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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弱势群体的路径探析
———以杨改兰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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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底，年轻母亲杨改兰在杀害自己的四个孩

子后服毒自杀，这一悲惨事件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就在杨

改兰杀子自杀的数天后，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自杀

了，家里就只剩年迈的父亲杨满堂和奶奶杨兰芳，一个家

庭就这样毁了。这起事件就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

姑山村老爷湾社。杨改兰家地处农村偏远山村地带，受环

境条件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杨改兰家极其贫困，其家中多子

且年幼，有老年人、残障人、妇女，是典型的农村弱势群体。
本文立足于杨改兰事件，并从这一事件出发来探寻社会工

作介入农村弱势群体的路径。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界定及特征

（一）农村弱势群体

何谓农村弱势群体？笔者认为，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目

前在我国农村地区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保证其最低的生

活标准，需要国家、社会给予一定救助帮扶的家庭或个人。
主要有三种类型：贫困家庭、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及妇女。

贫困家庭主要是身体残疾或者存在一定精神上问题

的这样一群人，这些人对于自己的正常生活都难以自理，

只能靠国家的补给维持生活。孤寡老人是由于种种原因他

们没有自己的子女，到来膝下无人照应，生病时无人知晓，

他们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环境更是令人担忧。留守儿童及

妇女说的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大都与祖辈生活在

一起，家里缺少劳动力，生活贫困，由于农村青壮年进城打

工，农村留守妇女缺乏生产能力和技能，加上家庭羁绊等

缘由致使这三类人成了农村弱势群体。
对于农村弱势群体来说，经济上的弱势是造成弱势地

位的本质所在。由于经济上的弱势，使得在社会地位、思想

文化等层面都处于弱势。杨改兰家庭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家中多子且年幼、有老年人、残障人、妇女。其中，入赘的丈

夫李克英属于残障人，夫妻两个人育有四个孩子，年过七

旬的奶奶杨兰芳，父亲杨满堂也年事已高，这一家人在农

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在村里杨改兰家的房屋位置是在离

主村落比较远的地方，一般这样的家庭与村里主流群体的

互动甚少，在农村这种远离主村落的家庭叫“独户”。“独

户”一般过的是独善其身的生活，这也就是被村庄边缘化

的原因，而被边缘化的家庭往往是村里的弱势人群。加

之杨改兰和丈夫本身就老实巴交，不善言辞，除非万不

得已和村里人有往来，一般是不跟村里人打交道的。而

其杨改兰的丈夫又是倒插门女婿，在农村人们思想比较

保守落后，“倒插门”会被主流群体所歧视，所以杨改兰家

严重缺乏与村里主流群体的交流互动，更缺乏村里主流群

体的支持。
（二）特征

1.劳动力的缺乏。农村弱势群体家庭中一般都会有老

人和孩子，而老人和孩子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况且还需要

有人照应和看管，谈不上为家庭减轻负担，相反，会额外地

消耗家庭极其匮乏的资源。
2.社会地位的卑微。农村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属于最低

阶层，他们是最缺乏自信和幸福感的群体，属于真正的“草

根阶层”。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到的往往是不成正比的，由于

不善交际，他们的心声很难表达或被倾听，很少有人关注

他们所处的环境。弱势群体在农村里是被边缘化的，他们

摘 要：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农村弱势群体问题突出，成为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

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杨改兰事件为案例，总结经验，进一步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弱势群体的路径。农村弱势

群体面临诸多问题，其问题主要涵盖三个层面，即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从微观到宏观都有涉及。以
助人自助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弱势群体，这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发挥社会工作自身的优势，变

“输血”为“造血”，助力农村弱势群体早日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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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言权和表达心声的机会，而在城市里往往会被城里

人另眼相看。社会地位的卑微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对于自己

的最基本需求都不敢去争取，现实上的差距跟心理上的落

差导致农村弱势群体普遍的不自信、自卑。
3.抗风险能力的脆弱。农村弱势群体的收入相对而言

是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开销，如果再遇到自然灾害、突发事

故或生理疾病时难以应对，没有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很多

时候他们只能靠运气，只能祈祷自己相安无事。
从上述特点中我们看出农村弱势群体自身缺乏摆脱

困境的能力，这就要发挥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

的引导加上社会组织的积极介入，摆脱农村弱势群体的困

境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发挥他的专业

优势，社会工作有其专业的理论和科学的专业方法，这是

一般行政方法所不能替代和比拟的。否则，我们构建和谐

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党的十九大中所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和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成效将会大

打折扣，杨改兰事件是一个特例，但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各

界以及政府层面对于偏远农村贫困地区的关注度还远远

不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不好会制约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应该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对于农村的

政策需及时做出新的调整和反思。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成因分析

（一）个人层面

1.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受国情的影响，我国对于教育

资源的配置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农村尤其是偏远穷困

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校舍破旧不堪，缺乏必

要的教学设备，生活条件的艰苦使得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城市而言是稀缺的，而且教育成本

也比城市高。农民对学校教育的认识还存在较多的不足，

致使大多数的人并不积极地选择尽量多的教育，而是尽早

地选择谋生的手段以及尽可能多地去挣钱。对大多数农民

来说，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似乎就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生活

的需要，接不接受更多教育对于他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并

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民本来就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接受

更高的文化教育是一般农村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况且短

期内也见不到什么收益，显然这并不符合理性的选择。在

农村更多的农民似乎只看眼前既得的利益，没有前瞻性的

战略眼光，无视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终身影响。
2.思想观念及文化水平落后。农村弱势群体的文化基

础极其薄弱，没有文化基础是难以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时

代的。并且长期处于一个缺乏交流的空间，活在自己的世

界当中，封闭的社会环境加上与外界几乎没什么交往，使

得所利用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相对缺乏，所获取的信息

资源也是极其缺乏的。另外农村弱势群体缺乏主动学习新

技术、新文化、新思想的意愿，加上深受传统文化的局限性

影响，农村大部分农民有着过分依赖政府的思想、图安稳

的思想等，这些都无疑加剧了农村弱势群体落后的思想观

念。杨改兰没有上过一天学，她的沟通与交际能力明显是

不足的，19 岁时就与李克英结婚育子，可以说，杨改兰不仅

仅早婚而且还是一位文盲母亲。
由于受到思想观念和意识上的束缚，农村弱势群体既

守旧又偏执，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教育在个人成长过程中

的价值和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自我发展能力与

脱贫能力的不足。农村弱势群体的守旧落后观念对于自身

的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知识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落后保守只能会阻碍自身的发展。由此可见，要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就必须加大

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从观念上进行彻底的革

新，要引导农村弱势群体主动进行生活观、居住观、生育

观、市场观、资源观的更新，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弱势群体思

想观念落后守旧的问题。
（二）家庭层面

1.农村家庭的封闭性减少了家庭成员与外界的互动。农
村家庭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相对

比较简单，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

系的远近。在农村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及社会交往活

动的单位，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人员的流动性相对

于城市而言要小得多，这主要是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社会

关系所决定。农村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保守，主要体现在

农耕经济本身就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劳作，这就从本质上导

致了农村家庭的封闭性。其次，受环境和资源的局限，如交

通不便，获取信息的渠道匮乏，再加上自身文化水平低，又

没有学习新技能、新思想、新文化的欲望，致使越来越跟不

上时代的脚步。杨改兰一家在村里几乎是被村里主流群体

边缘化的一家，不仅仅是因为杨改兰家的房屋离主村落

远，更重要的是杨改兰和丈夫老实巴交，不善言辞，又不主

动与人交流，才被村里边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杨改兰的丈夫是上门女婿，上门女婿在农村是被人瞧不起

的，对杨改兰来说，生活中的歧视是无形且漫长的，这在无

形当中给了生活压力以外的精神压力，而这精神上的压力

不容易被外人察觉但很容易摧毁一个人。
2.农村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偏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不管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基本生活，经济收入的多

少决定一个人发展的好与坏。在从事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

中，生产劳动的最终成果是经济收入决定的，这不仅反映

了人们社会生产以及社会分配的能力，而且还反映了一个

人的生活消费能力，经济收入是社会结构划分的主要依

据。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是收入的偏低，单一的收入

来源是这一现象长期无法改善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在经济

上居于弱势地位，往往在低收入家庭中老弱病残者居多，

或者是家庭劳动力人数少，导致经济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外出打工的收入主

要就是工资性的劳务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主要就是

种植农作物、饲养畜禽等的收入。
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是入赘到杨家的，所以在杨家李

克英沉默寡言，很多时候李克英是农闲时外出打工，挣点

钱补贴家用，农忙时回家务农，夫妻两人养育有四个孩子，

仅靠打工和务农作为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家境十分贫

寒。每年杨改兰一个人要耕种十多亩的山地，山地由于条

件的限制既难种植又没有好的收成。家里还养了三头牛三

只羊，喂养牛羊的活也都压在杨改兰一个人的身上，十几

亩的山地一年只收一次麦子，一次大豆，加上收成不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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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微乎其微。从收入的来源和收入的多寡来看，杨改兰家

的收入明显单一且偏低。
（三）社会层面

1.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完善。目前，由于社会经济转型速

度加快，大批落后产能以及劳动力密度大的产业纷纷退出

市场，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而资本的供给又

没有跟上，使得在要素市场中，劳动力处于劣势。其一，在

我国的居民收入分布中初次分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这是

分配公平的关键所在。其二，从目前的分配制度来看，再次

分配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还是很有限，反而当前社会

的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由此可以推论为，目前我国的

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并没有衔接好，还有就是在分配制度

层面存在制约公平性的缺陷，其中初次分配制度的不完善

是导致收入不公平的决定性因素，再次分配制度本身的缺

陷加剧了不公平的分配。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明显。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农

村跟现代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分割也越来越严

重，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词“地域黑”意思就是存在地

域差异之间的人们相互抹黑。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农村

人也很难接受来自城市里的人，这是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

经济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在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之下，农

业已经成为比较弱势的产业，而农村弱势群体还是主要以

第一产业农业生产为主。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农业生产以及

组织制度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

家庭经营难以继续生产，况且土地的流转制度目前还不够

完善，农民只能以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为业，这种效益低下

的产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的影响。由于我国的

城乡分治体制，使得政府对于农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农村居

民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就业机会并不均等，农业发展在全

球经济化浪潮的影响下更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杨改

兰一家人以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维持着基本的生活，不仅

缺乏市场意识，而且更缺乏现代工业化生产所需的技能或

技术，致使杨改兰一家逐渐与现代化的社会脱离，既看不

到生活的希望，也很难在社会立足，最后迫于生活和精神

上的双重压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泄了对社会的不满。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弱势群体的优势

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

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助人的服务活

动。”社会工作主要面对的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它在预防

和解决社会困难方面有着其他职业不可比拟的优势。社会

工作者并不仅仅是链接资源或是提供简单的服务，而且社

会工作也把服务对象能力的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变作为工

作的目标，变“输血”为“造血”真正达到助人自助的理念。
所以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天然优势。

（一）理念优势

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这是它的宗旨，这一理念

有利于调动弱势群体的主动性，激发被服务对象的潜能，

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创新。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
和“赋权”等理论都强调应充分激励与发展服务对象的潜

能与优势，社会工作者应聚焦于实现服务对象自助能力

的增长，不仅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协助服务对象舒缓心理

压力，更要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及抗风险

的能力。
（二）能力优势

社会工作的能力优势主要体现在社会工作者对于服

务对象的重视，始终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此外，社会工作在

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优势资源、提供资源链接方面都有自

己独特的优势，可以说社会工作就是社会大齿轮的润滑

剂，有了这个“润滑剂”社会发展的齿轮才会越转越顺，越

转越快。
（三）方法优势

社会工作有三大方法，分别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
区工作。社会工作在整个服务过程中，有一个通用的过程，

即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这六个阶段，每一阶

段都会有每一阶段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措施。个案工作以个

别化的方式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服务，以缓解服务对象的压

力，激发潜能，使其更好地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小组工作以

团体或小组为对象，通过成员间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

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及社会功能的恢复；社区工作以一

定的社区为对象，动员与调配社区的资源，改善社区环境，

促进社区变迁，使社区保持健康的状态和良性发展。
从杨改兰事件中我们看出，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的助人

方法应用到此事件中，或许会避免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
例如：采用危机干预模式，危机干预就是对服务对象所面

临的危机而采取的干预工作，危机干预这一模式注重不同

介入方法的综合运用，只要能有效地干预危机，服务方法

中就可以采用。危机干预模式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可以

迅速了解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二是会迅速做出危险性判

断。三是可以有效稳定服务对象的情绪。四是积极协助服

务对象对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解决的措施。笔者认为杨

改兰在杀死自己的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这件骇人听闻的

事件如果以危机事件对待，并及时介入是可以有效防止像

杨改兰一家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的。
四、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路径

对于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不能仅仅是以生活救济为

主，生活救济这种无偿的输血式帮扶未能培植和增强农村

弱势群体的造血机制和功能，生活救济只能减缓当前所面

临的困境，并不能使弱势群体真正摆脱弱势的地位，也无

法做到弱势群体自助能力的提升。因此，对于农村弱势群

体的救助应聚焦于提升弱势群体的自助能力，调动弱势群

体的主动性，使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弱势地位有一个明确

的定位，认识到自己的短板，这总比输血式的帮扶有效。社

会工作者应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提升“造血”能力，激发其潜

能，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工作者所要做

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自我救助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
（一）个人层面

通过个案工作的介入，开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更新落

后守旧的观念，提高农村弱势群体的自助能力。
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的方法，以农村弱势

群体为工作对象，帮助其改善社会功能，舒缓心理压力，挖

掘潜能，提高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使之有更好的社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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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并享受更多的福祉。个案工作以个别化的服务方式对

案主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作为一种一对一的、面对面

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为增强农村弱势群体的自救意识有

其独特的优势。农村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加上

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学习新技能、新思想、新文化的动力，使

得弱势地位长期没有改善。自身的不求上进拉大了与日新

月异现代化社会的差距。因此，开展以教育为主的职业培

训，改观其落后守旧的思想观念是极为迫切的。社会工作

者不应把弱势群体简单地看作被救济的对象，而是鼓励与

激发他们的自信心，为其创造条件，提供科学有效的意见

和建议，建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网络，使之乐于参与到为

其提供的帮扶活动中，从被动到主动，真正成为帮扶的参

与者与建设者。
（二）家庭层面

通过家庭社会工作，提供法律及心理援助、调适夫妻

关系、干预家庭危机、增强家庭的应变能力。
在中国，家庭是第一位的，家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家庭社会工作就是指以家庭为核心

的目的在于促进家庭和睦和发展，并运用自身的资源和优

势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和链接，不断增强家庭的功能，改

善家庭的环境，最终解决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家庭社会工

作在介入农村弱势群体时，有它自身的优势，家庭社会工

作这一专业方法从家庭整体的角度去观察个人、理解个

人，而不是独立地去思考和理解，将个人的问题放到家庭

这个大环境中去分析，这就是家庭社会工作分析和处理问

题的角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个人总是在与他

人的互动当中体验喜怒哀乐，往往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是

深远的，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通常是家庭系统作用的结果，

是在家庭互动中的情绪表现。所以说家庭社会工作在增强

家庭应变能力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实时为家庭做系

统的分析，不管是为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及心理援助，还是

调适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干预家庭所面临的危机，

都是非常可行的。
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相对城市而言是较欠缺的，

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是不懂得也不知道要去维

护自己的权益，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
杨改兰一家在村里是贫困的更是弱势的，当面临自己家的

低保被村民联名取消掉后，除了无奈跟叹息，就没有可寻

求的其他路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此，笔者认为在农村

地区开展法律咨询及婚姻家庭心理辅导是可行的，农民本

身就欠缺基本的法律常识，加上信息的匮乏，他们的权益

很容易受到侵害。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在乡村开展家庭社会

工作，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有

利于家庭增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三）社会层面

1.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农村弱势群体应对社

会环境变化的能力。一个人没有社会的支持，那么这个人

的支持网络是不完善的。在社会中生活是要与人打交道

的，不可能独善其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维系着彼此

之间的情感和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圈，社交圈为

社会支持网络提供了一个平台，社交圈的大小影响着社会

支持网络。社会工作可以被看作社会支持网络，农民的社

会支持网络是不健全的，更别说农村弱势群体了。社会支

持网络的不健全导致农村弱势群体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

的挑战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应该发挥社会工作在建立

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的作用，通过干预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

网络来增强农村弱势群体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
杨改兰事件折射出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没

有健全，健全的话也不至于发生一家六口集体离世的悲

剧。不仅家庭支持功能缺失，而且乡村邻里互助体系也瓦

解了。如果杨改兰的社会支持网络健全且家庭支持功能和

乡村邻里互助体系没有瓦解，或许这起悲剧可以避免。
2.通过社会行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落实好乡

村振兴战略。社会行政是宏观的社会工作方法，是属于政

策制定及执行层面的方法。社会行政在统筹资源分配以及

宏观的政策决策时有其独到的优势，将社会政策转变为具

体的服务，可以有效地去执行，不仅可以合理地运用资源，

而且还可以促进有效的服务。社会行政可以增进社会福

利，还可以满足农村弱势群体基本的需求，了解其真实的

情况，反馈给政府，使政府以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农村弱势

群体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以及社

会秩序。通过社会行政，不断地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使政府与农村弱势群体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网络，将党和

国家的惠民政策真正地落实好，为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注

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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