造成的工作方式不

合、工作压力太大、机构支持力度不够、工作成效不

明显、看不到价值所在等。作者了解到的其他妇女

项目中，能坚持做两年的人也是不多的。妇女服务

目标不清晰，实际情况又千头万绪，不易出成果，本

科毕业几年、涉世未深、生活与工作经验尚浅的年轻

社工常感到无法承受。一位工作超过七年的资深社

工提到，女性往往被认为具有高度同理心、善于沟

通、情感细腻，在家庭活动、日常交往与劳动工作中

更多被分配从事高情感劳动，如育儿、协调关系、提

供服务等［3］。从事社会工作前线服务的女性社工，需

要长时间不间断地进行高情感投入，面对的服务对象

也是同样处境的女性。长时间的高共情行为，容易引

起社工的情感耗竭，对自身的生活、工作产生影响。
其中还存在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女性社工本

身也常要面对服务过程中的性骚扰或因性别观念造

成的两难局面，如被领导要求陪酒、被劝酒，被服务

对象“额外关心”要求护送回家或在住处外守候，被

服务对象短信、电话或微信骚扰，表白甚至跟踪，等

等。更复杂的是，部分有此类问题的服务对象是残

障人士，包括肢体和智力残疾，他们的情感和性需求

在日常难以得到正确对待，女社工需要非常小心地

处理其中的关系，既要保护自己，又要避免对服务对

象的伤害。遭遇“两难”的状况对于社工或实习生

来说是“不能说的秘密”，常让她们感到不安。此时

唯一的选择是告诉自己的老师、同事或督导，但除了

被嘱咐“要小心留意”之外，他人往往不能进一步同

理并帮助她们处理问题。作者的一位学生此前就是

因为这样的经历而选择了从社工机构辞职。对于实

习女生来说，要向老师报告这些事情显得更难。作

者认识的好几位女生都有这样“敢怒不敢言”的经

历。如果老师本身缺乏性别意识或这类事情不在老

师的观念范围之内，在走访社区、入户家访的安排上

就会忽视对从事社会工作的女性安全的保障。
3． 妇女服务一般化

一方面，某些地方的服务在对因各种状况陷入

困境的妇女支持上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雪中送

炭”型服务大多限于对经济困难、高龄或家暴受害者

进行经济或物资救助和法律援助，其他形式的社会

支持如群体自助互助、个体能力及意识提升、家庭资

源开发等很少见。但另一方面，社工服务对那些“正

常”生活的妇女也缺乏观照。这些妇女似乎没有任

何问题，即便有烦忧也只是建立在良好生活之上的

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她们的情感与性需求、对家庭

与婚姻的再思、母职迷思、家务劳动、家庭关系等成

了新时代女性地位提升、生活质量改善之下的“无名

难题”，尽管学术研究中有不少讨论，但社工实务却

鲜少回应。事实是城市中的妇女服务多属于前文描

述的“锦上添花”型，只提供一般性的康体娱乐活

动，如果 妇 女 在 安 稳 生 活 中 再 思 考 这 些“无 名 难

题”，就很容易被身边的人，甚至是专业人士如社工、
学者认为是多余的，容易造成家庭与生活的不稳定。
以和为贵、知足常乐、认命、安分守己等说法在一定

程度上掩盖了妇女的需求甚至将之“不正常化”，结

果便是当女性试图从烦闷中摆脱出来时，外界往往

强加给她们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约束着她们无法

实现自己内心的欲望，对正在经历的生活无法产生

更深入的反思，更不要提改变的可能。
4． 具有“责怪”倾向

在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害、亲密关系暴力、女
性婚外情、精神健康等问题上一些社工依然秉持歧

视性的性别观念，比如认为“出轨”的一方一定就是

错误的一方，必须接受道德上的谴责; 女性遭受暴力

是因为自身也做得不好，受暴是“一个巴掌打不响”
的事情; 遭受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女性是因为自己衣

着打扮过于暴露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才会让人有

机可乘; 产后抑郁是女人自己矫情，“谁没生过孩

子”等。这些社工缺乏性别意识，甚至本身就带有根

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常说出歧视性的话语而不自

知［1］。作者通过在线问卷形式向开设社会工作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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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的院校了解妇女、性别相关课程开设情况②，约

77%的院校③反馈开办了妇女、性别相关课程，总体

情况良好。但根据各院校提供的开课信息，作者发

现部分课程为“家庭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人

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等，并非妇女社会工作或性别研

究，反映了部分课程设计者对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存

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具体再看，这些课程中有

40%左右不能稳定开设，比如不能每年开设、基本无

法开设、缺乏能开课的老师、以前开过现在取消等。
教育源头上产生的理解偏差及不稳定供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思辨批判能力，最终

使那些被困在不满意、不合适关系中的女性被抽取

沉重的情感罚金，饱尝歧视，承担了性别中立社会工

作的苦果。
5． 忽视“案主”的性别特性

在一些工作情境下，社工容易忽视案主背后的

社会关系与需求，如儿童受虐个案中不仅儿童是案

主，其父母或直接照顾者也应是关注对象; 受暴妇女

自身是受害者，但常被指责没有尽到保护孩子的责

任，社工如何才能既保护儿童利益，又及时安抚受暴

妇女身心，使其免受自责与他人责备的多重伤害，是

需要将儿童、妇女与家庭既以单独对象对待又以一

种整体眼光联系起来的; 身体残疾的妇女不仅是残

障个案，还涉及性别问题，而残障人士也往往被视为

“无性”，其性与情感需要常被忽视; 老年社会工作

中常忽视女性的不同需求，比如作者在针对 H 市 S
区的养老问题调研中就发现，区内失能老人，无论是

半失能还是全失能，均以女性为多，中高龄女性群体

退休金水平低，且其失能时配偶往往已经离世，普遍

缺乏配偶照料，院舍养老需求增大，对服务对象的性

别特性和需求，以及这些特性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

呈现与所受限制把握不足，会影响社工对其想法与

经验的理解，如果社工受限于单一的认知，不能识别

此类议题与需求，就无法在实务中回应。
6． 服务理念与内容滞后

女性婚育、受教育机会、职业选择、生育选择、家

庭模式选择等现实问题不断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

的生活中，反映了社会快速变化之下人们性别观念

的更新，比如新一代的“2030”青年中，恋爱、婚姻、

家庭、生育观念都悄然发生了变化，单身、晚婚、晚育

现象增加［4］［5］，个体对自身的重视程度增加，以自我

为中心进行生活选择现象多见，交友方式与群体观

念、消费方式、知识传播与获取的方式也因互联网与

手机的技术革新发生了重大改变。更多元的思维开

始进入各年龄段女性的生活。但社工实务在服务内

容与方式上未能很好地回应，虽然有些机构推出了

新的服务，如心理健康项目、白领单身女性及女大学

生亲密关系小组、新手妈妈讲座、二胎亲子关系辅导

等，但总体来说还未形成规模和体系，未能发出足够

的声音。比如作者接触的一个 H 市 Q 区 X 人民医

院购买的产后抑郁服务项目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社工

不了解不同类型服务对象的特点与需求，项目督导亦

不能识别问题所在，个案服务缺乏方向、目标不清，一

个服务年度内招募到的个案只有寥寥几个，相对于医

院一年几千名的孕产妇建档量而言是杯水车薪，日常

服务只能以一般化的新生儿护理知识为主，产妇抑郁

等主题难以铺开。

缺乏性别理念的社工实践存在很多困难与困

惑，这直接影响了妇女作为服务使用者的权益，也对

社工本身的专业性、从业信心及妇女社会工作的长

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如社工对性别平等、

妇女能力建设、地位提升的理解不到位，不知道为何

要开展某项具体的服务，也不知道单个服务如何构

成更大、更长远目标中的一环，只是为做而做，长久

下来势必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
( 二) 方法论上的问题

父权制思维在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中产生了深

远却“寂静无声”的影响，它存在于服务提供者与接

受者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存在于彼此微

妙的权力天平之上，存在于服务和研究设计、执行与

评估反思之内，存在于服务者 /研究者对其共同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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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妇女的理解之中。之所以说其“寂静无声”，

是因为甚少有人去反思这些影响，甚至可能看不见

或视而不见。
1． 忽视妇女经验

服务与研究都讲求设计，以贴合妇女不同层面

上的需求。做能推动妇女处境改变的服务，需要好

的研究先行，深入了解妇女的特点与需求。因此，研

究与服务是不可分的，服务是研究的延伸，是对研究

的践行，而研究既是服务的基础，又是服务承前启后

的总结提升。这也是行动研究在社会科学日益讲求

价值涉入与权力意识时兴起的缘由———弥补研究与

现实、服务间的裂隙，解决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危机，

改善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去除专家垄断，让知

识更好地服务于政策制定，而这些都是传统质性研

究所欠缺的。行动研究通过系统资料收集和试验，

探究如何提升专业介入质量，如何更好地服务民

众［6］，为了改变现实而研究现实，为了研究现实而改

变现实，强调自主参与。它源于日常生活，讲求合作

和反思，不再以研究者为主导和中心，参与者成为研

究主体，不再仅仅是研究的客体或对象［7］。

传统( 现行) 的服务与研究秉持的是专家意见

为先的思维，注重研究参与者声音与意愿的行动研

究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范围受限。关于妇

女的行动研究多集中在反家暴议题上，种类数量都

很少，且将行动研究定义为“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

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

用”的方法［8］(P122) ，主体聚焦在“行动”上，而不是行动

主体的改变上。社会工作实践也存在不同范式，从

权威为本到证据为本，在中国经历了更迭发展，其衍

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性议题就是: 到底谁的经

验更重要，谁的话语更权威，谁的知识更好。
妇女经验在实务 /研究中被忽视，妇女的部分需

求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身

为专家的社工 /研究者对妇女知识的忽视。不同的

妇女群体处在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中? 每天有着什么

样的生活节奏? 她们自己认为生活的幸福、难处与

困惑在哪里? 有什么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什么期盼

与念想? 如何才能实现? 这些问题由于其“日常

性”，容易被社工、学者忽略或轻视，因而未能进入实

务 /研究重点关注的范围，未能在需求评估、服务设

计与研究议题中被认真加以考量。妇女真正的需要

有时被专家所认为的需要掩盖，在调研方法上也一

脉相承地持有“忽视的传统”———带着答案去访谈，

言谈中露着偏见，只听取在自己理解框架范围内的

信息，在资料整理时去除“正常”范围以外的“游离

分子”以保证结论不出现意料外的偏差，在写作中追

求主流话语而抹去不同的声音……这样生产出来的

文本和基于这种文本设计的服务，容易落入“假需

求—虚服务—假满足”的幻象中。
2． 关系不平等

妇女作为案主的身份使其对社工“专业身份”
产生一定的依赖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存在又让其成

为精英学者学术话语中充满迷惑与问题的“他者”，

在整个研究与服务过程中都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研究者在传统社会科学的训练中被要求秉持价值中

立的客观立场，强调只有不偏不倚，不因自己是谁和

研究对象是谁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才能做出好的研

究［9］。这种价值观使其刻意远离妇女的生活情境，

以“远观”的方式进行观察与描述，并用科学的学术

语言呈现出来。一方面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调研

方式，将妇女从其生活中抽离出来; 另一方面是很多

妇女生活在“草根环境”中，自身没有意识或者无法

发声，成为隐形人群，比如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年女

性，似乎就是一群毫无欲望、对生活没有要求、对自

身没有期待、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人［10］，被遗忘在社

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外。身处不同社会位置的

社工和研究者( 尤其是后者) 身拥不同的权力、声望

和资源，与这些妇女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差异，好像

隶属于两个生活世界中。这些差异未必源于社工 /专
家的本来意愿，却实实在在造成双方了解、信任、交流

与合作的障碍。甚至有学者发现，有些地区的少数族

裔社区已经采用了一些方式来阻止那些不是由他们

主导或与他们合作的研究项目，理由就是并排真正站

在其立场上的、源于“旁观者知识”［11］(P144) 的所谓研究

只是挪用了研究的名义来强化研究者的权力地位

而已。
3． 碎片化、个案化倾向

已经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实务的微观化、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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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倾向，即大量运用个案和小组工作手法，将重心放

在补救性、治疗性和个人辅导性质的服务上［12］。这

种趋势在妇女工作领域中已产生了显著影响: 服务

缺乏清晰的规划、目标、意识指引及合理结构，只能

将妇女服务“个案化”，在实用导向下以明确的 ( 常

常是行政化标准下的) 问题判断来提供服务。这样

不仅会耗费大量资源，而且容易造成社工对情境因

素的忽视，使其只关注眼前个案的情况，不能思考个

案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不能将个案经历与他

人经历联结起来，难以发掘个案所揭示出来的更广

泛的社会问题，无法很好地回应提升整体意识、营造

良好的社区 /社会环境、鼓励妇女社会参与、改善性

别环境的要求。
妇女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常停留在个案或微观

层面，以一类个案为分析对象，研究问题集中于该类

个案或群体的问题、需求、服务过程与成效层面。作

者并非否认这类研究的价值，相反，它们在当下对普

遍忽略妇女经历的学术现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揭示、
引领作用。作者自己的研究也走过这样的一条发展

路径: 以往一直聚焦于微观层面，进行个体生活、个

人经历和策略的研究，近年来却越来越发现，研究不

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且不能陷入个案或以类型

学为基础的群体分类带来的“心理辅导”或“治疗

性”取向中，否则将问题定位于个人，会忽视其所处

的各社会子系统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个人经验是如

何嵌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这类宏观问题。如

果不将目光放置在社会结构中的妇女群体上，只看

到群体 /个体间的差异，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故事是

这样的，那么它与下一个故事有什么关系”“这个人

群是这样的，但它与别的妇女群体有何关系”这一系

列问题; 如果不将关注点调整到社区、组织层面，就

难以做到妇女动员、组织与联结。若没有足够的对

社会情境与复杂关系的关注，这类研究所采用的微

观视角很容易将其限制在碎片化的个人经验中。这

其实是对质性研究注重个体、少数人群或弱势群体

的一种路径偏离———质性研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

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改变”作用，研究本身就是一场

价值的表达［13］(P33) ，是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互动与

意义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理解与揭示社会

处境，是一个反思性、改革性以及跳出个体心理及周

围小环境的限制，关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行动

取向的事件。
研究者的目光应由个案牵引，到达其所处的社

会层面，思考是什么引致了妇女的这些问题，背后揭

示出什么社会与文化困境，“改变”才更有可能。这

是研究者与参与者一起对不合理权力关系与资源分

配的挑战，若没有行动与改变的意愿，研究者一开始

没有将个人能动性、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意义建构、个
体经验与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性等要素纳入研究框架

中，研究就触碰不到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核心，很容易

陷入“案主自决”与相信个人有改变潜能的盲目中，

将问题推回给妇女自身。尤其是某些看似私人化的

问题，如家庭纠纷、家内矛盾、家暴、婚姻关系等，研

究者容易困在要告诫服务对象“变得更好首先要自

己努力，为自己负责”的思维中，容易造成对妇女的

伤害，也容易生产出偏颇、不合理的知识。
4． 缺乏结构性视角

社会工作的领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群

的切割，也带来了思维与方法的割裂与局限。个案

化的实务与研究倾向将妇女从其所在的社群、社区

与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孤立”的

“弱势”群体———在人们的印象中，妇女问题就只是

妇女自身的问题，妇联就只做妇女工作，而妇女社会

工作也只是处理妇女问题，男性鲜少关心，老年、精

神健康、灾害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觉得与己关联

甚少。更大的误解发生在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上，

顾名思义的理解方式一直存在，民国时期此概念被

最初引进中国时，学者就需要通过专门的思辩来阐

明其非“报复的妇女主义”，而是要使“男女两性获

得主体自由”［14］(P56)。一旦说到女性主义，便容易引

来轻则与己无关、重则批判其与男性为敌的上纲上

线的指摘，这些现象都令女性群体与社区中的其他

群体在研究与实务中难以联结起来。
然而，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一种首要或唯一的

“压迫”。比如，妇女可能受性别歧视的种种影响，

但同时她也生活在民族、种族、经济、教育、年龄、职

业等社会因素相互交织的环境下，从而会受多种不

合理关系的共同影响，其他群体也生活在同样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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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他们的处境和妇女的处境是相连的，个人处境

与社会改变也是相连的。因此，视角的整合，认识到

问题的多元性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的社会愿景对于社

工而言是很重要的［15］。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若忽略

个体问题在社区或社会层面上的根源与意义，就会

影响社区自身能力建设和发展，社会工作“改变社会

结构与不合理状况的功能被大大遮蔽”［16］(P140) ，甚至

出现“去社会化”的现象。个人问题要在个人层面

上解决，更有赖于社区与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只

有将社区中的个人、群体、机构间的互动关系视为一

个体系与网络，认识到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的互为

因果性，将个人问题与社区、社会联结，将眼光拓展

至整体，将不同方法整合运用，才能彰显社会工作的

“社会”属性。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社会工作的传统实践

是性别中立的，它产生的问题是根源性的，亦即，没

有性别意识的社会工作只能说是反映与处理一种普

适性视角下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它的

知识来源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的性质是男性

霸权的［17］，随之产生的认识与运作皆遵从这样的逻

辑。尽管它看起来具有关怀社会、思考社会不公、寻
求合理改变的精神，但只能改变它意识范围内的不

公，无法认识到它意识之外的妇女处境。在妇女事

务上，这样的社会工作是“半意识”或“无意识”的，

甚至因为对不同立场、价值、知识的忽视与轻视，制

造出父权制知识的优越性，继而产生更多的忽视或压

制，带来盲目与偏颇，无法解决诸多妇女面临的问题。
如果不从根源入手调整，这种局面是不可能打

破的。社工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从认识论层面上慎

思: 妇女身处怎样的社会环境? 她们遭遇的问题根

源何在 ( 在传统的知识来源中是否能看得清楚 ) ?

这是谁的现实? 谁的需求? 妇女的经验应被置于何

地? 从方法论层面上我们要审问: 我们如何得知这

样的“现实”与“需求”? 我们听的是谁的声音? 怎

么听? 怎么相信? 我们的知识获得途径有什么问

题? 要如何改变? 如何才能以更公正的方式建立更

好的实践 ( 包括服务与研究) ? 更好的实践包含什

么要素? 继而履行作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笃行

责任: 在服务与研究中应如何倾听妇女的心声? 如

何表达尊重与同理? 如何解读与分析多元、零散细

碎与日常化的经验材料? 如何以更贴切的方式与妇

女一道改变其生活处境?

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于从已有的实践中对社会

工作进行彻底反思与重新审视，在维护社会公义与

人的权利、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光环下勇于

承认性别中立社会工作的盲区，珍视妇女经验的价

值，尊重妇女知识与源于日常的妇女智慧，放下“帮

助案主”( work for) 的“高贵”身段，与之同行 ( work
with) ，去除专业至上与知识特权化带来的压迫。

二、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不少学者已经从性别出发，重新审视和检讨了

传统性别观念引致的社会问题，女性生命周期中每

个部分的经历都被理论重新界定并影响社会工作，

比如母职建构与家务劳动［18］［19］［20］、女性贫困［21］、职业

中的性别隔离和玻璃天花板现象［22］［23］、女性作为主

要照顾者［24］、社会工作自身的女性化［25］等，让公众看

到了发端于女性经验，通过将女性个人苦难和难以

与人诉说的问题与她们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联结，将

私人困境重新定义为公共问题，回应女性独特需要，

改进妇女福祉的努力。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就是一种从源头上对社会工

作实务与研究的重新定义。它是我们的本体论、认

识论和方法论。它质疑以男性经验为女性生活的衡

量标准，认识并评估男性中心的性别关系对妇女、儿
童和男性自身的影响，挖掘不同领域中这些影响的

体现; 它摒除大一统的标准，承认多样、流动、多元的

身份; 它关注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在不同场所中的存

在与运作( 如家庭、学校、职场、制度或国家层面) ，

思考性别的社会建构; 它反思与重新定位社会工作，

改变其将所有不平等一视同仁( 结果就是对压迫视

而不见) 的习惯。但它远不止关注女性的权益与地

位，它发源但不止步于性别议题，而是聚焦于个人经

历与公共议题间的关联，服务与研究中平等对话关

系的营造，寻求与各类人群并肩工作的方法，以更整

体的工作方式建立良性互动的社区关系［26］，致力于

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因此，有性别敏感度的女性主

义社会工作不是工作对象的简单改变，而是一种具

有不同价值观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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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视社群层面的日常生活

我们在一些社工实践中发现，女性在传统的社

会关系里依然被局限在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场

域中，比如在家庭、婚姻领域进行的照护活动、家务

劳动等; 妇女对公共事务参与度很低，连社区事务都

很少接触，政治、国家、经济、法律、政策等层面似乎

离她们更远了。社工也在无意识地割裂公私领域，

将妇女服务集中于私，未能在公共事务上发挥激发、
鼓励、催化与带动功能，未能找到有效的方法弥补分

化，甚至在无形之中加剧了两极化。
当代女性主义思潮下的学术讨论已经对女性在

公私领域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行过很多讨论，包括女

性应如何在公共领域追求参与，同时在私人领域寻

求突破。家庭被视为公私界限打破的一块前沿疆

土，如何将其“公共化”，在限制中找到突破口，是女

性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关注身体、情感、隐

私、欲望与日常生活的文学写作和哲学讨论是这一

突破的先行倾向，也在一个侧面呈现了现实生活实

践与社会服务的落后———相较于创造性的笔端，实

践本身要慢得多，但这种“空白”也为后续研究让渡

了一个开拓的空间。
私人化写作的尝试落入对身体、欲望与物质的

极端追求，缺乏向上超越的困境［27］(PP30－32)。这一现象

启示我们，更可行的出路应植根于对公私二元划分

的根本质疑与超越( 如南希·弗雷泽的论述④) 。公

私领域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互相渗透，尤其

随着科技与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很多界限不再分明，

原有的区隔被打破，一些新的空间被生产出来，新的

社会关系也随之生成并不断融合。作者认为，日常

生活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它既关乎具体而微的生

活经验，又是承担社会理论重建的场所［28］; 既是生产

的空间，又是再生产的空间; 既关乎私人情感、欲望、
物质、身体，又关乎公共事务、社会参与，具有政治

性、精神性与革命性。它还是一个平台，无论是充满

差异的女性群体之间、男女两性之间、精英与草根之

间还是各个群体之间，都可以围绕这个平台实现对

话［29］，学术与生活的壁垒也将被打破，权力关系得到

扭转———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不再是远离生活的空中

楼阁，而是实实在在的每日生活，这种转向的意义在

于承认与重视平凡与平常，看到它们的突破潜力，不

再将之置于一种次要的、低下的位置，草根、微小、琐
碎的经验就具有了再生产的意义而不再是宏大研究

议题的附属。
人类学、社会学中已出现日常生活的理论转向

( 典型的例子如郑震的系列研究) ，近年来也有一些

学者践行了日常生活研究，他们的选题、视角、方法

都紧紧围绕日常与生活的元素开展( 如冯珠娣、黄盈

盈、张慧、杨善华等⑤) 。但社会工作研究中关于妇

女方面的本来就比较少，以日常生活为议题或方法

论的更是鲜见。社会工作本应回应的大部分议题与

需求都在日常生活中，但以日常生活概念作为理论

框架与脉络来思考与整理相关议题的研究与实务都

非常缺乏，相比之下，这个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

学科领域却最缺乏这方面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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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南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 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公义现象有深刻的批判，对公共领域、社会正义、性别正义有很多

重要论述，经典的论著参见 Fraser，N．，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Postsocialist”Condition，New York: Rout-
ledge，1996; Fraser，N．，Scales of Justice，Re-imagin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Fraser N．，“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Social
Text，1990． 国内学者也对此有诸多讨论。
此处举例的几位学者虽然研究方向与兴趣各不相同，但都很重视“日常生活”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不仅深描日常生

活经验，将讨论植根于生活常态，还注重其在方法上的体现，如深度访谈、社区考察等，可参见冯珠娣、汪民安:《日常生

活、身体、政治》，《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 赖立里、冯珠娣:《中国传统医学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

七十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6 期; 杨善华、柳莉:《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

与———以宁夏 Y 市郊区巴村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杨善华:《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家庭社会学

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杨善华:《感知与洞察: 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社会》
2009 年第 1 期; 黄盈盈、鲍雨:《经历乳腺癌: 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社会》2013 年第 2 期; 赖立里、张慧:《如

何触碰生活的质感———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论的四个面向》，《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1 期; 等等。



同时也可以看到，近年来学者对日常生活研究

的重视，始终集中在对“性”( 无论是 sex 还是 sexual-
ity 的维度) 与身体的关注上，集中在个体经验的阐

述中，这与早年的突破路径是一脉相承的。作者认

为，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可以借日常生活的空间超

越现有的二元划分，更重要的是，它又应超越现有日

常生活研究性与身体的话语，从个体阐述与经验出

发，迈向更具有联结性的社群经验，在过程中寻求价

值突破的可能路径。
将日常生活尤其是社群层面上的日常生活纳入

社工研究 /实务的理论框架中，是一个认识论层面上

的改变，其结果将是研究者对研究议题与实务者对

服务根基和方向的直接转向。比如，作者在 G 市 L
村妇女服务的实践与研究就是从妇女在村里的日常

生活需求出发，比如与外地妇女的关系、对外来儿童

的关注、对村子水乡和牌坊文化的热切、对河涌安全

与卫生环境的关注等，关注妇女从个人经验中转变

成个人主体再形成社群主体的过程，寻求对服务架

构不同层次之间、妇女战略性别需求与日常性别需

求之间、服务购买方的顶层设计与具体服务的意义

之间裂痕的弥补与联结［16］。走进妇女的生活，熟悉

她们所处的环境与文化，用她们的语言方式表达和

交流，重视她们诉说的经验、故事、情感，并在其中找

寻那些细微、易被忽视、但值得关注的期望与感受，

才是通过调研获知需求的要义———需求不是服务

者 /研究者认为的需求，也不是在询问或访谈的“刺

激”之下产生的应对说辞，而是服务对象在自己的生

活世界中、在对研究 /实务的亲身参与下互相激发而

表达出来的愿景，这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差异———主体

性得以在自身的生活情境中得到呈现与表达［30］(P310) ，

以此作为出发点去设计的服务，才能摆脱假大空、浮
于表面的帮扶，才可谓之“精准”与“精细”。关注日

常生活，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才能真的以人民为中

心，深入群众，这是社会工作扎根基层的落脚点，也

是社工服务的出发点; 而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点落

在社群层面，注重的是自治与参与能力的培育，才可

谓之“充满活力”⑥。
( 二) 重视联结、结构与整合

在实务 /研究中，作者发现妇女服务的困局在于

无法形成妇女间互相支持的网络。在工作方法的层

面，就是个案有得做，小组较困难，社区工作局限于

特定节日宣传。新自由主义下女性主义对个体权力

与自由的强调与颂扬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社会主义

集体时期的群体力量，妇女在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与

制造出来的文化弱势中，被置于以个体为基础的素

质话语的指责之中，失去了集体合作互助的话语［31］，

妇女群体难以联合。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

实务与研究也在大趋势下将关注点从集体责任、集

体意象转到个人责任之上。强调个体主体性、建构

权利与身份政治的批判框架却无力批判结构性的不

公，其结果就是，只能提供“补救型”的服务，治标不

治本。

首先要在问题意识上改变，在研究与实务之初，

就要对现有的对妇女产生“压迫”的社会关系发出

质疑，并在宏观结构下探寻妇女的能动性。无论是

实务还是研究都不能仅停留在分析个人问题层面，

妇女境遇改善应置于社会性别大环境的改善中进行

考量，个人问题应回归到社会结构中加以解决。社

会工作的力气既要用在处理前者上，更要用在推动

后者上，要将不同妇女群体间、妇女与其他群体间的

联结纳入讨论框架，使社群或社区共同体的营造成

为研究的核心关注点。

继而要在方法上实现整合与重心的转移: 妇女

个人与群体的自主性应成为考察重点，研究者 /实务

者应更多地以座谈会或小组的团体形式将妇女组织

起来，将个人纳入集体中，从关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

关的事务开始关注社区事务，鼓励妇女以不同的形

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活其主体意识，发展骨干力

量，培育有自我行动能力的妇女团体既是途径也是

目的。研究者 /实务者也应多关注社区的内在动力

与内部资源，结合个人访谈( 包括口述史、生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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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 / rmrb /html /2019 － 11 /06 /nw． D110000renmrb_20191106_2 －
01． htm。



方法) 、集体访谈( 包括灵活的形式，如茶话会、妇女

日常聚会、茶余饭后的闲聊等) 、收集相关文件资料

( 如宗祠史料、活动名册、捐款记录、会议记录等) 等

社区考察的综合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同时进行团

体营造的工作。
强调社群层面的日常生活概念目的是摆脱社会

工作实践中的个体化困境与研究中的方法论困境。
集体的联结需要黏合剂，社群动员也需要持续的动

力，基层群众组织培育和集体参与都非易事，日常生

活作为内涵丰富、最接地气的对话平台，最适合承担

这样的功能。同时，它也是妇女团体与社区中其他

人群联结与对话的平台，最易唤起人们的集体意识。

在 G 市 L 村的行动研究中，作者留意到，妇女在本

村事务中的热情是依靠与她们关系最密切的环境问

题、本地与外地居民间的关系与河涌安全问题带动

起来的，这是与她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也是其

他居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这些事务入手，妇女的

参与度高，在村内时常行走探访，彼此间开始互相关

照，不知不觉地拉近了与其他居民的关系，社群感逐

步建立。妇女的私人生活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

子，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她们贡献自己力量、表达对村

庄情感的场所，发挥了社区自身凝聚、修复与建设的

潜力，同时令妇女个人能力得到锻炼，在村内的地

位、话语权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实现基层群众自治

要从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出发营造社群感，同时以结

构性眼光探索问题的根源，以更整体的布局考虑不

同群体间的关系，从而建立良性互动的社区。
( 三) 重视平等对话关系的营造

研究与实务中各方的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概念

下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研究者 /实务者的目光转向

以研究 /服务对象经验意义为重的日常生活，这意味

着前者不再具有学术话语与专家知识高高在上的姿

态，而在后者的经验世界里，他们并没有懂得更多，

知识因此没有了高下优劣之分，二者的关系将以一

种更平等的方式建立、进行与呈现。
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与实务过程中深刻地感受

到，研究者在日常生活的草根智慧中更像是一个“新

手”或“客人”: 在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可能充满

着自己不熟悉的场景、历史、经验与知识，这时除了

虚心求教、深入了解、全面掌握，几乎别无他法。在

陌生的经验中旅行，需要的是对这些经验及其拥有

者敬畏与谦卑的态度，否则研究者可能随时被淹没

在无知与不解中。作者曾在“小姐”研究中因缺乏

经验犯过“何不食肉糜”的错误，问过类似“为什么

不把孩子打掉”“为什么这么早就出来打工”之类的

“傻”问题，她们曾对我产生“你还没结婚我跟你说

这些会不会害了你”“你能懂这些吗”的质疑。多年

后在城市社区、城中村做妇女服务时，虽比当年做

“小姐”研究时有年龄上的增长与经验上的积累，但

还是不免对自己不熟悉的妇女生活场景与情绪把握

不足，比如外嫁女会面对的地位改变与伴随的经济

问题、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与对“候鸟型”孩子的复

杂情感、本地妇女对外地妇女的歧视、妇女之间的嫌

隙与对当下生活“无所欲求”的状态等，因不了解而

感到没有底气; 在服务思路上也曾一筹莫展，面对看

起来没有任何需要的妇女不知道应从何入手提供服

务，接到遭受严重家暴却不肯离婚的妇女个案时难

以理解她们的想法，做社区性别平等宣传时不知应

从何谈起。
研究与服务的经验积累让笔者深刻体会到每个

个体、群体在不同生活背景、历程、当时情境中有各

异的选择与经验感受，难以用整齐划一的学术语言

与观点来整理归纳，试图将那些落在“正常曲线”外

的点拉回到线上是一种学术暴力，而将超越一些人

或大多数人常识与理解的选择或做法打入“非正

常”的冷宫，也是利用学术权威抹去“异常”的压制

形态。
平等对话意味着用开放的思维迎接各种可能出

现的叙述，用多元的眼光看待各异的经验，将之放在

每个个体或群体当时所处的情境中考量而不仅仅是

将叙述从情境中脱离出来。这也要求研究者 /实务

者尽可能全身心地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不

是只用学术式的访谈( 属于弱情境性的特殊对话场

景与谈话事件) 去构建他们的意义，或在非参与式观

察中“隔岸观火”，而是在研究对象的生活场景中，

如串门、聊天、吃饭喝茶、逛街、搞活动、跳舞唱歌等

(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走群众路线”) ，以最日常的方

式深入体验对方的生活。前者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是

69



高冷而遥远的概念，会让其产生隔阂感，甚至令其不

知所措，研究者 /实务者获取到的信息也可能覆上了

一层别扭与刻意; 后者才是他们主体性呈现更自然的

场景，那是他们生活本身的状态，有没有研究与实务

介入，它都在那里，研究者 /实务者是以与研究对象同

样的身份参与的。

唯有保持与研究 /服务对象开放平等的对话才

能更多地了解与把握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减

少自己的无知，使理解更加丰满。平等指的是尽可

能( 虽然无法完全) 放下自己已有的理解与意义，以

更多的好奇心去迎接新的经验与知识，更重要的是，

在了解自己局限性的基础上去实现这种“拥抱”，而

不是对自己的偏见装作不知或视而不见。知道自己

可能因为什么被蒙蔽、被带偏或产生误解，才能生产

出更全面的知识，而这是与研究对象共同生产与建

构出来的知识，不是研究者一方基于自己的看法得

出的结论，因此，研究对象不仅是日常经验的拥有

者，也是这些话语的共同“作者”。最理想的状态

是，妇女可以受益于新知识的产生，研究者也将受惠

于这个过程，从日常生活智慧中汲取力量，因这样的

互惠互利、平等关系而实现同行。
( 四) 共同参与，行动取向

以上各层面的要求最终都将与行动勾连。没有

行动，就不能突破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而日常

生活与社群营造本身都是动态概念，不能只截取某

个状态去试图理解整个过程。在社会工作中，研究 /
实务与行动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与实践不应存在鸿

沟，也没有宏大、抽象与具体、实际之分; 学术话语与

日常经验不是对立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研究者

与行动者的身份不是割裂的，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

也不是指向与所指、研究与被研究、服务与被服务的

关系，而是一同建构经验与意义的同行关系; 研究参

与者共处于同一生活场景中，他们的主体性是互相

构成、相互呈现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范式里对

这些关系的理解，对不同“案主”的关联，对知识差

异与多样性的尊重，对权力与专业性的再思都可以

与行动取向的研究方法高度结合。当下社会工作中

被束缚的、走偏的部分需要重新反思，重新赋予其解

放的内核。

行动要求行动者长时间的沟通交流与协商，不

受研究 /服务周期的限制; 利用“本地”的、情境中

的、“即兴”的方法开展研究与服务，不受方法的制

约; 它应是注重过程与经验的，不能全看量化指标下

的结果; 它应是情境性的，以群众利益为主，以当地

需求与经验为先，不受其他地方、其他情境与专家意

见的限制; 它讲求的是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而非单

向的灌输与教育，参与者共同贡献自己的长处，共同

实现任务目标; 它是在实在的日常中发生的，与生活

息息相关，在一事一物中培育人的能力与意识，而不

是空喊发展与提高的口号。行动的目标之一是使个

人重回集体，以集体力量帮助个人面对困境或条件

与结构的制约。
动态会带来不确定性，这也是行动取向的研究

与实务的一大挑战，对研究者 /实务者辨别问题、协

调共通、求同存异、方法整合的能力要求更高。但不

确定、多元、差异与对话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解社

会关系的重要特征，以此为基础批判社会工作性别

中立的价值取向、方法与实践，不能将其视为研究或

实务的短板。恰恰相反，不确定、变动与暂时性意味

着开放与可能。生活本就充满着“意想不到”，在研

究与实务的过程中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看到个人与

团体应对变数的方法与策略，有利于行动者对自主

性构成与实践的理解。作者在“小姐”的研究中就

充分认识到不确定与暂时性作为这群女性应对污名

的性别策略所产生的潜力［32］。

三、结论与讨论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

观念和由此造成的“理所当然”，从女性经验出发，

挖掘和回应其需求，帮助她们解决具体问题，更重要

的是使其认识自己的环境、资源、权利与权力，建立

更平等、和谐的性别关系，以赋权为最终目的。

从思维和意识层面来说，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不

仅仅是以女性为中心或为服务对象，它是对现存社

会关系的重新考量，重视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影响，从

性别差异出发，拓展到其他维度的差异，理解一个问

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并致力于解决。从方法层面来

说，它是一种变革，更注重平等关系、权力、多元与差

异。从实务层面来说，它将女性视为能自决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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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努力结束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情况，同时不带来

对其他群体的压迫。以女性为中心，并非与男性为

敌，不是结束一种“压迫”( 男性对女性) 尔后用另一

种“压迫”代替它( 女性对男性，或一群女性主导其

他女性) ，而是强调性别敏感，看到妇女生活中的复

杂性并致力于满足她们特定的需求。
本文是对照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对社会治理，尤

其是基层群众自治、城乡社区治理、基本公务服务提

供、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深入检视当

前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之作。党的引领启发我们思

考社会工作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揭示传统的性别中

立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克服这些问题不仅是

方法技巧与操作层面上的事，如果不从源头开始反

思并在方法论上进行分析，社会工作的研究与服务

就容易落入新自由主义风气下个体化的死循环中，

无法践行其解放的功能。借助结构性视角，植根于

日常生活，利用在地、多样、灵活与整合的方法，在参

与和行动中营造具有社群感的团体，是女性主义社

会工作研究与实务的要义。当前社会工作领域对此

的理解与实践还非常缺乏，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思

维的约束，有时难以看清问题所在。本文希望能唤

醒实践者的意识，从一场场调查研究与服务项目中

尝试改变，推动社会工作往更平等与公义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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