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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工作参与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

摘要：社会工作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重要专业手段，具有独特专业优势。要顺利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就必须增强社会工作的参与可能性。要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工作中的参与可能性，而其最根本的就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可以说，制度建设是社会工作参与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加强制度建设，既利于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

会，又利于提升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能力。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和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社会工作机构身份制度、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建设制度、社

会工作社会认同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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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陈一新，2018），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

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心环节（陈成文，2019）。在社会学意义上，市域社

会治理指在设区的城市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主体（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

织、公民）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社会控制手段（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

约）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目的的一种枢纽性基层社会治理（陈成文、

张江龙、陈宇舟，2020）。自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战

略目标以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已被提上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议程，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以提

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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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陈成文、陈静、陈建平，2020）。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要抓好推进理念、体系、能力建设，又要抓好推进主体建

设。作为推进主体之一，社会工作具有独特专业优势。要顺利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就

必须增强社会工作参与的可能性，而根本的途径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一、研究背景

社会工作在帮助弱势人群、维护社会公正、整合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新时代

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通过直接服务、政策倡导、发展性参与、倡导传播协同合作的精神等形式参

与社会治理，促进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制、治理体系和能力等方面创新（王思斌，2016a）。关于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一类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

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

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

职业（王思斌，2016a）。另有学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战略任务，即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社会

工作都可以有效介入并从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李迎生，2014）。还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治理创新必须

“嵌入”社会工作方法、理念和制度等，只有“嵌入”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与协调发展。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在目前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在激发生活困难群体的潜

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促进犯罪人员的再社会化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陈成文、赵杏

梓、张丽芬，2015）。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历程的渐进性，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机制尚未成熟，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有限的（王思斌，2016b）。社

会工作实践主要围绕社会政策实施、社会服务提供、服务效果达成展开，通过服务整理的经验和诉求

很难嵌入到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决策机制中（陈成文、何蛟龙、周静雅，2015）。同时，专业化、国际化

与复合型的社会工作人才缺乏，还不能充分施展社会工作应有的创新、研究、管理与决策功能（王思

斌，2019a）。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学者们对于导致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参与不足的制约因

素有着不同的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管理的机制尚未健全、缺乏制度保障、长效动力不足（李迎生、

方舒、卫小将、王娅郦、李文静，2013）；政府和社会的认识不足导致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人员身份感缺

失（王思斌，2014a）；整合性制度体系尚未搭建，协商、调节、道德约束机制的精细化不够（王思斌，

2014b）；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本身还不完善，法制水平低（关信平，2017）；缺乏社会工作精准嵌

入社会治理的弹性制度保障（吴浩宇、崔占峰，2019）；存在保障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与发展的制度

缺陷（王思斌，2016b）；缺乏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精细化的社会福利制度（王思斌，2019b）；政府

购买服务制度对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立促进不够（关信平，2017）。

促进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背景提出不同看法。推动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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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制定社会工作职业准入制度（李迎生、方舒、卫小将、王娅郦、李文静，2013）；形成科学化、法治

化、规范化社会工作职业法律体系，依法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职业技能、专业权威和职业声望

（袁光亮，2016）；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与制度体系（何雪松、杨超，2019）；社会工作积极融

合与嵌入社会治理结构的同时，需不断提升“自治理”能力，促成社会工作制度体系的完善（王思斌，

2012）。

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界已经关注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现状、影响因素和具体路径

等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大多囿于一般化的对策研究，很少涉及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

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即制度因素。事实上，所谓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指社会工作

嵌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结构之中。这种“嵌入性”是指外部因素对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约束，并受到嵌入其中的制度因素固有属性的影响。因此，深入探讨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制度建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开拓价值。

二、制度建设：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所谓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可能性，既指参与机会，又指参与能力。制度是

约束人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

出：“制度是人所设计用于调节人们互动的约束。这些约束由正式约束（例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

式约束（例如，行为规范、习俗、自定的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实施特征等构成”（North，Douglass C.，

1993）。所谓正式制度，是指各种成文的规则、法律、宪法等对人们行为产生正式约束的规则；非正式

制度则指各种不成文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习惯、习俗、潜规则、默契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

的规则。无论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机会，抑或能力，都不仅受到嵌入其中的正式制度

因素约束，而且受到非正式制度因素约束。换言之，加强制度建设，既有助于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又有助于提升参与能力。一言以蔽之，制度建设是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一）加强制度建设，有助于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

所谓参与机会，是指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外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来源于外

部环境的“馈赠”，又来源于主体自身的“奋斗”。从社会工作本身来看，源于外部环境“馈赠”的机会属

于委托性机会，即党委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委托给社会工作机构服务项目的机

会；来源于主体自身“奋斗”的机会属于自致性机会，即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参与竞标而获得服务项目的

机会。在一个地方，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委托性机会的多少，首先取决于党

委政府部门对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一门专业的“制度偏好”。这种偏好，体现了党委政府部门

因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而导致处理某些事情的制度倾斜。而社会工作机构能否获得党委政府部

门的“制度偏好”，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党委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即是否纳

入了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议程；二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一门专业在党委政府部门主要

领导者认知中的地位，即党委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者对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一门专业的认同度，

亦称社会认同度。可喜的是，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就“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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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①。可以肯定，各级党委政府部

门主要领导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度，必将逐渐提升。这样，社会工作机构就越有可能获得党委政府部门

的“制度偏好”，也就越有可能获得党委政府部门的委托性服务项目机会。党委政府部门对社会工作

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一门专业的“制度偏好”必将影响群团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对社会工作作为一

种职业或者一门专业的认同度，也就必将影响群团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对社会工作机构的“项目

偏好”。而又必将导致群团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委托给社会工作机构服务项目机会的增加。

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自致性机会多少，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状况（是否建立或者建立，是否健全）；二是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合法

性地位状况；三是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第一个条件在实践中有两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根本没有

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有些地方政府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但是，由于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项目的征集、论证、采购、评估等事项缺乏规范性，项目供给（数量与经费水平）往往难以满足需

求。以上两种情况实质为“制度缺失”的表现，这种现象必然影响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参与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自致性机会。第二个条件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社会工作机构的身份认同问题。社会工作

机构只有拥有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公民等行动主体

平等的身份地位，才能获得党委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公民的身份认同，才能凭借

自身努力获得自致性服务项目机会。这就表明，社会工作机构的身份认同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

重要性。而社会工作机构的身份认同只能依靠法律制度赋予。第三个条件既与政府部门对社会工作

认知有关，又与大众传播媒介的认知有关。可见，无论是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委托性性机会，还是自致

性机会，都取决于制度建设。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是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参与机

会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制度建设，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能力

所谓参与能力，是指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可能性。其来源于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水平。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水平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价值引领、诉求表达、服务提供、矛盾化解、资

源动员、人才培养、决策参与、政策评估等8个方面的能力。这是社会工作机构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的核心能力：价值引领是指社会工作机构通过自身活动，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社会价值观的

介入；诉求表达反映了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调查分析，将服务对象的利益诉求真实地

反映给各级管理人员的过程；服务提供通过社会工作机构自身的专业活动，帮助服务对象满足各种民

生需求；矛盾化解则通过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在资源动员方面，机构凭借自身的

专业优势和服务声誉，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人才培养则通过社会工作机构自身持续的专

业服务活动，培养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能力；而决策参与，则反映社会工作机构通过自身积极努力，与其

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主体共同商议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策，为制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过程；对于政策评估，表达了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对自身服务项目的经验总结，

对公共服务类社会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价与判断。这些能力，既代表着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服务

水平，又体现了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可能性。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强调要“推进社区、

①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ccps.gov.cn/xtt/202002/

t20200223_1382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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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这就表明，要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机构的独特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应该解决理念践行、

体系建设、能力提升与制度创新等问题，而社会工作机构在这些方面发挥不同作用。具体表现在，由

于社会工作机构具有价值引领能力，因而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念践行者；由于社会工作

机构具有诉求表达能力、服务提供能力和矛盾化解能力，因而它是体系建设者；由于社会工作机构具

有资源动员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因而它是能力提升者；由于社会工作机构具有决策参与能力和政策

评估能力，因而它是制度创新者。这就意味着，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可能性直接

表现为社会工作机构能否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种角色”。要达到此目标，就必须加强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的制度建设。这是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参与能力的根本途

径。

三、制度创新：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本之举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还强调，通过“制定

完善孵化培育、人才引进、资金支持等扶持政策”，以达到“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的目的。2019

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的战

略目标。所有这些都表明，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制度建设问题。从社会组织的类型划分来看，社会工作机构属于城乡服务类社会组织。因此，加强社

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已是势在必行。但是，目前实践中出现的社会工作结构

“自动消失”或“弱势退出”等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制度建设的“短板”，即“制度缺失”。要补齐“短板”，就

必须加强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只有推进制度创新，才能增强社会工作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才能提升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能力，这是治

本之举。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注重正式制度建设，着力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建立社会工作机

构身份制度与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建设制度，又要注重非正式制度建设，建立社会工作社会认同制度。

因此，应抓好以下四个着力点：

（一）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由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与党委政府部门“制度偏好”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在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因此，国家必须加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共服务项目的征集、论证、采购、评估等事宜，以

确保社会工作机构获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一是纳入发展规划，确保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的可持续性。目前，各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具有较大随意性。这就严重地影

响了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公共服务项目的持续稳定性。因此，要扭转这种状况，就必须将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制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将购买经费列为地方财政预算的常规目录，加大公共财政支持

力度。明确购买范围和类别，提供项目指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资源供给，增

强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性。二是完善购买流程，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的法治化。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化、标准化和法治化的机制，存

在随意性大、不规范等问题（党秀云，谭伟，2016）。要制定完善的标准化购买流程，搭建申报与监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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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以确保购买流程的标准化、购买规则的规范化、购买信息的透明化，这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

度化、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制定标准化的购买流程，才能确保购买过程公正；只有制定规范

化的购买规则，才能确保购买结果公平；只有实现透明化的购买场景，确保购买信息公开。为此，政府

必须建立职能转移委托项目库、项目投招标管理信息系统和项目运营监管网络平台，促进信息数据共

享，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从而做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的公平、公开、公正，为社会工作机

构获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建立社会工作机构身份制度

由于社会工作机构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地位息息相关，也直

接关系到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因此，国家必须加快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在

内的社会组织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法》，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工作机构

的主管部门、登记注册、孵化培育、社会服务、岗位设置、税收优惠和监督评估等事项，以确保社会工作

机构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合法身份与地位，从而提升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工

作机构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回应。有学者指出，民政

部门应主动联系立法部门对于社会组织相关法规和各类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对那些存在缺陷

和不足的条例法规和政策制度开启必要的废除与修订程序（高红、杨秀勇，2018）。另有学者指出，立

法部门应尽快筹备“社会组织基本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对社会组织的地位、条件、权利、义务等做

出全面规定，明确社会组织的指导思想、法律地位、服务宗旨、服务范围、赔偿机制、法律责任、审批程

序、监督体制等（周晓梅、谢水明、李蜜，2008）。还有学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法》的制定

目标：应对社会组织章程的基本要素做出明确规定，包括社会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权利与义务、社会

组织管理部门的组成与运行原则、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职责权限、社会组织内部的理事会监事会制度、

社会组织负责人侵害组织及组织成员利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社会组织的行为规范以及组织撤销

和注销等程序（柴振国、赵新潮，2015）。可见，只有通过顶层法律制度设计，才能真正厘清政府与社会

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社会组织与社区的责任边界，才能真正确定社会工作机构在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中的合法性地位，才能真正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

（三）建立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建设制度

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参与的内在可能性，即参与能

力。因此，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将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能力建设提上议事议程，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制度建设。将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国家和地方人才发展规划，地方要结合实际制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项规

划。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制度建设，不仅是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壮大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确保社

会工作者职业地位的制度条件。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提升专业地位与职业地位是社会工作人

才培养制度建设的重点。一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地位的制度建设。要实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

专业化，就必须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专业价值、专业体系和专业特色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制定社

会工作人才的成长计划（包括培养、使用与评价等）。制定社区服务人员的培训计划，使之向专业化的

社会工作人才转换。二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职业地位的制度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发展前景是由其职

业地位所决定的。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地位主要包括职业身份制度、职业资格制度、职业薪酬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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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晋升制度。实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就必须推进社会工作人才职业身份制度、职业资格

制度、职业薪酬制度和职业晋升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建立常规化的社会工作人才登机注册管理制度，

将社会工作人才纳入民政部门事业编制范围，从而增强社会工作人才的身份认同感。制定社会工作

人才的岗位资格标准。根据岗位类别的不同确定社会工作人才差异性的岗位薪酬，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探索社工协议薪酬制度。此外，还要制定社会工作人才职务晋升制度，努力扩大社会工作人才职务

晋升的制度空间。

（四）建立社会工作社会认同制度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工作的制度供给不足既包括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供给

不足。目前，社会工作社会认同制度的缺失正是非正式制度供给不足的重要表现。因此，加快建立社

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制度，已是势在必行。在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中，对社会工作的片面认知甚至错误

认知，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进程。可以说，社会认知偏差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组

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最为重要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要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

理，就必须纠正社会认知偏差。社会认知偏差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是基于认知主体、认知客体与

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公众，其认知偏差既有本身的“刻板印象”相关，

也和交往过程中对社会工作的片面认识相关。要彻底纠正社会认知偏差，就必须从认知主体的习惯

性认知改变和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增强入手。一是促进政府工作人员正确认知的形成。政府工作人员

在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中发挥中无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认知直接关系到社会

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机会、参与深度和广度。因此，必须促进政府工作人员正确认知的形

成。一是改变以往“官本位”思想（陈思、凌新，2017），剔除“习惯性的行政手段”，把社会工作当作市域

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来对待。改变“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心态，敞开社区大门“容纳”社会工作，为社

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条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转变“经济发展

至上”和“大政府、小社会”的固有思维，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此

外，政府要定期召开或参加社会工作研讨会、展交会、交流会，学习并了解社会工作相关知识，增加了

解提升认知，消除认知偏差，推动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二是促进社会公众正确认知的形成。

目前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仍旧是一知半解，很多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都抱有观望

态度，甚至社区“两委”对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持怀疑态度。因此，增强社会公众的认可度，是推进社

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要努力转变社会公众习惯性的救助方式，逐步消除“家丑不

可外扬”的固有思维模式，积极扩建除亲朋好友外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建构多元化的求助网络和途

径。逐步改变社区居民“利益至上”“利己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方式，培养

社区责任意识，激发社区公益热情，为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提供资源支持。充分发挥大众媒介

作用，加大正面宣传，增进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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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The Grief Control of the Bereaved in COVID-The Grief Control of the Bereaved in COVID-1919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XU Xiaojun TANG Susu YUAN Qiuju•53•
Grief for the death of the COVID-19 has experienced a special evolution process due to the lack of life farewell, death

threats and stigma, mass grief reaction and other factors. First, part of the "lost response" precedes the bereavement event; In

the "shock and escape" stage, the difficulty of reality also force the sharp pain of grieving period to be postponed. In the "

face and collapse" stage, the loss-oriented grief work is the only way which must be passed for the bereaved, and the risk of

suffering from prolonged grieving disorder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creases.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e bereaved

to enter the "acceptance and reorganization" stage smoothly, while they may also be involved in the disorder of movement-

oriented grief work. In view of the specificity of grief caused by COVID-19,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ken in

stages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possible individual and social risks caused by the bereavement. The social work should

be guided by a timely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 to guide the bereaved family to moderate their grief and gradually accept the

fact of bereavement, thus smoothly transferring to the swinging-oriented grief pattern and finally realizing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life.

（（66））Social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in the Epidemic Crisis and Social Work PositioningSocial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in the Epidemic Crisis and Social Work Positioning

DENG Suo •62•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s a major tes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 has also propelled the social work community

to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its own professional rol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ilienc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social work has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 in

stimulating and fostering social resilience through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re-

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enhancing social trust relationships.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socia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social work community needs to be clearer about its professional sphere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function, system and practice. This includes highlight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coping with and managing

social risks, incorporating social work in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risk governance system, as well as promo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context of risk society.

（（77））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LI Qing1 CHEN Cheng-wen WANG Yong•70•
Social work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mean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pilot 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we

must en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pilot 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 en-

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pilot 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city, the most

fundamental thing is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system construction is a key link for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This is because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construc-

tion will not only help to enhance th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but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we must strive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s; strive to establish the identity system

of social work institutions; strive to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 building system of social work; strive to establish the

social recognition system of social work.

··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