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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注重实践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任务。“农村社会工作”课程引入“世界咖啡屋”模式恰好能够

弥补传授式教学对“实践环节”忽视的不足和缺陷。通过对“世界咖啡屋”模式原则、目的和要求的分析，

融入项目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及反思教学法。基于对留守儿童教育扶贫、贫困老人健康扶贫、
旅游扶贫与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的分析，可以增强“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适用性，提升学生的社会工

作实践能力，培养社工学生实务取向的研究意识，增加他们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兴趣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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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践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任务，学以致

用成为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关键之举。“农村社会

工作”教学具有案例多、情境复杂等特点，而传

统的传授型教学模式往往点到为止，学生的参与度

不足，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在传统的教学过程

中，单纯灌输占据了一节课的绝大部分时间，教师

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按照教材的章、节顺序平

铺。教师满堂灌般的讲授，学生被动地接收，无形

中淡化了学生的主体地位。针对当前灌输式教学为

主体和学生被动接受的现实，“农村社会工作”实

践教学环节有必要进行课程改革。对于实践教学而

言，一方面要将社会工作的理念、理论与方法和技

巧精确地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将社会

工作知识技能自觉运用到社会服务实践中的职业素

养。而“世界咖啡屋”的教学模式恰好能够弥补

传授式教学方法的不足和缺陷，增强社会工作教学

的实践性。“世界咖啡屋”以学生集体讨论为主、
讨论结果由学生共同得出和获得，旨在提高学生对

于知识认知的深度。在 “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

教学环节引入 “世界咖啡屋”模式，促使学生集

思广益、汇聚集体智慧、吸取别人的观点、改变自

己的既定思维惯性，通过特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

启发和带动激发其他学生的讨论和共同贡献，最终

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也是传统的

讲授式教学法无法做到的。这种教学实践可以将社

会工作的理念与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融

合。本文基于对 “世界咖啡屋”模式与 “农村社

会工作”教学改革的探索，融入项目教学法、分

组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及反思教学法，基于对

留守儿童、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旅游扶贫与农村

社区建设等项目的分析，可以增强 “农村社会工

作”实践教学的适用性，提升学生的社会工作实

践能力，培养社工学生以实务取向的研究意识，增

加他们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兴趣和参与度。

一 “农村社会工作”教学中对
“世界咖啡屋”模式的运用

( 一) “世界咖啡屋”模式的特点

“世界咖啡屋”是当前流行于国际社会的团队

学习方法，旨在分享知识和催生集体智慧、帮助人

们体验集体创造力的一种方法［1］。 “世界咖啡屋”
模式由朱尼特·布朗和伊萨斯·戴维提出的。“世

界咖啡屋”是通过一种简单而又创新的讨论重要

议题的方式，将大家的思维和智慧集中起来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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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发现思考的共性的过程。这种方式有效地将组

织成员们联系起来，通过循环式探讨，就组织中的

重要问题或重大事件进行交流，并最终获得团体中

个人新的认知及组织适当的问题解决方式［2］。该

方法以注重精心设计的提问、严谨的对话流程以及

对话中的催化和引导为要点，通过增强学习的有效

性和针对性，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过程

和实践能力。在 “农村社会工作”教学中，引入

“世界咖啡屋”不仅能够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

现实问题，而且还能提升学生融入班级、分工与协

作的能力。“农村社会工作”教学引入 “世界咖啡

屋”模式的优点在于以服务项目的形式，让学生

分组讨论，并有效运用案例分析和解决项目的实际

问题，可以使学生快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借鉴并听取其他同学对于问题分析与解决的

独到见解。“世界咖啡屋”模式更具有问题视野，

属于开放思维和深入思考的问题解决型教学模式。
( 二) “农村社会工作”引入 “世界咖啡屋”

的原则

“世界咖啡屋”模式是将传统被动的知识灌输

教育转变为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合作精神使学生

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的模式。而 “农村社会工作”
教学中引入 “世界咖啡屋”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有

效方法。
1. 设计项目。根据 “农村社会工作”教学内

容，本课程结合当前我国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美

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社区建设、留守老人、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运用农村社

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设计了留守儿童、产业扶

贫、美丽新苗寨社区建设、羡地教育精准扶贫、那

长村乡村振兴、罗家村乡村旅游建设、郝堂村留守

老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服务项目。项目设计者从

服务对象需求出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思路，进行项目议题的交流和分享。
2. 项目分组。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经

历和兴趣点，进行项目分组。“农村社会工作”引

入“世界咖啡屋”模式在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

生学习了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保障、
社会政策与法规等课程，这些课程让学生积累了丰

富的案例和实地研究资料，有助于 “世界咖啡屋”
在本课程的教学中使用。将社会工作 2015 级 69 名

学生，分成 10 个小组，每组 7 － 8 人。教师改变传

统的按照一对一或者同一层次学生为一组的分组方

法，而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根据兴

趣、能力自由组队，每组都包括了学习能力上、
中、下的学生，它的分组目的是让不同层次的学生

互补，让各层次学生均能发展。
3. 营造氛围。活动组织者要创造宽松宜人的

环境，提供一个热情的、人性化的交流环境，使组

织成员能够踊跃发言。在 “农村社会工作”的课

堂上，教师改变了传统的学生座位安排，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围坐在一起，方便学生的探究与分享，同

时也加强彼此的情感和思想交流。根据教师上课提

的问题，及时讨论和分享。同时，小组内会自发形

成一股内生动力，催发领导者、记录者、创意者、
计时者、协调者等角色的产生。在讨论过程中，每

个项目小组长还需要观察不同组员之间的发言情

况，注意运用合适的方法鼓励团队成员畅所欲言，

发表不同意见。
4. 鼓励参与。鼓励项目组学生，要从始至终

参与发言、聆听、探讨，通过交流加深对问题以及

小组成员的认识和理解，在所有参与者的自由碰撞

共鸣中逐渐形成团体的观点。结合法学院教育资

源，布置“世界咖啡屋”背景，将学生分组进行

循环式的深入讨论，项目小组长进行分享与总结，

鼓励大家针对项目和讨论主题踊跃发现，及时提问

和回应问题，相互交流。
5. 点评分享。按照“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课程

的要求，项目以学生自评、学生互评为主，教师点

评为辅。在分享之前，由每个小组的小组长在班级

进行项目分享和自我评价。同时每个小组抽出 1 名

学生，组成项目讨论评委。根据小组讨论项目设计、
讨论内容、项目呈现、与同学互动等环节，进行打

分和点评，最后课程教师进行总结和分享。在项目

组学生、其他组学生以及教师之间三方分享互动交

流中，综合三方评价和分数，即为该项目最终分数。
6. 评估激励。小组为了防止成员搭便车，需

要注意项目的评估激励问题。引入 “世界咖啡屋”
模式，进行项目设计、分组讨论，每个人都应该全

程参与，有的组以拍摄视频、写会议记录等方式作

为监督评估方法。这样根据材料的收集、项目内容

的完整性、课件内容的精彩度、与同学互动的频

率，进行考核，也是学生评委打分的基础。同时，

教师在课堂以表扬鼓励和分数的形式激励各组成员

积极参与项目，根据组员对于项目的积极程度和完

成程度进行不同分数的划分。尽管有的小组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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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意，分数较低。评委打分还有课程教师评价作

为本课程的平时成绩，这样可以激励每个项目小组

长及成员积极参与。
( 三) “农村社会工作”运用 “世界咖啡屋模

式”的举措

1. “世界咖啡屋”模式。
( 1) 要求。在 讨 论 之 前，提 出 分 析 的 问 题，

为讨论范围定好目标和界限。教师和讨论小组组

长、组员做好自己的角色。其中，各小组进行讨

论，群策群力分析后集中汇总，变化环境后组间交

流，教师打造会谈讨论的流程并把握进度和时间。
( 2) 目的。通过对 “世界咖啡屋”模式的不

断组织安排，可以提高学生对于案例分析的问题把

握程度、问题解决能力。从学生在新案例讨论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速度，思考的深

度、全面性与系统性，进行效果评价，观察所有学

生在讨论中对于案例分析的参与度和贡献上是否有

所突破。将案例分析结果与案例分析既有答案进行

对比，让学生自我评价自己的案例讨论效果，通过

设定一定的评价指标让学生对自己的讨论效果进行

综合评价。
( 3) 创新点。“世界咖啡屋”模式将传统被动

的知识灌输教育转变为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合作

精神，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学习。引入 “世界咖

啡屋”模式的教学，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参与度

和活跃学生思维，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灵机应变能力。
2. 融入创新机制。
“世界咖啡屋”模式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为目

的，记录学生对于结论的贡献，创造学生探讨问题

的动力。将探讨问题的焦点放到农村社会工作的专

业问题上，鼓励创新地提出分析问题的新视角。可

以图形化所分析的问题，灵活表现分析结果。
( 1) 服务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以服务项

目为载体，将社会工作的理念、服务模式和技巧与

现实中的服务对象的需求相融合，旨在突出教学情

景生动真实性，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主体地

位。具体表现为: 其一，项目教学法将社会工作的

服务理念与服务对象的问题和与需求有机结合。在

设计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学生基于服务对象面临的

问题，运用农村工作的理论，如增能理论、生态系

统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为服务对象设计了地区

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有效服

务。其二，项目的完整性与结构合理性。项目教学

法注重服务要素的完整性与结构的合理性，以真实

项目为范本，引导学生能够在将来的项目服务实施

过程中，学会和掌握服务项目书设计、项目的申请、
实施、督导与评估等知识点。其三，服务项目教学

的情景生动与真实性。在实施服务项目过程中，学

生所经历的一切都属于实战训练，获得的是真实生

动的专业体验和服务体验。学生能近距离观察和感

受服务对象的变化，评估社会服务的真实效果，反

思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3］。总之，服务项目教学法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注重实务能力的培养，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的有效链接，让学生在实务训练中获得

专业成长，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知识迁移。
( 2) 分组讨论教学法。根据 “农村社会工作”

教学大纲，教学需要做好 “世界咖啡屋”教学的

整体规划，给学生推荐教材和案例，布置教学背

景，融合分组讨论式教学，以 7 － 8 人为一组，组

成共同学习、讨论交流小组。分组讨论式教学旨在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学方式灵活多

样。教师设置相关议题，要求学生分小组讨论。学

生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自学，参与课堂讨论，交流。
如“那长村乡村振兴”项目组，其中一位组员来

自云南省那长村，对该地的贫困程度、社会资源和

扶贫力度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方便该项目组获得

一手资料进行调研。在确认议题和调研后，小组讨

论三到四次形成焦点问题，并制定系统化的服务方

法，进行模拟角色扮演。这样实现了将农村社工服

务方案融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 调研主题服务于课

程教 学，目 的 是 提 高 学 生 的 兴 趣 和 积 极 参 与 动

力［4］。在教师的引导、帮助与支持下，学生在实

施服务项目的过程中，以解决服务对象问题为中

心，在真实服务场景中，主动探索和掌握专业知

识，并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
( 3) 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再现社会工作服

务的具体情境，在师生双方共同投入的双向交流

中，解读相关概念和理论、掌握服务流程和方法的

一种教学方式。案例教学能有效增加理论教学的

“实践性”［5］。为保证案例教学的功能发挥，案例

的选择和教师的引导是关键。教师从社会工作领域

公开的共享案例中，选择经典案例。教师在熟悉案

例的基础上进行解析，把服务案例生动形象地展现

出来，在思维形象化和技术可视化的过程中实现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对接。如 “凤凰花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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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助飞”项目依托于法学院的 “三下乡”活动，

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扶贫。汇报过程中，教师以一

种开放、互动的方式，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和交流，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4) 反思性教学法。从教学理念看，反思式

教学是以“学与思”的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突出

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能够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共同

成长［6］。在“农村社会工作”课程中，引入 “世

界咖啡屋”模式，可以提升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

生成。这种反思既可以来自教师，也可以来自学

生; 既可以是源于文本的反思，也可以是源于实践

的反思。反思性教学要求教师能及时回应学生在社

会工作实践中的疑惑和困扰，引导学生反思西方理

论的不适用性，并尝试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知识体系

进行本土化改造，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7］。

二 “世界咖啡屋”在 “农村社
会工作”教学实践中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 农村留守儿童扶贫项目

回应福建省昭信村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和需

求，2017 年“青春助力精准扶贫”凤凰花助飞项

目在该村开展 3 年的精准帮扶。该项目共有 1 位项

目指导教师，7 位大三的社工学生，依托造福工

程、“一村一品”等政策兜底，开展学业辅导、城

市融合教育、亲子关系辅导、兴趣培养等服务内

容。第一年以教育扶贫为主，链接相关教育资源，

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一周的暑期成长营等活动。通

过昭信探秘、组建村落广场舞队和闭营晚会与昭信

村儿童及村民建立基本信任，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建

设; 第二年产业扶贫为主，以手工作坊的形式进行

农产品初步加工; 第三年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相结

合，将手工作坊升级为加工厂，打造当地特色农产

品品牌。举办 “留守儿童 + 城市儿童”暑期成长

营和营地实践基地，促进昭信村的城乡融合教育。
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学生负责需求调研、项目

设计、制定活动方案和项目执行，共完成个案辅导
30 个，小组活动 90 次，社区活动 15 次。两年来，

丰富了昭信村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提升了村民参

与村社建设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了该村的村落文化

建设，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参与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的良好氛围。
案例二: 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扶贫

“优势视角下皖北农村健康扶贫路径研究”为

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由 1 名指导教

师，5 名学生组成项目组。历时一年半，学生负责

项目申报、制定项目方案、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
实地走访、撰写项目结题报告等。项目组在安徽省

颍上县八里河镇朱岗村采集 30 户贫困户与 30 户非

贫困户问卷信息，同颍上县教育局、卫生局、民政

局、扶贫办等部门开展 1 次座谈会，与八里河镇扶

贫干部座谈 2 次，与朱岗村村委会展开 3 次座谈。
在此基础上，剖析朱岗村在健康扶贫脱贫方面的特

色与不足，并针对此问题，融合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以优势视角为导向，关注贫困村民的优势和资

源，构建三条社工专业服务路径。一是为因残、因

病等陷入贫困、失去生活来源的扶贫对象提供生计

发展服务，如建立就业工作坊、链接社会企业为贫

困户搭建就业平台等。二是支持实施一批对因残致

贫的贫困户的社会关爱示范项目，通过个案工作走

进贫困户及其家庭，通过小组工作为贫困户提供能

力建设和互助服务，为严重的因病致贫对象的照顾

者提供喘息服务。三是支持实施一批农村特殊困难

因病致贫对象的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重点为智

力残障、失能贫困户开展生活照护、社会参与、生

命关怀、精神慰藉等服务。
案例三: 旅游扶贫与农村社区建设

“美丽罗家庄———乡村旅游建设项目”以河北

省阜平县罗家庄为例，项目周期为一年。学生负责

罗家庄致贫原因分析、项目方案书写、服务框架设

计以及具体服务内容的制定，教师进行督导。通过

调查发现，该村致贫原因是农户自主脱贫能力不

高，对政府福利过于依赖。基于此，项目以增能理

论为指导，增强其 “造血”功能，以旅游扶贫为

切入点，打造居民个人和农村社区建设双向结合发

展的模式。在个体层面上，社工链接教育资源和政

策支持，在当地开设导游、农家乐、农业指导、电

脑操作、文明礼仪等培训班，居民免费参加学习，

增加新技能。同时，社工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志愿

者、艺术和科技工作者以结对子的形式帮扶农户，

提高农户旅游接待水平。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社

工鼓励和支持农户开特产超市、农家乐等，实现就

业脱贫。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因地制宜，

结合当地东西部差异性的自然气候，发展特色产

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共建档 100 份，开展小组

活动 10 次，社区活动 10 次，提升农户就业技能，

促进当地经济条件的改善，最终提高乡村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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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建立富强和谐的新农村。

三 “农村社会工作”教学引入
“世界咖啡屋”模式的成效

( 一) 教学理念与社会工作理念的高度契合
“农村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一门重

要课程，理应秉承社会工作的教学理念，融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为一体。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原则在

于“理论教学为基、实践教学为本”。无论是理论

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应当秉持“能力为纲、兴趣

为先、实践为重、就业为上”的理念［5］113。“农村

社会工作”教学引入 “世界咖啡屋”模式，能够

将“能力为纲”的教学理念嵌入 “以人为本助人

自助”的专业理念，从而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专业服务能力方面增加教学效果。这得益于社

会工作专业课程着眼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

力、夯实基础教学、重视实务教育的取向，从而要

求教师改变原有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主动采

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关注焦点从文本移至

实践，从需求分析到方案设计、从项目执行到评估

反思，积极开展项目取向的教学探索。在课堂分享

过程中，教师不拘泥于单一的答案，而是以农村扶

贫热点和痛点切入，积极鼓励学生从社工视角多元

发散，激活传统授课的课程内容和知识结构，使课

程实施的过程变成师生深度参与而逐步展开的生成

与创造性过程。农村社会工作的课程要服务于提升

学生就业质量这个根本目标，因而从教学理念和教

学设计上，要注重学生学习规划与职业生涯的衔

接。大三开设的农村社会工作课程，课程教学安排

与专业实习有效结合，为学生进入专业服务机构实

习积累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服务技巧，这样有助

于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的提升，将教学与学生的个

人兴趣、能力特长和就业求学有效结合，实现了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的目标。
( 二) 提升学生的社会工作实践能力
“世界咖啡屋”教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

增加学生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参与度和活跃学生思

维，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灵机应变能

力。该模式以项目取向为指导，将社工服务方案融

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为学生提供处于接近真实的

培养综合能力所需的社会活动环境。同时，设计任

务有明确的项目背景、时间、进度和质量等要求，

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为了确保

按时和高质量完成，学生以团队合作分工的形式，

对项目主题进行全方位和深度挖掘。通过实地调研

和文献查阅等方式，对知识进行探索性整合和构

建，自主地完成服务项目需求评估、服务框架、项

目组织和实施计划、困难评估和解决措施、项目预

算等所有环节。如在云霄产业扶贫和美丽新苗寨社

区建设的项目中，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实地走访，在

村委会和老人协会的帮助下调查当地情况。同时利

用组员各不相同的生活和实践经验，解读他们对农

村扶贫建设的体会，给予学生一定程度自主、独立

地处理问题的机会，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

识和调研方法，尝试解决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问题，

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三) 提升学生将理论与毕业论文研究相结合

的能力

“世界咖啡屋”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理论教

学、案例教学和服务项目教学等方式帮助社工学生

建立课堂综合能力提升体系，使学生获得了丰富的

专业实务素材，确保了学位研究的实务取向和应用

导向，有效培养学生们查阅各种参考资料的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设计能力、论文撰写能

力以及学生的团队合作协调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毕

业论文写作做好铺垫。在前期准备中，学生通过对

农村社会工作所研究问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

进行全面的了解，确认哪些问题是本学科的难点、
重点和热点，进而选择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因地

因时制宜，根据当地的贫困原因、重点贫困人群、
社会资源和政策支持提出不同角度的精准扶贫措

施。如河北阜平罗家庄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则以旅

游扶贫切入，以增能理论为视角，发展当地的乡村

旅游建设，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在确定选题后，学

生通过各种检索路径和调研渠道收集资料，利用相

关的理论概念与研究模式丰富研究问题。并且通过

头脑风暴、问题树和目标树等组内讨论的方式，从

需求分析到方案设计，环环相扣，寻找项目内在逻

辑，引导学生向专业化、深层次、高水平方向发

展，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获取资料和研究能力。在汇

报课中，对社会现实问题和调研素材的分享与点

评，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互相融合借鉴，在交流探讨

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 四) 增加学生对创新创业项目的兴趣和参与

的深度

将“世界咖啡屋”教学模式引入课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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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学生参与创新类活动的兴趣不强的情况。教

师通过搭建服务项目平台，以项目为驱动，在实践

教学中融入 “做中学”和 “学中做”的理念。将

课堂的主导权还给学生，增加学生学习和参与项目

机会，促进学生的被动实践变为主动实践。在教师

点评和表扬中，学生感受到自己学习和劳动成果分

享带来的自豪感和自信，激发学生浓厚的求知兴趣

和强烈的参与激情。对于创新创业项目有参加意

愿，但是找不到介入方法的学生， “世界咖啡屋”
教学模式帮助学生从意识的提升、专业知识的积

累、实践的探索和项目的呈现四个层次循序渐进地

提升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和创新创业能力。
总之，对于 “农村社会工作”教学而言，一

方面要将社会工作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巧精确

地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要将提高学生将社会工作

知识技能自觉运用到社会服务实践中的职业素养。
而“世界咖啡屋”的教学模式恰好能够弥补传授

式教学方法的不足和缺陷。“世界咖啡屋”模式的

优点在于通过服务项目教学、分组讨论教学、案例

教学、反思教学，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分工与合

作精神，增加其借鉴并听取其他同学对于问题分析

的独到见解的机会。但是 “世界咖啡屋”模式对

教师的要求较高，一方面，要求教师有很好的组织

能力，避免活动流于形式、学生提出的问题解决方

法缺乏创新性。通过教师在组织过程中不断改进和

学生间的不断磨合，相信这一问题会逐渐得到克

服。另一方面，要求教师有超越课本之外的知识储

备和问题评判能力和引导能力。这对教师的备课和

知识储备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随着 “世界咖

啡屋”模式实施中不断地累积经验和发掘新知识，

这一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克服。
( 论文的案例来源于实践教学环节，社工 2014

级和 2015 级学生的发言，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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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World Cafe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Ｒural Social Work

SUN Wen-zhong
( Jimei University of Law School，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e is the essential task of social work in the teaching course． The introduction
of“world coffee house”in rural social work can remedy the deficiency resulting from that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
ods neglec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inciple，purpose and requirement of world coffee
house，classroom teaching can integrate well into teaching method of service project，teaching method of group dis-
cussion，teaching method of case study and teaching method of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the poor old people with healthy helping poverty，the work of poverty
relief by tourism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which can improve the applicabi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rural social work，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cultivate their consciousness of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in-
creasing their interest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Key words: world coffee house; rural social work; teaching mode ;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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