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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在自然灾害救助中的介入

邓宁华
(漳州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 防治自然灾害的知识力量 ,不为自然科学所独专 ,还包括社会工作知识。自然灾害的影响有特

殊的社会性质 ,社会工作者能通过专业的方法服务于灾民和灾区 ,承担起多种功能性角色。在灾害救助

中 ,社会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等六项原则 ,同灾民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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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助人自助的社会理念

和工作方法。在自然灾害的预防、控制特别是救助

的过程中 ,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有利于促进各方面的

社会行动者携手合作、相互协调 ,进而促进灾民和灾

区的福利以及人类生活的稳定、和谐和发展。

一 　自然灾害影响的特殊社会性质

首先 ,自然灾害总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目前

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社会生活制度的发展水

平 ,还只能较成功地控制中小程度的自然灾害及其

危害。而一旦发生较大规模和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的时候 ,人力也有所穷困。因此 ,更准确地说 ,自然

灾害的发生 ,总带有一定程度的超越现有人类社会

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的性质 ,

即超越现有的准备水平的突生性质。反过来说 ,如

果人类完全能够预防、控制自然灾害以及消除其不

利的后果 ,则不是一种灾害。

其次 ,自然灾害给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全方位的

破坏性的影响。在自然灾害发生以前 ,人类生活在

一种相对安定和常态的生活秩序之中 ,社会成员的

心理、生理、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网 ,社区

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以及社区之间的

互动的内容、程度、范围、形式 ,都处于相对平稳的发

生过程中 ;其中所发生的逐渐的变化 ,完全可以为现

有的秩序的内生的平衡能力所调整。而一旦发生自

然灾害 ,则这一切都会处于一种失序状态之中 ,甚至

可能遭受社会解体的危险。

再次 ,灾害发生后需要立即的紧急救援。这是

因为 :一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 ,任何一个社区遭受灾

害的可能性客观上都是相等的 ,因此 ,灾害发生后的

紧急救助 ,是每个社区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二是已

经有经验证明 ,人类如果不这样做 ,所带来的病理

的、经济、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远远超出灾区的范

围 ;三是政府正好可以发挥其功能、体现其公共产品

提供者的功能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的功能 ;四

是人道主义的需要 ;五是灾害的救援时间越短 ,对消

除灾害的后果的意义就越大等等。

第四 ,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重建活动将经历更

长时间。灾害的发生是一瞬间的 ,灾后的紧急救援

也是短暂的 ,但是 ,灾民的安置、灾区的重建以及整

个社会对灾害所引起的震荡波的消化吸收 ,却需要

一个反复的、不断推进的进程。这是因为 ,灾区以及

灾害发生后的紧急救援所面临的问题的重点是清理

尸体、抢救伤员、救助幸存者和消除短期内可见的其

它次生后果 ,社会重建的重点包括重建人的心理、重

建人的社会关系以及重建人的家园 ,它们都不可能

一蹴而就。

第五 ,灾民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分化。这种分

化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灾民受灾的程度不同 ;二是在

受灾之前的社会资源占有能力与占有水平不同 ;三

是消除灾害后果的能力不同。因此 ,灾民 ,虽然普遍

面临着灾害所带来的各种不利的影响 ,但他们内部

　　　　　　　　　　



仍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结构性分化 ,从而可能给灾害

救助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各种变数。

正是自然灾害影响与救助的特殊社会性质 ,为

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供了

施展科学力量的舞台。社会工作是一种“利他主义

的社会互动 ”。它可以推动社会和社区的救助水平

的提升 ,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和心灵安慰 ,促进人们的

社会关系重建和家园重建 ,帮助人们直接面对灾害

救助过程中的特殊社会性质 ,促进群体关系的和谐。

二 　灾害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

灾害社会工作是价值、理论和方法的统一。自

然灾害所作用的对象群体都是“灾民 ”。无论灾民

的种族、年龄、性别、地区、贫富、好恶如何 ,都需要一

视同仁地加以对待和提供帮助 ,而不可以加以区分。

社会工作专家列维指出 :社会工作者“对需要帮助

的人应给予应有的同情心和关心 ”;社会工作的组

织和机构应“及时、充分、不带偏见和歧视、民主地

执行他们的计划、法规和其他被认可的功能 ”。另一

方面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也充分地考虑到社会现

实的性质。由于其种族、年龄、性别、地区等的不同 ,

灾民对灾害的抵抗能力、遭受灾害后果的严重程度、

对灾害救助的需求水平和获得灾害救助的能力也不

同。因此 ,在保证灾民共同需要的基础上 ,社会工作

者要通过教育的方式 ,让对方知道“每一个人都对

对方负有社会责任 ”。这种风格 ,体现了社会工作

的价值理念的理性特质。

介入到灾害救助活动中 ,需要精湛的理论和有

效的方法与技术。灾害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人

类行为的理论、人类群体的理论、医学理论、教育学

理论、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灾害学

理论等。具体的干预与行动的方法 ,则包括个案工

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与社会政策、社会

工作咨询、社会工作研究等。所有这些理论与方法 ,

既有社会工作知识的一般性质 ,同时也内在地包括

灾害救助的特殊社会性质。具体而言 ,灾害社会工

作要求在尊重灾民和灾区以及其他救灾活动主体的

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和自决性的基础上 ,集中关

注灾民个体和群体以及社区的在心理上和社会关系

上得到改进 ,以应对危机。

灾害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统一于其实

践活动过程中。从实施过程来看 ,它包括三个阶段。

一是准备阶段。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合理的

决策。灾情的空间范围与严重程度 ,介入的方案、资

源、人员、设备、方式 ,展开社会工作的具体对象、具

体方法以及工作中的合作伙伴等 ,都是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否准确、决策是否

科学 ,对整个社会工作活动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决策过程中 ,需要结合社会工作者的组织在各地

的力量 ,展开综合性的决策 ,并且保持足够的灵活

性。值得注意的是 ,与一般的常态的社会工作不同 ,

灾害社会工作的问题评估与决策之间时间间隔较

短、具有紧迫性。

二是紧急救助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心理干

预和社会服务。在这一阶段 ,社会工作者往往需要

从事灾后搜救、医疗急救、食品提供等工作 ,但前二

者需要专业技术 ,后者普通人可以承担 ,都不能体现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这一阶段 ,社会工作主要

是组织人们展开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自救 ,帮助他们

通过心理渲泄、自我安慰、相互合作等方式 ,维持心

理状况的稳定。

三是灾后重建阶段。这是灾害社会工作所面临

的更艰巨的任务。第一 ,伤亡人口及其家庭的重建

难度比生存难度大 ;第二 ,灾害所导致的伤亡人口及

其家庭在灾区中相对较少 ,而有生活和生产上的损

失的家庭则相对较大 ;第三 ,重建工作所需要的资源

更多 ;第四 ,新的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建立所需的持续

时间长。这一阶段 ,灾害社会工作将努力推动心理

重建、社会关系重建和家园重建。

三 　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社会工作者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独特的经济资

源、政治资源 ,然而 ,他们却是灾害救助活动的积极

的参与者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 ,社会

工作者自身拥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文化知识资

源。这种文化资源 ,从其性质上看是一种“道德实

践和政治实践 ”,从而使社会工作者在灾害救助中

有着独特的角色定位 ,呈现出特殊的社会功能。

第一 ,社会工作者是灾害救助中的资源输送者。

在灾害救助中 ,社会工作者并不是单独行动的 ,而是

集体地、有组织地通过社会工作者协会、慈善组织、

基金会等各种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福利部门展开行

动。通过这种集体的力量优势 ,社会工作者高效率

地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组织起金钱、药品、食品

等物质资源 ,义工、青年志愿者等人力资源 ,和媒体

的信息资源等。运用这些资源 ,灾民的需求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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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满足 ,灾区的情势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

而且 ,社会工作者还能发挥自身非政府组织的服务

提供工作优势 ,准确地界定和有效地满足服务的需

求内容与程度 ,从而促进资源的恰当利用。

第二 ,社会工作者是灾害救助中的服务提供者。

灾害救助中的主要内容不仅包括物质帮助 ,还包括

各种服务提供。灾害发生后 ,众多伤亡灾民需要安

置 ;众多伤员需要照料 ;众多心理创伤需要抚慰 ;围

绕救灾资源之间的大量的不当竞争心理与行为需要

调适 ;大量纷繁复杂的信息需要谨慎处理等等。社

会工作者身为专业人员 ,深入到救灾的最前沿中去 ,

帮助灾民将内在情况和社会的外的帮助有机联系起

来 ,帮助灾民从生理的和心理的伤害中摆脱出来 ,进

而帮助灾民在社会交往生活中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第三 ,社会工作者是灾害救助中的民间组织者。

进行灾后重建是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如何在灾民内部

之间以及灾民与整个社会之间建立良好的社会关

系。社会工作者因为能直接深入服务对象中 ,高度

重视和有效推动灾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的建立与

稳固 ,从而有利于建立较为可靠和有效的重建自治

与监督的民间规范 ,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四 ,社会工作者是灾害救助制度的积极建构

者。纵观世界各国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

家 ,在灾害救助制度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

这些问题的存在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不能处理灾民

内部之间的灾害伤害程度与社会支持程度之间的差

异。这种不和谐给人类现有的灾害救助制度带来了

挑战。虽然社会工作者不能完全克服这种弊病 ,但

他们能够对制度与政策和灾民与灾情进行综合考

虑 ,推动制度与政策中不合理方面的变革 ,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消减现有灾害救助制度的不利影响。

第五 ,社会工作者是灾害救助中和谐理念的社

会推动者。晏阳初先生曾经主张 ,“不迁就社会 ,而

是赶上社会 ”。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

经常不自觉地为物质生活和物质利益所萦绕。然

而 ,通过灾害的特殊情境 ,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努力 ,

人们可能会发现 ,社会生活并不是一种物欲控制的

动物生活 ,人类社会也不是“动物园 ”。人与人之

间 ,除了物质利益上的关联之外 ,还有别的关联的存

在 ;而且 ,这种关联不是一种理想 ,而是一种可能的、

可行的和现实的选择。正是通过在灾害救助的特殊

环境中的努力 ,社会工作者能够展现社会生活的

“实践性和反思性 ”。

四 　社会工作者与“灾民 ”关系的建构原则

社会工作者参与到救灾活动中来 ,是为了给灾

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其活动要取得成效 ,就必

须充分考虑到灾民自身的特殊性 ,取得其信任 ,并且

与之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从灾害社会工作的特点

来看 ,要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必须坚持一系列的社

会工作原则。

第一 ,以人为本原则。在自然灾害面前 ,灾民在

生理、财产、家庭成员关系、社会支持网等方面遭受

了巨大损失 ,并且在心理上出现各种应激性的反应。

在救助过程中 ,工作人员首先要尊重灾民的人的价

值 ,努力提供各种可能的资源与服务 ,一视同仁地帮

助他们克服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等种种困难与

问题。

第二 ,主体性原则。灾害发生后 ,对于灾民面临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对于灾民最重要和最紧急、问题

如何解决 ,灾民自身都会有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工

作人员要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尊重其意见 ,因势

利导 ,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力量和能动性 ,以解决他

们认为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如果在介入过程中可操

之过急、不尊重对方 ,则结果会适得其反。

第三 ,组织化原则。在紧急救援时期 ,灾民的一

切生活都被打乱 ,处于无序状态。为此 ,就要将个体

的灾民以群体或社区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原则有

更进一步的意义 :它有利于促进灾民自救 ;它将灾民

与向正常生活的过渡相联系 ,与外部社会相联系 ;它

有利于发挥群体中以一些乐于并且能够帮助他人的

人的力量 ,改善群体中的社会关系 ;它有利于促进群

体的自决 ;让面临共同难题的人们相互交流和促进 ,

以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 ,差别化原则。灾民群体中 ,不同特征的个

体、群体与社区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因此 ,解决问

题的具体办法不能千篇一律 ,而需详细地勾画主要

问题及其主要方面 ,然后将之付诸灾民群体的公开

讨论过程 ,以寻求解决的措施。

第五 ,公开民主原则。灾区的问题的解决 ,仍然

受到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分化因素的影响。要消除这

一因素的不利后果 ,要推动灾区事务的公开讨论和

民主决策 ,让灾民中与特定事务有关的利益相关人

都能参与其中、公平受益 ,而不能因为个体的获取资

源能力的差异而导致特定群体受损。

第六 ,社会互动原则。灾害减少了灾民个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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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社区的内部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 ,这在紧

急救援时期体现得特别明显。然而 ,随着灾情的稳

定和灾后重建工作的逐步展开 ,需要灾民个体、群体

和社区的内部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的增加。通

过互动 ,相互之间可以扩大信息、互通有无、增进理

解、相互监督、相互激励、合作双赢。

五 　结 　语

每年 ,自然灾害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化解

巨大灾难及其所带来的不幸 ,就需要运用自然科学

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指导力量。上述研究表

明 ,自然灾害影响的特殊社会性质 ,因为自然灾害总

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 ,给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全方位

的破坏性的影响 ,灾害发生后需要立即的紧急救援 ,

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重建活动将经历更长时间 ,灾

民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分化。社会工作者秉持自助

助人的价值理念 ,掌握专业的理论和方法素养 ,参与

到灾害救助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在灾害救助中 ,社

会工作者是灾害救助中的资源输送者、服务提供者、

民间组织者、制度建构者和和谐理念的社会推动者。

他们参与到救灾活动中来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主体

性原则、组织化原则、差别化原则 ,帮助灾民抗灾自

救。事实上 ,在国际救灾活动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社会工作者的身影 (也正因如此 ,社会工作专业能

为世人所认同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为社会所必需 )。

当然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灾害社会工作事业在

理论与实践上都不成熟 ,还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

前景光明、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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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ia lW ork in Natural D isarster A ids
DENG N ing - hua

(Department of H istory and Socieology,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al disaster aids need the knowledge of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sicences including social work.

Natural disasters have speci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workers use p rofessional methods to serve refugees

and their community, and fulfill many important functional rol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social workers to co2
operate harmonioushy with refugees under six p rincip les which include the one of p rop l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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