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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农村老年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遥 我国农村老年贫困人
口规模大袁贫困程度深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日益凸显袁农
村老年精准脱贫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重点遥 经过多轮扶贫式开发与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
度的不断完善袁老年贫困问题得以缓和袁但传统的扶贫模式远不能解决老年多维贫困问题袁寻
求专业脱贫服务是顺利完成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任务必经之路遥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尧方法过
程与精准脱贫目标具有内在契合性袁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现实需求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供
介入空间遥 可以说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既是我国反贫困事业的重大创新袁增进脱
贫效果的充分保证袁也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契机遥以 Z县 Y村的实地调研为依据袁
研究社会工作在农村老年贫困对象精准识别尧帮扶项目精准确定尧乡村资源精准整合方面的
介入空间遥 研究发现院社会工作的方法与过程与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目标相契合袁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不但能提供专业高效的脱贫服务袁 缓解政府人员繁重的工作压
力袁还能为传统脱贫模式提供新思路尧新方法遥 但是 Y村精准扶贫工作实践中并没有专业社工
介入袁整个 Z县也仅只有一家社工机构且位于城区遥 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
老年精准脱贫中的困境袁即现有顶层设计难以保障农村社会工作稳定发展曰社工认同感尚未
在农村普遍建立曰社工专项服务资金投入无法支撑老年精准脱贫基础服务曰农村社工人才队
伍难以满足老年精准脱贫多维需求袁 而上述困境的出现也与我国社会工作处于探索发展阶
段尧国家支持力度有限尧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低等因素有关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在完善顶层
设计袁明确老年精准脱贫政策中社工定位尧建立并盘活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专项
资金尧本土社工人才培养与职业空间双轨发展尧以老年多维需求为靶向设置精准项目四个方
面提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的应对策略袁为农村老年脱贫攻坚与社会工作发展
提供实践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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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数据显示袁 截至 2017年底我国 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达 2.41亿人袁
占全国总人口的 17.3%[1]袁 预计 2050年此数量将达到 4.5亿袁 且农村老年人口数量是城市的
2.1倍袁农村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遥就 2015年中国扶贫工作会议发布的 2300元/年扶贫标准来
看袁2014年我国有 35%的农村老人总收入低于这一标准[2]遥规模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使得老年
精准脱贫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及老龄问题的实践难题[3]遥

2013年袁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袁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尧不同贫困
农户状况袁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尧精确帮扶尧精确管理的贫困治理方
式 [4]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到院野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袁坚持精准扶贫尧精准脱贫袁确保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5]遥面对严峻的农村老年
脱贫形势袁低保尧五保等救助政策不断发挥老年生活保障兜底作用且成效显著遥 据全国 31个
省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16万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袁2017年各省农村贫困人口不足 10%袁
占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的老年贫困发生率降至 7%以下袁农村老年贫困状况不断得到改善遥 但老
年贫困具有多维性袁精准脱贫也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提供袁更要兼顾老人能力提升尧社会关系建
立与社会功能恢复[6]遥 农村老年致贫原因复杂袁行政式的经济救助与物质帮扶并不能满足老人
精神慰藉尧心理建设等愈发精细的脱贫要求袁寻求区别于以往的老年脱贫路径成为新时代背
景下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重要实践遥

面对复杂的脱贫形势袁专业力量助力农村老年精准脱贫已是大势所趋遥 作为社会力量中
日趋活跃的积极构成袁国际经验业已证明社会工作参与贫困治理成效显著 [7]袁社会工作的价值
理念尧方法过程与老年精准脱贫路径趋同袁我国政府也逐渐倡导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脱贫遥
以 Z县所在的 H省为例袁H省民政厅于 2016年 7月发布叶关于发展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的
意见曳袁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制度指引曰2017年叶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
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曳将脱贫攻坚作为目标袁把发挥社会工作专业
力量作为核心[8]曰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保障遥 2018年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曳强调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袁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袁要促进社会组织尧专业社会工作尧志愿者服务健康发展[9]遥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
精准脱贫不仅是我国精准脱贫相关政策中的重要主体袁也是脱贫实践过程的主要手段遥

目前袁 我国学者已经在社会工作与农村精准脱贫实践的交互发展中探索出一定成果袁主
要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院

第一袁对社会工作与精准脱贫之间的契合性展开研究遥侯利文渊2016冤认为袁农村精准扶贫
的高质量要求与现实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尧技术推进存在错位袁而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与精
准脱贫的目标又让二者之间相互耦合袁二者的价值亲和可以让社会工作为精准脱贫提供理
念建构袁而社会工作的优势也能拓展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现实空间 [10]遥 谭雅君渊2017冤则认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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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工作应该贯穿于整个扶贫工作之中袁而且表现出野以人为本冶的价值取向袁从野去标
签化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尧总结农村社会工作反贫困经验完善精准脱贫模式尧扮演服务型角
色为扶贫开发提供主要力量三个方面解读精准脱贫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的作用 [11]遥 谢俊贵
渊2017冤认为袁精准扶贫模式使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袁野精准扶贫垣社会工作冶
或者野社会工作垣精准扶贫冶应该是我国扶贫开发的探索难点遥社会工作领域应该把握机会袁
在切实推进社会工作精准化的基础上袁优化社会工作的功能模式尧精心策划准确实施社会
服务 [12]遥

第二袁社会工作在精准脱贫实务过程中的具体探索遥 云南绿寨模式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
精准扶贫和我国脱贫实践提供了一条政府让渡空间尧社工自主发展的道路 [13]遥 向德平袁姚霞
渊2009冤则从社会工作的发展起源尧历史过程梳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脱贫优势以搭建平台尧重塑
能力袁促进参与把握农村社会工作的作用与发展[14]遥林顺利渊2017冤等强调外部保障和脱贫内生
动力同步结合袁探讨出精准脱贫中社会工作的经济援助尧能力建设尧文化建设三维介入路径
[15]遥 程萍渊2016冤通过阿玛蒂亚窑森的赋权增能视角设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四条路
径院即由外力推动到内生动力发展曰以精准识别为起点袁策划增权方案曰促进文化教育袁提升贫
困人口脱贫素养曰发展自治经济袁增进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16]遥 贫困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
界性问题袁贫困治理的方法也会根据国家发展程度而有所不同遥 美国在 19世纪派遣受过专门
训练的野友好访问员冶了解贫困人口的困境与出路袁通过社会工作参与贫困治理缓解因贫困失
业带来的社会问题遥 美国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差距袁因此袁社会工作涵盖整体国民袁较难
区分农村社会工作的独特性袁但社会工作的介入服务对贫困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英国
在二战之后面对庞大的贫困与边缘性群体袁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方式袁在社会福利尧社
会保障政策逐步完善的情况下袁贫困治理效果明显遥 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也直接承担着
社会救助尧社会服务等任务遥 社会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反贫困经验均表明社会工作在贫困治理
中的重要性遥 然而学界多从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之契合关系及作为空间角度展开探究袁关于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反贫困的实践过程着力较少袁对贫困群体的类别聚焦不足袁关于农村老年
精准扶贫的专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袁在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贫困老人精准识别尧帮扶项目精准
确定袁乡村资源精准整合运用等方面的实践研究不足遥 本研究着眼于农村贫困老人这一特定
群体袁在厘清传统行政式脱贫模式不足的同时袁试图探究社会工作介入老年精准脱贫的现实
路径袁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尧帮扶项目精准确定及社会资源精准整合等领域介入服务袁并总结
农村社会工作参与老年精准脱贫中的缺失与应对袁继而为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与农村社会工作
的发展提供新的探索道路遥

二尧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空间

农村老年精准脱贫进入深化阶段袁野三位一体冶 的大扶贫格局为脱贫攻坚明确方向遥 在传
统行政式推进的脱贫耗财耗力却成效不佳的现实问题下袁社会扶贫深度参与成为农村扶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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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现实进路遥 作为社会力量中的积极组成部分袁社会工作在应对社会风险尧促进社会和谐尧
推动社会建设方面有独特的操作方式袁在介入农村老年脱贫中以多维贫困为基点袁针对老人
健康状况尧精神慰藉尧心理态势尧社会支持等需求设计整体项目袁确保服务对象接收系统完善的
专项服务遥 为深入了解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现状及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的介入空间袁 笔者依托
研究课题袁于 2018年 2月到 Z县 Y村进行实地调研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袁以 14名村民
渊含 7名 60岁及以上贫困老人冤尧2名驻村书记尧2名村委成员为主要访谈对象袁了解 Y村老年
精准脱贫现状袁分析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空间遥

Z县曾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袁2016年摘去国家贫困县的帽子遥 农业尧玉雕加工及销售是
该县的支柱产业袁但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遥 Y村位于 Z县西南 25公里袁南靠南水北调运河中
线袁北邻 M自然村袁西接 248省道袁东交 009县道遥 四周交通便利袁但村庄两条东西通向公路并
未全部硬化袁两条南北主干道为石面路袁村村通工程会每年修缮维护村庄路面袁但路面损坏率
依然较高袁通往县城的班车也因此绕过 Y村遥全村由 1个自然村组成袁下辖 9个村民小组袁共有
2362人尧556户袁村域面积 6平方公里遥 Y村属于平原地带袁土壤为黑粘土性质袁气候四季分明袁
耕地面积为 2866亩袁农业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袁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遥2015年
在县委牵头下成立脱贫攻坚责任组袁 由县交通运输局派驻 6名帮扶成员组成脱贫攻坚工作队
领导开展精准脱贫工作袁每名成员负责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袁形成一对多责任脱贫模式遥 2016
年 Y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61户 193人袁脱贫 3户 15人遥2017年 5月袁脱贫 10户 38人袁死亡 3户
3人袁新增 3户 4人遥 2017年 8月贫困户为 48户 141人袁2017年 11月脱贫 7户 30人袁新增 16
户 60人袁现定贫困户数量为 57户 171人袁致贫原因为因病尧因残尧缺少劳动力尧缺资金等遥 Y村
贫困人口中老年群体比重大袁在上级领导的积极关注与脱贫攻坚小组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袁老
年精准脱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袁贫困老人生存状况得以改善袁但脱贫攻坚小组在扶贫过程中仍
面临诸多问题袁关于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尧乡村资源精准整合尧脱贫项目精准帮扶等方
面仍需进一步探索改进遥 在实地调研中袁 发现 Y村精准脱贫工作主要由脱贫攻坚小组领导实
施袁村委会在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开展工作袁预计 2019年底 Y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袁提前实现精准脱贫目标遥 宏大的愿景需要各方力量合作袁目前 Y村紧迫的老年精准脱贫实
践中只有企业与政府合作袁缺乏社会工作机构的驻村服务袁而整个 Z县也只有 1家专业社会工
作机构袁社工参与农村精准脱贫明显不足遥 面对 Y村的贫困现状袁社会工作能够在传统行政式
反贫困的基础上发挥专业优势袁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解决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的问题袁主要在
以下方面产生积极作用院

渊一冤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渊2011耀2020冤曳中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的脱贫目标要求重视老年多维

贫困[17]遥 就实地调研情况而言袁Y村在老年贫困识别中仍把收入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判定标
准遥贫困聚焦涣散既有一线人员的难言之隐袁也暴露出传统脱贫中的识别单一性遥正如 Y村驻
村书记野C-RB180236冶所说院野我其实是交通运管上的工作人员袁现在和我的几个同事负责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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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扶贫工作袁我们本身也不是这儿的人袁对全村五百来户逐户走访袁光熟悉各家各户就花费
不少时间袁老哩少哩最后识别出来一百来号人口袁而且文书工作多哩很袁要么入户走访袁探讨项
目袁要么就坐在那里写报告袁所以我们只能按照经济收入识别遥农村老年人木啥别的生活来源袁
靠天靠子女袁基本上 70%的老人都贫困袁但是我们小组只有 6个人袁根本忙不过来冶遥 扶贫人员
与贫困对象数量配置错位为精准识别多了一层隐患袁老年群体的贫困多维性尧动态性更为精
准识别增加难度遥驻村书记野C-LFG180233冶提到院野村子里的贫困户是以老年人为主袁但是有些
老年人跟子女分家自己住袁这些还好识别袁有些老年人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袁这样识别起来难度
就大了袁因为子女本不属于贫困人口袁老人的收入一大部分来自子女袁这个赡养水平不好把握袁
我们就干脆按照子女的经济状况来确定老人的贫困程度袁要求子女每月必须给老人一定标准
的抚养费遥 冶面对精细尧琐碎且有冲突存在的多维贫困识别要求袁现代社会工作把公正作为核
心价值理念袁且在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中具有以下专业优势院

第一袁社会工作者来自基层袁具有了解村民需求的天然优势袁利用过往实践中与老人耦合
的相处方法与识别经验[18]袁通过对老人的观察探访与深入交流袁探寻其贫困根源遥 针对 Y村扶
贫工作人员远远不能满足贫困老人脱贫需要的现状袁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介入一方面能缓解驻
村书记的工作压力袁另一方面能为农村老年脱贫攻坚提供新思路尧新方法遥

第二袁利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身份对老人进行细致深入的基线调查袁所得结果与官
方数据相互印证补充[19]袁增进贫困识别可信度遥

第三袁借鉴城市社会工作贫困治理经验袁对空巢老人尧五保老人尧独居老人等不同特征的老
人需求有明晰的认知与经验总结袁识别方法更科学袁过程更全面遥

第四袁社会工作强调总结反思尧将老年贫困分析形成调研报告袁及时反馈相关部门袁为脱贫
攻坚相关政策的修订与充实提供切实可靠的参考依据[20]遥 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介入农村老
年脱贫攻坚袁对老人生存状况与生活质量进行动态监测袁把真正有脱贫需求的老人纳入国家
帮扶体系袁为改进农村老年脱贫效果提供坚实的基础遥

渊二冤帮扶项目精准确定
我国农村老年贫困兼具规模大尧维度广的特点袁物质帮扶尧精神慰藉与能力建设等都应该

纳入老年精准脱贫事业之内遥 长期以来袁囿于对贫困内涵的片面理解袁老年脱贫帮扶局限于物
质补偿和社会救助等传统民政范围 [21]袁面对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袁Z县政府预防老年贫困发
生袁改善老年贫困现状的应对策略是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尧最低生活保障尧五保供养和临时救助
制度的落地为老人提供有限的生活补助遥 2017年全国贫困发生率为 3.1%袁但 Y村老年贫困发
生率为 5.2%渊如表 1所示袁全村居民 556户袁总人口 2362冤袁高于国家平均贫困发生率遥 由表 1
可知袁Y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老年群体袁 但相对于针对农村大学生实施的教育扶贫专项
野雨露计划冶与针对贫困劳动力创设的野光电扶贫冶来说袁Y村老年脱贫方式仅为国家福利保障
政策实施与逢年过节的物质救助与经济补偿袁不仅缺乏促进老年群体造血能力发展的专项项
目袁精神慰藉层次的帮扶救助也未被纳入帮扶计划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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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Y村贫困人口数量与致贫原因 渊单位院人冤

在 Z县袁政府将脱贫专项计划定位于野千企帮千村冶袁以贫困劳动力为对象进行电商扶贫尧
金融扶贫尧光伏扶贫尧教育脱贫袁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曰以大学生为对象进行野阳光工程冶野雨露计
划冶为载体的短尧中期教育帮扶与经济援助袁但针对老年人的专项培训数目为零遥 案例野C-
ZC180269冶提到院野年轻人有的去南方打工袁在家的还能去镇上新开的厂里尧超市里干活袁我们
这些老年人头晕眼花的不中用袁那些瘫在床上的更不用说袁只能给儿女添麻烦袁厂里根本就不
要我们袁我们也帮不上啥忙袁还是在家里看好这一亩三分地袁存点粮食吃也不叫娃儿们操心遥
咱们老年人就好好在家呆着袁白渊不要冤有病就万事大吉遥 冶经济帮扶项目与老年整体需求衔接
不紧袁感情纾解也未纳入帮扶系统袁老人精神孤独问题尤为突出遥 刘燕舞在关于农村老人自杀
研究中认为袁2000年后我国农村老人自杀状况呈现失控态势袁经济压力袁疾病疼痛袁家庭精神
慰藉缺失是导致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22]遥在 Y村袁老人也同样面临着精神孤寂而无人问津的情
况遥 案例野C-WKJ180274冶也显示院野我一个人住袁子女常年出去打工不在家袁有哩人家留下个学
生娃袁爷孙俩在屋里呆着袁我这是想有个孙子在屋里招呼渊照顾冤都木有袁看见别人家屋里亮堂
堂的我心里难受袁就算吵吵闹闹我也愿意袁起码屋里不是空荡荡的袁一年到头也见不住娃儿们
几面袁年底回来袁正月初七初八就又走了袁我想他们袁但是娃儿们在外头打工更不容易袁想她们
也不敢说袁 谁让我一身病得花娃儿们的钱呢袁 我们这些老年人就当是年轻劳力在家的念想
吧遥 冶由此可见袁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不仅得不到政府的重视袁甚至受到子女的忽视袁老人在饱
受身体病痛的同时袁心理也承受难以疏解的郁结遥 此外袁传统脱贫项目设计不但缺乏老年参与
理念袁精神脱贫需求与项目设置错位袁老年自身能力发展意识也严重不足遥案例野C-ZPJ180276冶
显示院野政府招商引资在镇上办了箱包厂袁我们年纪大不中用进不了厂袁还好见渊每个冤月能领到
60元老人补助袁低保贫困户补 80遥 有些穷哩说不过去的袁国家给盖房子袁买家具遥 他们这怪好袁
我咋就没有赶上这种好事呢钥国家的东西不要白不要遥 冶老人对国家福利依赖性强袁对精准脱贫
的内容与要求缺乏正向认知袁而政府只进行物质援助袁缺少对精准脱贫的引导宣传的行为不但
加深了老人对精准脱贫的误解袁而且助长老人对国家福利的无限依赖袁自身能力也难以发掘袁
长此以往袁农村老年多维贫困依然无法得到改善遥

作为服务传递者袁社会工作不仅为老人提供物质援助袁更注重精神慰藉袁赋权增能遥 这其
中既有对老人的物质帮扶袁也有以优势视角激发老人内生动力以满足复杂多样的需求尧摆脱
困境的内在意蕴遥 据调研数据显示袁Y村低龄渊60-69 岁冤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 12%袁中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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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70-79岁冤占 2%袁高龄渊80岁及以上冤老年人口占 5.4%袁Y村呈现低龄老龄的特征袁老人仍在
自身脱贫实践中具有作为空间遥 此外袁相比青壮年袁老人虽在身体机能与流动智力方面处于劣
势袁但晶体智力与人生阅历却是年轻人难以企及的财富遥 基于以上优势袁社会工作着眼于老人
的长远发展袁以恢复和巩固老人社会功能为任务袁着重补充老人的脱贫技能尧给予精神慰藉尧增
进社会融入遥 通过建立以 Y村贫困老人需求为靶向的服务目标袁结合老人的生理特征尧健康状
况尧心理态势形成具有系统性尧针对性的个案尧小组尧社区活动袁链接社会资源给予物质援助的
同时袁促进老年主体参与遥 如以影响整个 Z县的玉雕产业为契机袁开展玉文化传播小组增进老
人社会关系袁开展玉雕绳结手工艺品创作小组发掘老人潜能尧设计起以需求为起点尧优势为条
件尧个别化的能力建设服务方案袁注重老人通过与外部资源环境不断循环互动达到持续赋权尧
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的目的遥 同时袁在项目进行中袁引导各个部门与老人将精神扶贫尧健
康扶贫尧教育扶贫放在与物质扶贫同等重要的位置袁实事求是袁因地制宜袁以贫困老人的主体性
为前提袁疏导心理障碍袁在有利老年发展的资源尧能力尧机会融合项目中摆脱贫困遥

渊三冤乡村资源精准整合
面对老年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袁老龄化严重的欧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袁从家庭养老向社区

养老转变是缓解并摆脱老年贫困的有效方法遥 2015年袁荷兰进行长期护理和养老体系改革袁更
多老人重新回到以社区养老为主要模式的养老体系中去袁在社区互助模式下袁改革取得良好
成效[23]遥由此可见袁整合社区资源尧发挥乡村力量是在应对农村老龄问题中可借鉴的经验袁也是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遥 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入发展袁 乡土社会
邻里守望作用大减袁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帮扶功能弱化袁孝道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无奈遥 案例野C-ZLK180282冶显示院野村里都是老年人尧小娃儿尧年轻人出去
赚钱才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啊袁在家木钱遥 这正好是年节下袁庄上打工哩上学哩都回来了袁平时
都是俺们这些老年人往门上渊村子里冤转转袁哪有别人遥 前些时候渊早些年冤庄上热闹啊袁娃儿们
都搁渊在冤家袁谁家现浇渊盖房子冤袁那劳力们多哩用不完袁主家渊主人冤根本不操心找不住人袁现在
真是难找袁就剩下我们这些老老小小袁谁家有个婚丧嫁娶都找不来人帮忙遥 冶城乡二元结构与
经济社会的发展吸引大量劳动力外出谋求财富袁留守老人遇到困难时多数情况下只能第一时
间向其他老人求助袁问题解决过程自然面临诸多阻碍袁寻求个人尧家庭尧乡村尧政府等各方力量
的有效组合成为高效脱贫的现实进路遥

家庭是老人赖以生存的基本单位遥调查数据显示袁Y村老龄化水平为 19.4%袁老年救助抚养
任务十分艰巨遥 在农村社会化养老机制尚未形成之前袁传统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
式遥 社会工作旨在维护老人家庭完整袁通过链接社会与政府资源袁提供农村发展公益性岗位袁改
善老人收入困境遥 以家庭教育消除野老年无用冶标签袁增进家庭成员沟通尧化解家庭矛盾尧缓和代
际冲突尧维护家庭和谐袁在建设良好的家庭氛围方面发挥独特作用遥 同时袁家庭镶嵌于社区环境
之中袁家庭的改变离不开社区资源的支持遥 社会工作注重培育社区内部脱贫动力袁发挥社区在
扶贫中的自我传递尧复制尧整合和推动作用袁使扶贫成为增强社会资本的过程[24]遥 社会工作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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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拓宽社区资源获取渠道袁 通过农村社区活动重塑社区建设袁 以小组活动等方法促进交流融
合袁建构村民合作意识和团队照护能力的同时形成老年帮扶照看机制袁切实为改善老人经济收
入与精神慰藉提供帮助袁促进老人与农村社区的长远发展遥 此外袁社会工作者积极整合村干部尧
第一书记尧乡贤能人等力量袁发挥其动员号召优势袁开展传统精髓文化重建活动袁构建以邻里合
作互助为内核的现代乡村文化[25]遥

三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困境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介入老年精准脱贫已成为农村脱贫攻坚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袁但作为
仍在探索中的职业袁农村社会工作在脱贫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袁这些问题亟待正视并
需寻求解决策略遥

渊一冤现有顶层设计难以保障农村社会工作稳定发展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社会工作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遥 自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

会做出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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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以来袁每年的国家重要会
议均就社会工作发展与展望进行相关提及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曳提
出野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服务贫困地区计划冶遥 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制度曳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老年救助供养工作遥 2017年 7月袁民政
部尧 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 叶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
见曳袁从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角度入手袁为社会工作提供政策支撑遥 逻辑框架下袁顶层设计指
引社会工作介入精准脱贫袁但政策提及并不意味服务落地[26]袁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仍
处于摸索阶段袁整个行业缺乏整体性政策保障袁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遥 首先袁我
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例规范社工职业发展袁 社会工作仅存在于政府服务覆盖下的部门规章尧
行政法规等文件中袁专业规范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或法规数目为零遥 其次袁各类文件规定对社
工功能定位尧过程责任尧角色地位等语焉不详遥 政策中缺乏衔接的只言片语并不能构成社会工
作介入农村老年脱贫的有效保障遥 此外袁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与政府工作人员本应处于平等
的合作关系袁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表明二者关系袁加之社工服务多由政府出资购买袁二者之
间表面上平等袁实践中却演转为雇佣关系遥 机构受制于政府资金尧自身能力尧角色地位等因素,
在服务周期内完成指标量的同时并接受政府管理监督袁社工服务成为政府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的主要手段袁而社工的独立性也一度受到干扰遥以 H省 D社工机构参与农村精准脱贫为例袁该
机构积极响应 H省三区脱贫目标袁项目中标后即刻进驻农村袁但实际情况是驻村社工已经沦
为帮助政府部门填写表格尧汇总资料尧迎接上级检查的专门人员袁在农村的工作地位十分尴
尬袁基本上处于无权状态遥 除此之外袁社工服务内容也受限于购买方的行政流程袁在配合行政
要求的前提下开展服务袁效果与目的均大打折扣遥 再次袁社会工作在我国已成为一种职业袁但
晋升制度不明朗且薪酬较低尧行业准入规范不明晰尧准入门槛低尧服务质量差袁在发展环境差
与职业空间狭小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袁人才数量流动大袁人才质量参差不齐袁农村社会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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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发展进一步受到影响遥 缺乏整体性规划部署与细节性保障指导袁社会工作介入扶贫的广
度与深度受限袁继而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恶性循环渊如图 1冤袁最终的落脚点与问题解决根源仍
要植根于社会工作介入精准脱贫政策研究与顶层设计之中遥

图 1 顶层设计缺失下的社工服务流程图

渊二冤社工认同感尚未在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普遍建立
我国社会工作参与扶贫救困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袁实践经验丰富且成效显著遥 东部发

达城市的社工发展较中西部来说相对完善袁 而农村老年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集中在中西部农
村地区袁区域性差异尧基础设施状况尧社工实际发展程度等因素让社会工作在广大农村地区的
服务较难开展袁自身的职业认同也难以建立遥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老年精准脱贫是指针对老年多
维贫困袁运用科学方法并在专业服务的干预下解决老人困境袁增进老人潜能袁逐步摆脱贫困的
过程袁野六个精准冶对社工提出更高尧更全面的要求遥 一线农村社工要成为老年脱贫全过程的参
与者袁服务与接收双方必须以互相了解为前提遥 Y村位于中部农村地区袁受传统扶贫模式观念
影响袁扶贫干部和村民对社会工作的了解仅停留于字面认识袁在访谈中袁村民对社工的知晓度
为零遥案例野C-MKH180269冶表示院野社工袁啥叫社工袁没听说过袁是不是公家人袁公家人好啊袁有出
息袁隔三差五哩还能帮衬家里袁有个人还是好办事袁就算是个芝麻大点的小官那就不一样袁农村
都是一环套一环的袁一来二去袁谁都会给你面子遥 冶Y村老人习惯于政府帮扶管理袁对社工的概
念仅限于公职角色袁甚至有老人认为社工是领导袁一方面会对新出现的角色产生帮扶依赖袁另
一方面又警觉与防备遥 精准脱贫的主战场在农村袁一线政府工作者将社工视为基层项目外包人
员袁缺乏对社工专业价值理念与服务方法的了解袁社工专业自主性与扶贫实践中平等合作被化
约为上下级从属关系遥 另外袁我国社会工作尚未发展出明显的职业特征, 农村老人将社工视为
提供免费服务的公职人员袁而购买方则将社工服务当作尽快实现脱贫目标的手段袁但社工实际
拥有的资源尧能力与权力远不能满足购买方及服务接收者的期待袁公众盲目的效果倾向误解了
社工的本职工作袁也使得农村脱贫攻坚的目标无法达到[27]袁对社工的期待感与认同感降低遥

渊三冤专项社工服务资金无法支撑老年精准脱贫基础服务
经过多轮开发袁贫困地区的经济投入对减贫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袁但资本参与是啃下脱贫硬

骨头的基本保障遥 2017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 1400亿元袁民政部发布叶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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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法规政策规划落实情况的通报曳 数据显示袁2017年各地社会工作
投入资金量达 51.1亿元遥 其中袁广东社会工作资金投入超过 18亿元袁上海社会工作资金投入超
过 13亿元袁而中西部多省份经费投入低于 1亿袁H省社会工作资金投入为 5871万元[28]遥 由此计
算袁H省脱贫资金占 2017 年社会工作总投入资金的 1.1%袁相应地袁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社会工作
发展现状下袁用于发展农村社会工作资投入不足 1%遥 在与第一书记的访谈中袁Y村 2018年专项
扶贫资金使用中完全没有涉及社工领域袁老年社会工作资金自然处于空白状态渊如表 2冤遥

表 2 Y村 2018专项扶贫资金紧急项目实施及造价明细

我国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项目招投标的方式获得社工服务合作周期按年

或者半年计算袁购买方根据项目工作成效决定是否继续合作遥在 Z县所属的 N市袁2018年 1月
多个服务项目结项袁但是民政尧街道等购买方未做好合作准备袁多家机构在短时间内失去资金
支持袁服务停滞的同时社工的薪酬发放也遭遇危机遥 机构只能保证在员工不离职的情况下为
其缴纳五险一金遥 C机构社工野C-ZX180227冶提到院野正好在年关这个时候服务结项袁没有工资
这俩月真是过得艰难袁都木方渊没有办法冤回家过年袁你说回去咋对父母说袁一年到头落不了钱袁
年关还出现这种事袁我的同事们对工作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原因也就在这儿袁工资低不说平
时还发得不及时袁晚发个十来天简直太正常了遥 冶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袁此种资金获取模式显
然不符合脱贫形势要求遥 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袁社工机构自身资金吸纳能力弱袁尤其是驻扎在
农村的机构对政府的依赖强袁一旦政府停止资源提供袁农村社会工作的自我成长道路将举步
维艰遥

渊四冤农村社工人才队伍难以满足老年精准脱贫多维需求
目前农村老年精准脱贫处于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袁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社工介入老年精准

脱贫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老年脱贫目标的完成袁而现有的社会工作人才结
构与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老年脱贫攻坚要求袁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也会受到阻碍遥

1.农村老年社会工作者数量缺口大
2006年的叶决定曳提出要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脱贫攻坚

势在必行袁但现有的社会工作人才数量却不能满足现有老年脱贫需求遥 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显
示袁截止 2017年底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总量为 1025757人袁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社工数量
在扶贫类别中居于最低袁仅有 8189人渊见表 3冤袁由此推算专业老年精准扶贫社会工作力量更
10



加薄弱遥
表 3 2017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情况表 渊单位院人冤

2016年 H省出台叶关于发展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的意见曳袁引导和支持 13000余名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深入开发县渊区冤扶贫工作重点袁助力精准脱贫[29]遥2017年袁意见再度提出在 G县等
69个野三区冶县分批实施野贫困地区尧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冶袁每年选
派 1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农村社会工作发展[30]遥但截止 2017年 8月袁H省共 5731人取得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袁这一数字不仅达不到政策规定与老年脱贫现实需求袁与西方国家社
会工作人才标准更是相去甚远遥 在英国尧瑞士等发达国家中袁职业社工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
2译-5译[31]袁由此标准及省内现有人口计算袁H省持证社工应约有 18万至 47万人袁但现实人才数
量难以覆盖真实服务需求袁甚至会出现几个县城均无一家社工机构的窘境遥在 Y村袁当谈到社工
服务袁村委成员野C-XBH180249冶表示院野社工袁咱们县里只有一家袁听说城里有几家社工机构袁市
里面就那几个袁县里还能有多少钥 再说他们这也不算是公家人袁大城市都缺的还能来咱们这儿袁
咱们这里大家吃饱喝足了就好袁木有那么多要求袁多给点补助老人们比啥都高兴遥 冶截止 2018年
6月底袁N市共有社工机构 8家袁社工 40余人袁且专业农村老年社会工作项目数量为零遥 影响农
村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因素多面交叉袁薪资待遇低尧工作环境艰苦袁再加上社工这一职业尚未在
社会形成广泛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袁农村社会工作行业呈现人才流动性高袁社会服务成本高袁而实
际人才数量少的尴尬局面遥

2.农村社会工作者服务质量低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袁 依靠行业自身力量难以形成完善的薪酬体

系尧晋升制度以及良好的发展环境遥 多种因素影响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袁由此影响社会工作在
精准脱贫中的服务质量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院

首先袁农村老年社会工作者项目经验不足遥 在脱贫攻坚的冲刺期袁农村社会工作者数量缺口
极大袁部分社工不得不由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临时转化而来袁自身并不具备专业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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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价值观念与实务能力袁服务开展仅凭工作经验与一腔热情遥 面对多维老年脱贫需求袁社工服
务仅仅停留于提供经济援助或间断性地上门走访袁心理帮扶与精神慰藉服务则被搁置袁服务能力
与服务内容决定了在此模式下的社会工作并不能实现老年自身脱贫能力的提高与脱贫目标的实

现袁反而会因社工服务效果而降低公众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信任与期待袁影响行业的社会认同遥
其次袁农村老年社会工作者服务方法单一遥脱贫攻坚背景下袁农村老年精准脱贫对社工专业

素养要求极高袁资源链接尧精神慰藉等均需科学方法与实务经验为依托袁现有的社工人才队伍难
以应对上述需求遥 在 Z县袁即使在城市地区的老年社工服务也仅限于老年康娱活动袁以个案尧小
组形式开展的专业活动数量少袁内容与形式单一遥一方面是社工机构缺乏专业人才袁另一方面由
于社工技术能力不足袁难以将专业知识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袁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社工服务遥

再次袁农村老年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教育培训遥 在笔者调研的 Z县袁目前的扶贫教育全
部是针对驻村书记和政府官员的教育宣讲袁其他行业难以得到脱贫教育专项培训袁一旦社工
对精准脱贫与当地实际解读有所差异袁服务项目的设置与实施便缺乏针对性袁服务效果也难
以保障遥 由于一线扶贫社工服务缺乏督导管理袁遇到能力之外的难题难以内部消化的时候袁
社工便自然转投向其他行业袁导致服务提供者出现不停变换的情况袁而间断性的服务又影响
介入质量遥 良好的社会工作发展环境尚未形成袁农村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不足袁因此农村社
会工作介入老年脱贫事业一方面人才队伍短缺袁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专业性不足尧服务质量不
高的窘境遥

四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措施应对

农村老年精准脱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袁西方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已经
证明社会工作服务是贫困治理的有效方法袁我国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老年脱贫攻坚既是实现老
年精准脱贫目标的重要手段袁也是社会工作自身发展完善的实现路径袁寻求社会工作介入老
年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需要社工人才尧顶层设计尧社会认同尧自身发展等多个层面同时完善遥

渊一冤明确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功能定位
社会工作在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具有贫困老人精准识别袁帮扶项目精准确定尧乡村资源

精准整合尧老人潜能精准发掘等功能袁上述功能的发挥要以国家顶层设计为依托袁重点在于政
策中明晰的社会工作功能定位袁以保证实践的社工服务的法理性遥 首先袁政府应了解我国社会
工作发展现状袁通过实地调研并且吸纳保留专家学者尧行业组织的发展意见袁为社会工作介入
精准脱贫中的功能作用提供明确指引袁将政策细化分层袁切实保证服务实施中的法理依据遥 理
性思考目前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袁梳理政策中含糊不清的语言袁特别是关于社
工在农村老年脱贫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尧服务内容尧薪酬待遇与激励机制等实际要素袁合理完善
顶层设计遥 其次袁在顶层设计逐步得到优化的过程中袁应加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社会工作
功能发挥的重视程度袁保障政策落地遥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离不开政府各部门的
配合与支持袁清晰的角色地位与功能定位能有效避免实务过程中因职责不清而导致的服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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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狭小尧身受行政掣肘的尴尬局面遥 在农村社会工作的优势与功能尚未完全显现的现状中袁各
级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同不一袁 对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视与期待也不尽相同遥 相对于中央
政府的大力支持帮扶袁地方各级政府对当地社会工作的认知与认可不足袁继而在实践过程中
社工无法形成与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袁服务效果也因此受到影响遥 基于此袁基层政府应认真
学习社会工作相关政策袁明确社会工作与镇尧村委会等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袁双方在平等合作
中以农村老年脱贫攻坚为主要任务袁确保政策落地的同时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
提供平台[32]袁协调互助保证脱贫效果遥 精准扶贫的主力军依然是政府袁社工既要做到与政府工
作人员之间的平等交流袁又要向一线扶贫工作者学习工作经验袁在交流融合中创新服务方式遥
另外袁健全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制度是激励社会工作者的积极动力袁科学合理的薪酬待遇与
晋升渠道为社会工作人才建设与服务质量提高提供政策保障袁也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
适宜的生存环境袁由此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也将进入新阶段遥

渊二冤建立并盘活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专项资金
资源是扶贫工作顺利实施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袁 一定程度上决定扶贫效果遥 社会工作是

一个提供资源尧满足需要及解决问题的过程袁而资源主体多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遥 政府拥有
任何组织不可比拟的资源袁其对社会工作的态度是社工介入老年精准脱贫的关键袁恰到好处
地运用资源是实现脱贫目标的保证遥 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看袁2016年中央和地方在扶
贫上合计投入了 1000亿元袁按照减少 1000万贫困人口规模计算袁人均扶贫投入资金超过 1万
元遥 但从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率来计算袁国家扶贫投入上转化率其实只有 30%左右遥 此外袁审
计署抽查的 59个贫困县中袁12个县财政资金统筹盘活不到位袁5000多万元均出现存结两年以
上现象遥 资金是扶贫工作顺利实施的野血液冶动力[33]袁无论扶贫行至何种程度袁资金投入始终是
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遥 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中袁政府以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袁将
大半部分福利开支与资源通过社会工作服务传输至贫困群体袁 效果良好遥 这些值得借鉴的经
验可以根据我国本土实际不断内化为自身发展特色袁可以从以下方面寻求策略遥 首先袁政府作
为扶贫攻坚重要资源库袁应形成老年社会工作扶贫专项资金袁为社会工作介入老年精准脱贫
建立物质基础袁继而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服务遥 正如英国政府对贫困老年人提供专项经费援助袁
援助基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袁委托社会工作者和机构将资金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
传输至老人手中的同时袁通过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保证老人的收入来源[34]遥在专项资金投放
区域袁资金以一定数量流入社会工作机构袁确保项目结束后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巩固服务效
果遥其次袁保证专项资金分布的地域合理性遥从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状况来看袁东部先于西部袁
城市优于农村袁 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域获得项目资金的机会较少遥 结合我国地域经济
发展现状与多轮扶贫式开发背景袁目前的老年贫困区域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袁且脱贫群体集
脱贫难度大尧致贫因素多尧减贫底子薄等因素于一身袁及时到位的资金补给是保证中西部地区
社会工作服务持续进行的重要保证遥 此外袁盘活资金流动遥 伴随脱贫攻坚向纵深发展袁扶贫资
金流入贫困地区已是大势所趋袁 合理利用资金并增进资源活力是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一环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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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者在申请到老年精准脱贫资金后袁在务实过程中应保证资金发挥实效袁协调各方面力
量袁增进资源运作活力袁将资源利用最大化袁切实满足老人需求遥

渊三冤本土社工人才培养与职业空间双轨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老年脱贫是扶贫攻坚的重要补充袁 也是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壮大的

创新举措遥 当前中国老年精准脱贫面临保证脱贫质量与效果尧防止返贫的多重压力袁这对农村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经过几年努力袁一些农村贫困地区社会工作成效得到当
地的肯定袁但从整体来看袁社会工作参与精准脱贫力量薄弱袁人才短缺仍是制约农村社会工作发
展的重要瓶颈袁也是影响老年精准脱贫目标实现的阻碍因素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存在较大
改进空间遥在英国袁各监督机构广泛承担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及能力拓展工作袁社会照顾总理
事会(GSCC)尧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QAA)尧健康部尧教育部等在不断提高人才自身能力的过程
中各司其职袁共同确保培养质量的高标准遥根据国外有效的发展经验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轨
制模式也应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大特色遥 精准扶贫要求完全摆脱贫困袁农村老年各项事业
也会随着社会工作的介入逐步改善袁完成以上目标社会工作者面对的任务十分艰巨袁为避免农
村社会工作只能勉强维持而无法深入发展的窘境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遥

首先袁政府应该培育社会工作良性发展环境遥 目前袁各地方政府均意识到社会工作在解决社
会问题尧保障社会稳定尧实现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袁逐步培养并支持当地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遥
但各个地区对社工的重视与认识有所差异袁各个地区社工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遥东部地区本身基
础设施完善袁政府支持力度高袁社会工作者进驻农村开展服务的可能性与可及性较大袁而中西部
农村地区工作条件差袁服务开展范围受限袁影响服务效果遥因此袁面对以上困境要着力培育中西部
地区的社工工作环境袁完善当地基础设施袁确保服务资金到位袁保证社会工作者的基本工作条件遥
完善薪酬待遇尧教育培训尧资格认证尧岗位设置尧考核评比和职称评聘等相关制度袁扩展职业空间袁
打通晋升渠道袁明晰社工在扶贫工作中的功能定位袁调动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袁保证人才留得住尧
做得好袁真正培养一批推动扶贫事业尧提高扶贫效果的农村老年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遥

其次袁结合本地特色发展本土社工队伍遥 目前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处于探索阶段袁脱贫效果
有待时间的检验袁尤其是面对多维贫困与需求的老年群体袁加强农村社会工作的自身建设与
能力水平则成为实现脱贫目标的前提遥 在顶层设计尧资金投入等外部保障均有落实的情况下袁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则是保证脱贫效果的内在要求遥 在农村老年脱贫攻坚服务中袁 一方面
外来社会工作者对本土情况适应消耗时间成本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公共设施配置差尧上升渠
道有限等因素袁扎根农村的社工数量极少袁建立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势在必行遥 本土社
工的培育要着眼于对当地情况的认知优势袁 尤其是对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转化而来的社工袁
给予系统性尧完整性尧专业性的基础职业技能培训袁重点培养本地社工人才的服务水平袁完善知
识结构袁内化专业价值理念袁并邀请城市高校尧成熟机构对工作过程督导评估袁使服务内容能够
与不断更新的贫困状态相适应遥 对机构而言袁切实关注员工职业发展瓶颈与心理发展态势袁尽
力争取高质量的培训机会袁关注机构内部文化建设尧员工发展道路的同时袁增进机构的外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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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袁在行业知识尧发展战略尧项目运作等方面提升自身实力袁发挥行业脱贫济困的主动性袁营
造农村社会工作稳定的后方发展环境遥

渊四冤以老年多维需求为靶向设置精准项目
当前袁农村老年精准脱贫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袁社会工作服务介入脱贫攻坚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袁 发挥专业优势袁 以项目式服务介入老年多维贫困对社会工作实践提出更高要
求遥 在资金政策人才均有保障的前提下袁项目运作也应该趋向高效科学化遥 制定老年精准脱贫
个性化服务方案能将需求满足靶向精确瞄准遥 社工在对老人致贫原因做出科学动态评估的基
础上进行资源调研袁厘清多维贫困的主导方面袁明确可运用的内外部资源袁有针对性地进行服
务设计遥 在经济帮扶领域袁社会工作者应及时链接资源袁维系政府尧社会与贫困老人之间的有效
沟通袁拓宽并保证扶贫资金的来源稳定袁打通多元资金帮扶渠道袁保证老年精准脱贫的物质基
础遥 在精神慰藉领域袁社工在了解老人生存环境与心理变化的基础上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整
合家庭尧社区等内外资源袁构建农村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遥以 Y村为例袁可以选择家庭治疗模式
中适宜的方式纾解老人与子代尧孙代矛盾袁也能根据社区照顾模式发挥乡村力量在精神慰藉中
的作用袁还可以以系列主题活动或小组工作为依托袁有针对性地满足老人精神需求遥 在能力建
设领域袁社工通过进行与老人能力发展适应的项目实施袁如创设老年乡村公益岗位尧分享人生
有益经验等袁在老人创造经济收入或增加人际交往的同时唤回老人潜在能力遥 同时袁医疗健康尧
文化建设等领域也应具备相关的项目设置遥 此外袁要使社会工作在老年精准脱贫精准项目的顺
利实施袁就必须建立社工在农村的普遍认同遥 社工介入老年精准脱贫是对一线行政工作人员和
村民传统观念的更新袁社工要建立起清晰的自我形象袁保持自我服务的认知度袁积极解释自身
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袁紧紧围绕精准脱贫热点内容尧结合本地特色与政策关系设置精准项目袁主
动了解老人需求袁保持与当地党委政府尧妇联尧企业等不同部门的积极联系袁以互联网尧村广播
等为媒介袁以野国际社工日冶尧重要节假日尧国家重要会议为契机袁不断拓展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
知范围袁为社会工作在广大农村的扎根发展营造广阔的社会环境袁为精准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
基础遥

五尧结 语

随着老年贫困态势的发展变化袁我国农村老年脱贫思路也不断拓展创新袁救助帮扶不局限
于收入脱贫袁也逐渐注重健康脱贫尧观念脱贫尧能力脱贫遥 多维度的脱贫目标需要社会力量的
广泛参与袁这不仅是顶层设计的要求袁也是如期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保证遥 作为社会力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袁社会工作在城市反贫困领域业已取得值得借鉴的经验袁在广大农村地区袁社会工
作介入老年贫困治理也在尝试摸索中为我国新时期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创新作出应有的努力遥
在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中袁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老年贫困治理既是完成脱贫任务的重要动力袁也
是拓宽专业广度与深度的实现平台遥 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为契机袁 在专业实践中培育服务能
力袁从政策聚焦到实践转化袁从贫困老人精准识别尧帮扶项目精准确定尧乡村资源精准整合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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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老年脱贫动力尧强化脱贫能力尧稳固脱贫效果袁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老年脱贫攻坚依然面临诸
多挑战遥 结合 Y村实地调研资料袁文章探究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的可及空间袁从
贫困老人精准识别尧项目设置精准帮扶尧乡村资源精准整合角度袁论证社会工作在农村老年脱
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遥 在实地调研中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中的困境袁现有顶层
设计难以保证农村社会工作各项事业稳定发展袁精准脱贫实践中模糊的功能定位尧角色地位尧
激励制度尧晋升渠道是农村老年社会工作难以发展壮大的首要原因曰社工认同感尚未在农村老
年精准脱贫中普遍建立是农村老年社会工作难以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曰 社会工作专项扶贫资
金有限尧农村老年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数量不足尧服务质量较低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
贫中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遥 基于此提出相应解决方案遥 首先在政策层面袁政府应在顶层设计中
培育发展农村社会工作袁在功能定位尧激励制度方面营造积极良好的脱贫攻坚环境袁为增进服
务效果提供强劲有力的外部保障曰其次形成社会工作专项扶贫资金袁增进资金盘活能力与资源
获取能力袁实现资源利用效果最大化遥 再次袁社会工作本身也应随着贫困态势的变化不断调整
服务方法袁增进服务能力遥 培育本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袁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反贫困经验袁提高
服务质量袁与高校尧研究所尧政府部门积极交流合作袁增进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水
平袁在精准了解老人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特色设置脱贫项目袁并能在脱贫目标完成后自觉转
变角色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满足老人需求袁让社会工作真正成为改善农村老年生活袁提高老年
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力遥

注释院
淤引文代码是对引文性质尧获取时间尧来源尧地点进行编码的语言简写袁野C-RB180236冶其中袁引文

性质是指访谈内容渊C冤袁RB是被访者名字字母缩写袁1802是指访谈时间袁36是访谈对象年龄袁如 180236
代表 2018年 2月袁年龄 36岁遥

于野三位一体冶的扶贫格局是指专项扶贫尧行业扶贫尧社会扶贫三方力量有机结合袁互为支撑的大扶
贫格局遥

盂表 1数据由 Y村驻村第一书记 2017述职报告及访谈内容整理而来遥
表 2数据由 Y村 2018专项扶贫资金紧急项目实施及造价内容整理而来遥
表 3数据由民政部办公厅关于 2017年度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法规政策规划落实情况的通报整理而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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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at the Rural Elderly

要要要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Y village in Z county
WANG Sanxiu, RUI Ji

渊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冤
Abstract: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iming at the the rural elderl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the large scale of the rural elderly poor population scale, deep
degree of poverty level in China and increasing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rural elderly poverty has bee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garding the rural elderl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kind of communities. After carrying out many rounds of pro-poor development and
rural social welfare security systems, poverty has been eased in the group of the elderly.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can not solve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roblem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tervene in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rural elderly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value idea, method process of social
work and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 have the intrinsic correspondence.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rural elderly provides the intervention space for the rural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rural
elderly is not only a major innovation in China's anti-poverty cause, which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a key opportunity for th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Y village in Z Coun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vention space of social work in the
identification to the poor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precision determination of aid projects and accurate
integr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It is found that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work are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 intervention in the rural
elderly can not only relieve the heavy work pressure of government staff, provide professional and efficient
poverty alleviation service, but als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radi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But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Y village does not includ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and no
social work service is found. There is only one social work institution in the whole Z county and it is located in
the urban area.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or the dilemma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rural elderl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existing top-level design to guarante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The social workers爷 identity has not been generally established in
the precision poverty eradication to the rural elderl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rural social workers to meet the
multi-dimensional need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elder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se dilemmas
is related to the social work in China at the stag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imited state support and
the low level of public awareness of social work.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clear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o the elderly of social workers position, build
and revitalize the community work intervention in special funds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rural
elderly, improve the local social workers爷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space dual-track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precise project should be set up. The four aspects of social work
to intervene in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for the rural elderly can provide practical path for the
rural elderl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social work; rural elderly; elderly poverty;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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