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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赋权视角下的情境叙事研究①

——基于D协会服务失独群体的案例分析

程激清程激清 程秀敏程秀敏
摘 要：失独者常陷入焦虑、抑郁、自我封闭等不良情绪的困扰，以及怨恨、自责、无奈等心理痛苦的泥

淖。然而，过往的专业服务因缺乏对情境结构的构建，导致难以深入，且效果不明显。D协会通过改变媒介

设计，将失独者置于“受助—互助—助人”情境之中，改变了这一状况。研究发现，服务者组织失独者参与户

外活动、互相帮扶、承担协会职责、开展助人活动等实践，拓展和延伸其社会交往圈、行动空间，获得自我价

值感；通过组织失独者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化解误会，使其实现内在的自我赋权和外在的社会赋权。但由

于这种赋权是高自发性、低专业化状态下实现的，仅靠组织者魅力型人格的动员和以消除失独者的心理困

境为导向的服务，并不能完全化解其所面临养老的根本问题。为此，仍需要政府的利好政策切实落地，尤其

是针对失独群体的养老服务，有更具操作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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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一直被赋予“通过助人以及相应环境的方式来支持人类的成长、健康和社会功能恢复”

（Gitterman & Germain，2008：51）的意义。其旨意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应充分考虑“人在情境中”，

即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情境和实践者所面临的情境。在这种假设之下，社会工作的实践除了协助个

人适应周围生活环境外，还要考虑改造环境使其更适合人们的日常生活（Elizabeth A.Segal,Karen E.

Gerdes & Sue Steiner，2008）。由此可见，社会情境是社会工作者改变案主的重要实践场域。当然，社

会情境或者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形塑个体的“实践意识”，而是呈现二元互构的状态，即，社

会工作者运用社会情境的结构张力，实施专业干预、塑造案主自身对情境的掌控，达成对案主的赋权

与增能。在增能与赋权行动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借助西方的运动式争取方式，即注重个体如何发挥实

①感谢杨芳勇副研究员、尹忠海教授、陈家琪教授、刘江博士、徐莎莎博士等对本文的修改建议。感谢D协会吴会长对

调研工作的支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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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意识以获得权力，以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然而这种方式忽视了社会工作的实践性，具体来说，在本

土进行赋权时需在现有体制中寻找空间，并且充分运用好现有的体制规则和主流话语，去塑造能让服

务对象自身权能增加的社会情境。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充分运用情境的力量为案主赋权。并尝试以D协会干预

失独问题的“情境转换”实践，分析其外在情境、内在情境如何在案主中产生内在赋权、外在赋权效果，

以此解析服务失独者“受助、互助、助人”过程的情境体验，从而为社会个体进行赋权的理论和实践提

供镜鉴。

（一）失独群体面临的情境与赋权

社会学基本假设认为“人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戴维·波普诺，2009）。社会工作认为人的情绪、心

理、行为受到其社会情境的影响，人所处的情境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物理环境。社会环境指个人、

家庭、社区、阶级和文化；物理环境指气候、地域、住房等。对于案主，这些情境不仅仅是客观的外在

的，更是他人和自我叙事建构的（Beulah R. Compton，1999）。失独者子女离世后，其面临的情境对他

们自身进行相应的塑造，即，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对他们情绪、心理、思维、行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要转变他们这种既有的状态，必须改变情境，从而提升“掌控自身生活”的权能感。

现有研究指出，失独者面临情境主要分为自我叙事情境及外在环境，且两者互为因果。首先面对

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且将之内化为自身认知。如“因果报应”（陈恩，2016）“传宗接代”等观念的内

化，让失独者面临长期的自我边缘化、自我标签化、污名化（安真真、徐晓军，2018），以及对未来生病无

人照料、故去无人“送终”等担忧心理等，使其长期沉浸于悲伤。具体来说，失独者经常出现极度相思、

抑郁、焦躁等痛苦；产生愤怒、仇恨、绝望、自杀等悲伤（李怡心，2014）。其次是面临相对封闭的社会、

物理情境，自身同质化交往增强，从而减少社会化程度（安真真、徐晓军，2018），使得他们长期陷入“心

态内卷化”（Yongqiang Zheng,Thomas R. Lawsonl & Barbara Anderson Head，2017）。由于个体与社会

相互构建的较强相似性，所以产生了“失独群体文化创伤从个人认知到集体认同、从客观事实到自觉

建构、从私人领域到公共话语”的逻辑（徐晓军、彭扬帆，2017）。围绕失独者走出困境，有研究认为必

须通过政府及其他第三方进行正确引导（方曙光，2018），特别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救命稻草”式的关

怀，引导他们参与、融入社会（方曙光，2013）。

赋权概念自产生起就面临着不断的变化。学术上的赋权被用来描述人们在社会中有权与无权的

关系化（Humphries，1996；Rees，1991）。宋丽玉（2006）综合相关研究后认为赋权是“个人对自己的能

力抱肯定的态度，自觉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在需要时影响周围的环境。”现有的赋权实践架构包

括自我赋权、个体赋权、团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政治赋权等（Robert Adams，2013），常从个人、

人际、社会三个维度来讨论，其旨趣是赋予个体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推

动政策改变的能力（何雪松，2007）。而在具体干预实践中，更加强调案主的参与，并强调其过程的社

会性建构（Robert Adams，2013）。从这点来看，赋权本身具备个体能力与社会情境的双重视角，或者

说具备社会结构性的“立体维度”。但作为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赋权更有个体如何运用权力、政治等

资源的理论偏好（Ress，1991），如，西方民主“自下而上”的实践模式，与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环境存在

差异（孙奎立，2015）。

具体到失独者干预的研究，结合情境因素的赋权是不断强化的。姚金丹（2012）认为对失独者进

行增能赋权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黄耀明（2014）认为从生活重建角度建构社会支持体系；张必春、

李亚男（2018）主张从失独者优势资源激发“潜能”；汪鸿波、程激清（2019）分析情境“关系”能量对失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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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干预效果。还有不少学者则从社会赋权的角度展开研究，如，社会救助（王文静、王蕾蕾、闫小红，

2014）、社会融入（谭磊，2014）等。

（二）情境赋权的分析方法

在上述研究中，不论是赋权理论还是运用到失独者的赋权研究，都与失独者所处的情境结构——

社会支持体系、潜能、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等有关。虽然在情境与赋权的研究中，存在一定的重叠部

分，即在赋权中提到运用情境，或者从情境的角度探讨过赋权，但二者交叉的服务实践研究都相对较

少。

我国社会体制与西方“自下而上”的社会体制不同，倘若纯粹将西方赋权方法移植而来，不考虑情

境对案主体验影响，则容易陷入“无法被赋权”困境（郑广怀，2005）和无效的“赋权陷阱”（吴帆、吴佩

伦，2018）。从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层面来看，赋权行动除面临案主自身情境外，还面临社会结构、制度

习惯、文化特质等，即现行制度框架的规制。在具体赋权过程中，不得不寻求其他实践策略或“智慧”，

绕开问题，或者暂不进行某一维度的赋权，甚至“牺牲专业性”，以达到案主自我权能的某种平衡。

为此，在我国制度文化结构中的赋权行动，不得不考虑被赋权者所面临的内外情境，及其在介入

过程的转变。对于失独群体的赋权来说，内在情境主要包含失独者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人格特质

及其群体内部关系等；外在情境则是他们所面临的空间结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

系、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等。概言之，对失独群体的赋权，需要从外在情境与内在情境的双重渗透，促

进其外在权能——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掌控，内在权能——对自身的认知和掌控双提升。

（三）案例选择

一直以来，触及失独群体的服务，相关部门讳莫如深，对失独群体组织及帮扶组织大多采取不支

持、不鼓励的态度，导致关注失独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不多，且做出成绩的更少。在这一背景之下，笔

者选择专门服务失独群体的南昌市D协会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其具有社会自发、服务对象自愿、

社会认可，且受到权力和资本干预少等因素。D协会在专业理念指导下，有意识地促成了失独者受

助、互助、助人的变化过程。100余名服务对象中，20多位已经成长为D协会志愿者。2016年以来，笔

者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其中，通过非正式观察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试图分析其3年来服务过程动态与

效果。同时收集失独者成长及社会组织运行的相关资料，涵盖失独者自我认知转变过程、活动过程评

价、活动效果评价等。

二、受助情境：去标签的个体自我赋权

就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而言，社会组织大多以“主动出击”为主，

诚如童敏、周燚（2019）所提出的“我找你”服务模式。但失独者与其他群体不同，其主动寻求帮助的意

愿并不强烈，甚至拒绝参与和接受服务（方曙光，2017）。在这一情况之下，D协会结合失独群体抱团

的特点，尝试采用吸引受助的方法，在失独群体内形成了聚集效应。本文所说的D协会对失独者的介

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个案、小组、社区“专业服务”，而是针对失独者的心理结构特点及需求进行的一

系列行动。在这种行动逻辑下，D协会制定自愿参与活动规则，以“非专业化”活动为失独者接受服务

提供契机。之所以用淡化专业化名义开展服务，是尝试在与失独者互动氛围中摆脱某种标签，从而帮

助其克服赋权的障碍，从而实现个体赋权——形成良好自尊、自我效能及内控等。具体实现的路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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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避免过度关怀的去标签情境

D协会为吸引失独者参与活动，主要经过现有微信、QQ群发布活动通告，失独者自愿参与、自愿

邀请“同命人”参与活动的形式，获得活动成员。在这一阶段，所设置的情境主要是自由、宽松、愉悦的

活动氛围，即采取避免对新来的陌生失独者过度询问的方式获得其继续参与的意愿。因为“过度关怀

容易让他们产生警惕，在他们没有主动跟我袒露心声的时候，我们都不会主动去多问什么。”（D协会

会长）在长期参加活动之后，在这个过程中，D协会会长及主要志愿者成员暗中观察参与活动的失独

者性格、爱好以及心理特征等。除此之外，D协会会长在这过程中的角色扮演是“陪伴者”，即与他们

一起同行的角色。如在活动中组织唱歌、组织一些游戏，且在聚餐的过程中直接“袒露心声”：“我就是

你们的弟弟，叫大家出来，就是陪伴大家。”因参与活动的都是“同命人”，失独者并不会因为被“异样眼

光看待”，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访谈对象CL）。

最开始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基本不会说什么话，来了就是跟自己几个比较熟的人交流，不会

主动提及自己的事情。当大家熟悉了之后，也知道会长不是坏人，就开始慢慢袒露心声，也会开

始在群内活跃起来。（访谈对象CL）

我们最开始是不愿意走出来的，总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后来参加完活动之后，觉得并没有什

么，大家都一样，就不会用孩子什么的刺激到我们。加上会长和志愿者都是长期做这件事情的，

心里就不会有什么芥蒂了。（访谈对象WXB）

D协会会长之所以采用非直接服务方式，即并非运用直接谈话或访谈的方式对失独者的状态进

行深度了解和调试，而是采用吸引其参与娱乐活动的间接方式开启服务，其原因有二：一是基于失独

者长期形成的心理敏感特征做出的选择。由于长期处在封闭物理空间结构、封闭社会关系结构之中，

且内化于心理结构，失独者对走出原有情境恐惧心理，且不愿意接受外人的帮助或者交往，“蜷缩”于

这种“安全圈”内。一旦走出，他们可能就认为是一种“不安全”。二是基于失独群体长期将外界“异样

眼光”自我标签化的特征。为避免加剧对他们“问题化”和标签化，采取服务过程中，尽量避免将其划

入“受助者”或“有问题的人”。

质言之，此阶段的情境要求，重点是尝试营造轻松愉快的活动氛围，绕开“失独”话题，或者“被标

签化”的行动。

（二）营造新关系的去标签情境

户外活动直接改变的是失独者所面临的空间情境和社会关系情境。从空间结构上来说，户外活

动可以避免失独者在家中陷入“关禁闭”，开阔的户外空间释放失独者的空间压迫感；户外活动的轻松

愉快氛围，使失独者在参与活动中逐渐形成新的社会交往。D协会在这一阶段的重点活动则是以户

外为主，比如“春天踏青”“冬天采橘子”等活动，并在活动过后聚餐举办“生日会”。在诸如此类活动举

行较多之后，群组内互动频率的增加，新参与者、原有参与者和志愿者逐渐增进信任，形成群体内的自

我认同和凝聚力，以实现失独者拥有良性体验。

自从孩子走了之后，我们基本上两个人都躲在家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就这样没啥事儿的

时候啊，就会想起孩子这么一件事情，越想越聊就会沉浸于悲伤的状态里。走出来，可以和自己

一样的人，在外面走走，认识新的人，就不用长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心情也会愉悦很多。（访谈

对象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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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户外交往方式，帮助失独者突破内在“自我情境”，即自我认为的“他们对他人‘异样眼光’”的

“自我叙事”式的预设和信念，不仅是转变他们的内在信念，而是创造健康的适应环境。其空间充满轻

松的氛围，富有仪式感的活动，以及更为包容、温情的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他们内在认知。在介入的技

术层面，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营造户外情境和外展关系，让失独者走原有封闭的空间和社会关系结构，

促进他们在同类群体中开展良好的社会交往。

（三）去标签化的情境构建

在情境建构之外，由于失独群体本身的敏感特性，易对外界环境持有一定的不信任，甚至是偏

见。如，对社会组织“非此即彼”的评判，即志愿服务不是“有企图的”就是“坏的”的认识建构，使得他

们与社会组织的接触更为谨慎。这种认识，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个别社会组织为失独群体服务

时，确实存在“谋取政绩”和“谋取私利”等现象。由此加剧了失独者对社会的不信任。

我们不会利用他们做什么，特别是利用他们谋取自己的名声什么的。我自己从来不评什么

“中国好人”“优秀志愿者”等称号，新闻报道也不报道我个人的事迹。就是自身要硬，不能出现

“谋政绩”“谋私利”，甚至鼓动他们上访，敲诈政府一笔等。（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对社会上的另一种说辞，D协会也是不以为然：

王大哥他听了居委会的“唆使”，想当官，想成为带头人。本来我们在他们居委会，搞搞活动，

也算他们的“政绩”。那边居委会主任就“唆使”他来当会长，但他没有这个能力当会长。我带着

失独者来了XJT社区之后，就没有人参加他那边的活动了。（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D协会不仅保持了以案主为中心的初心，且保持了长期维护良好声誉的状

态。如坚持协会工作者具有高度自律的志愿精神，和持续的服务时间，同时，坚持协会内部治理的公

平正义。从而避免失独者在参与活动中产生不信任，离队等现象，也提升了协会的凝聚力。

去标签化的情境设计营造了良好的服务氛围。服务对象被吸引参与，且在一个良性的沟通环境

中释放一种自信，即践行了Solomon和Freire所提的培养信心、倡导与自我倡导、协商资源、网络链接

等个体赋权实现的可能方法（Robert Adams，2013）。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去标签化的活动，使他们消

除被“特殊化”“问题化”的疑虑，从而避免其自我问题化，达到增加内在权能的效果；二是营造新的空

间环境和社会关系，从而他们实现走出封闭空间、获得消除孤单等外在权能感；三是通过营造纯粹以

案主为中心的声誉情境，增加失独群体对他们的信任，消除怀疑等负面情绪等。

三、互助情境：互助获得的群体内赋权

失独者“抱团取暖”是一种自发性疗愈。D协会作为失独群体的服务者，充分开发其可能存在的

潜能，并利用这种内在自愈力量。失独者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并且极易受到群体内的氛围影

响，形成一种“劫持”式的力量。即团体内如果形成集体悲愤，则容易感染到其他参与活动的失独者；

当产生具有相互支持的氛围时，则能促成他们相互扶持的行动。与团体赋权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团体提供个体支持，能降低孤立的风险，提供一个环境体系，使个人能力得到发展和锻炼（Robert

Adams，2013）。这一阶段，D协会不是仅对群体内自我叙事进行设计，而是特别强调通过提升失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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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沟通技能与自我决定能力、丰富社会资本等改变外在情境的手段，提升权能感。这个过程D协会

主要构设了互助实践情境。

（一）互助:发掘失独者群体内在信赖

失独群体长期参加活动之后，逐步建立了信任感，并且形成了群体内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D

协会开始在失独群体内征集志愿者来服务其他失独者。即以看望、协助就医等方式服务因生病而无

人照料的失独者。在这一阶段，D协会创造了失独群体内的互助氛围，让他们避免生病、特殊日子①等

时候的孤独和悲伤，从而以内部群体的方式给失独者以“力量支持”。“同命人”相互帮助时，首先是消

除生病无人照料的疑虑，不用再极度恐惧生病后无人照料；其次是让他们发现自己亦能对他人有意

义，能够帮扶到像自己一样的人，从而形成对自己“是具有能力的”认可。

当他们在形成互相扶持的状态，能够让他知道，还有人会愿意来帮助自己，自己也能够为他

人帮助。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孤独、无依无靠的，是有人担心，有人愿意陪着一起度过难关

的”，同时也让他们相信“我自己走出困境，也能带动别人走出来”。（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在长期互助实践之后，他们形成了较强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基于共同生活实践的认同，而不

再是简单的“同病相怜”。归属感作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和经历，是指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

群体或环境中并认知到在其中扮演的一种特殊角色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经历（吴龙海，2013）。D协

会通过形成营造群体内互助氛围，在失独群体内形成两种心理归属期待：一是不用担忧无人照料的安

全感；二是积极投入照顾他人的荣誉感。这二者使得他们焦虑缓解，并且形成了较强的依赖与信任。

事实上，失独者相互照料和慰藉的效果比外人更为明显。失独，具有相对特殊的人生体验，因此

没有类似体验的服务者在服务过程中难形成相应的同理心等。D协会充分开发恢复较好的失独者承

担心理慰藉服务的角色，进一步帮助其他失独者走出原有的困境。如以自身心路历程分享、表达同理

心、分享参与活动后的心理变化等。这类具有亲身体验的心理慰藉相比于无体验的人士，更加具备说

服力。在这个过程中，“失独者”帮助“失独者”，且形成团体互助效应。

相比我们去说，他们更加相信失独者自己说，我现在都不怎么去劝他们走出来。遇到的时

候，我可能会叫和那个人关系比较好的失独者去劝说，或者带失独者一起到他家里去走访。我说

什么没用，没有这样的体验，但失独者说出来的，更加有份量。（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失独者之所以愿意参与，甚至热情承担慰藉他人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自身长期体验了其中的悲

伤与痛苦，期待走出困境；二是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在慰藉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价值。

（二）互助：“主人翁地位”的重塑

在这一阶段，除了生病及活动中互助之外，失独者同样充当“志愿者”，策划活动、安排经费用途、

监管经费等，承担着群体内“主人翁”角色。D协会为其创造出“自决”的实践情境，让失独者在群内协

商、协会志愿者从中协助或引导，从而实现失独者对协会和活动的掌控感，增加其实践的权能。这样

的实践方式主要发挥了三种作用，一是传递协会对参与者的信任；二是让失独者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

训练自身的能力——如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三是通过这样的训练形成相对稳定的群体内结构，开

发出一批具有热心、热情的失独者参与到助人活动中。

① 特殊日子，是指逝去子女的忌日、生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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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都是实现财务随时公开，来参加活动的任何人都可以查账，而且管账也不是我自己

直接管，是安排稍微年轻一点，有会计经验的失独者来管。（D协会会长）

当具备热心与热情的团体形成之后，不仅仅在协会内发挥简单助人的作用。并且能形成“示范效

应”——以现身说法劝说失独者走出原有的情境，开导未走出心理困境的失独者，并且参与到活动与

服务中来。在这种氛围形成之后，逐步传播开来，D协会逐渐成为失独者参与的“家园”，并发挥着“主

人翁”角色。之所以需要D协会会长及其他志愿者进行引导，一方面是避免他们集体陷入悲伤之中，

二是缓和失独者在活动过程中的冲突。

在这一阶段，不仅仅是通过情境对他们个体进行赋权。而是将对个体的赋权融入到失独群体之

中，将其权能在群体中实现。这样一来就践行了在互助中实现集体赋权。在这种赋权中逐渐消除原

有的抑郁、焦虑、哀伤等状态，实现了集体的角度对失独者个体进行赋权，同时在凝聚的过程中实现集

体权能增加。

D协会注重引导失独者在协会承担互助的角色、协会事务、慰藉服务等，不仅仅是分担协会的服

务任务，更多的是尝试通过在互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已有的效果，在实践情境中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获得权能感。

四、助人情境：以助他行为获得社会赋权

如前所述，失独者面临子女失去之后人生意义缺失，加上长期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内，陷入自我

否定与环境否定的双重否定状态。由于年老体衰，身体控制感和思维都在退化，加之社会氛围中“老

人无用论”的标签化内化等，加剧失独者对自身无用的建构，甚至自我标签化。在受助、自助之后，D

协会尝试通过运用助人的情境巩固原有的成果，即构建“助人”情境，使失独者认识到“我还有价值”，

褪去某些部门所称的失独者“难缠”的标签。这种行动策略实现的是与“主动争取权力”做法有差异，

而是通过助他行动获得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认可和包容，从而实现某种“社会公约”“社会契约”，从

而获得社会赋权和政治体系赋权（Askonas & Stewart，2000）。

（一）助人实现社会价值

“助人”实现其自我价值，也实现其社会价值，形成失独者去标签效应。D协会倡导接受服务的失

独群体参与助人活动，让他们在助人的过程中，形成“我也可以帮助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价值体验。

由此赋予他们自如的实践空间和氛围，减少自我标签化及警惕心理。

从具体的情境构建来说，D协会开展发挥失独者特长和能力的活动小组，如组建学雷锋小组、广

场舞表演队、乐器表演队、社区书法课堂等。学雷锋小组则是以志愿形式参与走访和关怀留守儿童、

环卫工人等；广场舞表演队、乐器表演队则以队伍的形式参加各类比赛和公益演出等；社区书法课堂

则是发挥部分具有书法特长的失独者服务社区内具有书法爱好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服务过程中，不

仅增加他们与其他人群的接触，增加社会接触；还在发挥他们的特长，服务社会，且帮助他们建构自我

价值。即此类活动的价值部分受到社会认可，亦有部分纯粹是为了让失独者获得对自己价值的认

可。也就是说即便他们的活动价值可能不被普通人认可，但在助人的现场情境中，却能够发挥有意义

的功效，以实践的方式重构了他们的部分人生意义。

用他们的行动、笑容来引导。以后我就着重让他们参与，体现他们还能帮助别人。就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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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学雷锋小组，增加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活着有意思。比如有一位80多岁的失独老先生，他

在社区内开设一堂公益书法课堂，让有兴趣的小学生参与书法课堂。在教学的过程中，他特别积

极，而且倾心教学。（D协会会长）

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说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想着告诉社会、政府，我们和正常人一样，

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为别人服务。（访谈对象LSM）

在这个服务情境之中，不仅有被服务者（被失独者服务的人）认可他们的助人活动，而且D协会引

入基层政府（街道办）和社区工作人员参与观察，从而为失独者提供被官方认可的机会，扭转他们在政

府和社区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印象。这种印象的转变直接体现为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上，如不再

将他们作为长期上访的“钉子户”对待，而是作为能够沟通的群众。

这种助人情境与其说是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建构，不如说是失独者根据自身需要建构的过程——

失独者根据自身需要建构自身价值。在这种具体的实践和行动中，让参与者感受到切切实实的自我

价值，并且在反复实践中得以巩固。服务者仅仅是在满足他们这种需要中进行情境创造，并且引导他

们在情境中的实践方向。

（二）获得与政府良性沟通机会

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可实现政府干部、社区干部、社会他人对他们认知的转变。通过助人活动

除了在群体内和社会他人中产生“我还有用”的意义建构之外，同样传递出了另外一个信息：即在社区

的场地活动，让参与观察的社区干部、街道办官员看到失独者在活动过程中的“正常”状态，化解基层

干部对失独者的“维稳重点群体”刻板印象。

我们举办生日会的时候，每年就会叫几次街道办主任过来，看看大家的状态。在看的领导多

了之后，他们会把我们当作“宝”，舍不得我们离开。于是我们这里有人有需求，有人生病了，街道

社区都会高度重视，要么社区自己去走访，要么会找我们帮忙看望。（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政府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对立面，不会认为我们是上访专业户，不是那种

反复缠访的人。他们工作也忙，要推进我们这些工作也是需要时间的，只要他们愿意关注我们，

就已经有进步了！（访谈对象HMH）

除了化解这一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沟通机会。在活动中加入政府工和社区工作人员之后，

失独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困境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如针对失独者表达“三节没人看望”“生病没人照料”

等，街道和社区则开始转变原有工作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开展走访，或者委托D协会进行走

访。最后达成“和解”，即失独者表示“也能理解街道和社区工作忙”（访谈对象HMH）。

这种邀请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参与的情境设计，对失独者本身是一种“鼓舞”——“我们是受到重

视的”；也是为他们提供沟通机会，表达需求的场境；更是让他们在这种情境中获得表达的机会。因

此，这种情境的创造，从某种程度上区别于西方鼓励抗争或者运用政治资源的抗争式“赋权”，更多的

是采用让基层政府可以接受的方式——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向政府进行求助的过程。

基于互助的情境，加上与群体外的人员正向互动，让失独者在轻松氛围中进行活动，在这种互动

中他们的自我认知亦发生变化——能够通过温和的方式改变他人对自己的认知，且具备与他人良性

沟通的能力，从而增加他们自身的权能感。D协会在失独群体转变之后，借助街道、社区干部参与活

动的形式，并前往与失独群体进行沟通，倾听其需求，从而增强失独者对政府影响的权能感——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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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以被听见和看见。政府官员、社区干部等参与，来了解和关注失独者的需求，且具有相对良性的

沟通，也增强了与政府部门沟通的信心。这样一个过程，增加了失独者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技巧，最终

实现了其在社会层面获得认可，实现政府及社会层面的赋权。

五、结论与讨论

失独者在受助、互助、助人三个情境中部分实现了权能增加。即对内部情境、外部情境的构建，使

他们获得部分权能感（如图1所示）。这种赋权过程体现了西蒙赋权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一，和案主、案主群、社区领导人等建立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二，强调案主和案主群的能力而不

是无能力；第三，支持着眼于个人及其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双重工作焦点；第四，承认案主和案主群是积

极的主体，具有相互关联的权利 、责任、需求、要求；第五，利用自觉选择的方式，把专业的能量指向在

历史上被去权的群体及其成员”（Simon,B.L，1994；转引自陈树强，2003）。而本文重点聚焦情境建构

带给失独群体的改变，D协会通过人情关系，在中国本土情理社会中达成了“去标签”“互助”“助人”等

专业叙事，与西方直接表达方式不同的是，采用了被“看到”的方式，具有较为强烈的本土化实践色彩。

表1 失独者受助、互助、助人阶段的情境叙事

实践情境

协会实践

赋权方向

受助阶段

参与户外活动

参与生日会、特殊节日和传

统节日聚会等

1.去标签化活动和避免过度

关怀

2.营造新的空间和社会关系

的情境

3.营造纯粹以案主为中心的

声誉情境

1.去除自我标签、减少焦虑

2.逐步建立信任社会关系，获

得群体内权能感

3.信任协会，找到相互支撑的

家园

互助阶段

承担协会事务

病床探访、生活互助等

开展心理慰藉互助

1.安排失独者承担协会任务，

成为“志愿者”

2.协调失独者作为志愿者探

访照顾他人

3.鼓励失独者承担心理慰藉

角色

1.在实践中训练自身能力、增

强权能感和自我价值感

2. 消除生病等无人照料的疑

虑等

3.“主人翁地位”增强失独者

的权能感

助人阶段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政府官员、社区干部参与活动

1.策划服务活动，鼓励主动寻找人生

意义

2.安排政府官员、社区干部参与节日

庆典等

1.助人实现社会价值，获得社会认可

2.获得政府良性沟通机会，消除官民

互动的偏见，获得沟通能力及被关注

等

（一）赋权效果受到案主个性的影响

情境建构能否实现赋权效果，仍受到案主“个别化”影响，即在同一情境之下，不同特质的案主所

获得的效果不同。具体来说，在D协会服务过程中，并非所有失独者能够随着服务者的情境建构进入

到“助人”层次。这与他们自身的学历、性格特质等因素有关。相对而言，高学历者往往具备一定的开

放性、包容性，且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且对“贡献社会”的价值更为认同，更容易产生助人行为。而学历

层次较低者，更多注重参与服务活动能否实现自我利益，如能够在参与活动后聚餐，或者具有部分礼

物等。换言之，集体赋权仍受到案主个别化特质的影响。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失独者，分层设定

目标和方案。即针对案主的不同追求维度，可以尝试针对不同追求的失独者给予引导：如对物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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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采取渐进引导方式，提供部分便利；情感需求者，则可以尝试提供群体活动、互助活动等；对于人

生意义追求者，可以采取鼓励他们助人的策略等。

（二）赋权效果受到组织者人格的影响

情境建构达到赋权的方式还受到组织者的人格特质、文化特质和社会能力，以及组织本身能力和

品性等影响。D协会会长本人的特质既是赋权成功的关键，也是其受限的关键。首先，长期生活于中

国底层社会，有较强的交往能力以及整合政府资源和获得合法性能力；其次，具备长期有志于此的“执

念”式坚持；最后，长期从事该领域服务，能运用好具有中国“人情—面子—关系”等交往的手法，获得

失独者逐渐认可，并且逐渐塑造成魅力型的领导者。这些特质让他更适应当下中国社会服务的实践

情境，即基于日常生活互动模式进行行动，超越传统社会服务“文牍主义”的陷阱。但他文化不高、记

录简单，难以描述和解释已有服务效果及发生原理。D协会会长出身草根社会组织，在服务过程中，

通过以“亲情打动”工作方式和人情练达的行动选择，往往是其他社会工作专业人士难以拥有的特质。

（三）赋权效果更依赖深层次叙事结构的拓延

将情境建构纳入赋权实践，是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郑广怀、向羽，2016）的有益尝试。然而，从

具体过程来看，小范围的外力环境改造实践，未必能够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失独人群面临困境——老无

所依、亲情关系断裂及人生最后时刻无人照料等，亦即不能解决影响案主的根本需求或结构性因素，

案主仍难在脱离服务后形成独立人格的“自助”状态。从某种意义说，这仅是一种“浅赋权”。因此，进

一步化解他们的困境，仍然需要社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需要依靠于失独群体自治式服务，形成完整

“主体性”，实现个体在人格上的“自助”，以达到“深赋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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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A Study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of Mutual Embeddedness between Leading-by-Grassroots-Party-BuildingA Study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of Mutual Embeddedness between Leading-by-Grassroots-Party-Building

and Social Work: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Empowering from T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ongqingand Social Work: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Empowering from T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ongqing

PENG Xiaobing LI Wenjing•78•
Grassroots-Party-Building plays a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n socail work is a major part to

play in urban & rural community gonernance. Based on the empowering theory and case of T community in Chongqing, the

research opens doors to reveal why things happen and how things work about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social work, led by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could link community’s resources, respond to residents’needs,

change residents’ideas and improve residents’autonomy, and then resident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f-

fairs had been enhanced.

（（1010））From Attachment to Cooperatio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the Formation of Trust Relationship beFrom Attachment to Cooperatio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the Formation of Trust Relationship be--

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YANG Rong LI Qi•89•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trust from 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takes X organization as a case study object to study the

changing proces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by establishing an organizational concept and culture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tible

with government service-oriented social governance, it can achieve a dependent trust relationship and gain the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rust relationship, the strategic focu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shifted form abstract“cultural identi-

ty”to specific“resource exchange”to establish a contractual trust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ac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strive to

promote the equal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by constructing service network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1111））A Study of Situational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Empowerment :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D AssoA Study of Situational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Empowerment :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D Asso--

ciationciation’’s Service for the Group of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s Service for the Group of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CHENG Ji-qing CHENG Xiu min•97•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often fall into the trouble of bad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

sealing, and fall into the mire of psychological pain such as resentment, self-reproach and helplessnes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ituation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past are difficult to be in-depth, and the effect is not ob-

vious. Association D changed this situation by changing the design of the media and placing the lost children in the“receive

help-mutual help-help others”situ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s organized the lost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outdoor activities, help each other,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carry out helping activities, so as to

expand and extend their social relations and action space , gain a sense of self-worth.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ost

children and the government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 resolve the misunderstanding, so that they can achieve their in-

ternal self-empowerment and external social empowerment. However, as this kind of empowerment is realized under the con-

dition of high spontaneity and low specialization, it can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ension faced by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by only relying on the mobilization of charismatic personality of the organizer and ser-

vice oriented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alne. For this reason, 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le-

ment favorable policies, especially the social policies for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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