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上回家的路 

——云南连心培养少数民族社区“乡村守望者”的行动研究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研究团队1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

民族社会工作是一个地区发展绕不过的议题，同时也是地处边疆的

云南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事业中的独特竞争力。在云南的社区服务

和发展工作中，民族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议题，已经不可

避免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无论是社会工作者、研究者都需要认真考

虑的工作处境。而作为一门“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以人为媒介的实

践型学科，社会工作在面对本土化和民族地区服务时，势必需要从

“工作者的培养”上着手。对既往的“云南经验”2的反思也指向，

培养本土本社区本民族的社区工作者，可能才是一个社区发展的可

持续之道。 

     正是基于这个认知，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自 2005 年创立

并走过了将近十年的社区服务之路后，逐渐明确了自身的使命不仅

是提高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培育社区中

的社区工作者，即“乡村守望者”，并让 ta 们联动起来，成为社区

自我服务的基础力量。目前，云南连心共计在云南昆明、沧源、鲁

                                           
1 团队成员包括：陈韦帆、杨榆宾、陈喜纯、张玲、兰树记、陆德泉等，本文执笔为：陈韦帆 
2 云南在 1980 年代之后就开始有若干国际 NGO 进入，并持续开展了 20 多年的减贫发展工作。

但是在 2008 年政府开始规范发展机构活动之后，若干国际机构撤出，云南各地的发展工作一

时陷入停顿或中断。对这个过程的观察也提出疑问：为什么国际资源和力量投入之后，并没有

让当地村民成长为能够持续在自己小区工作的主导力量？少数民族小区可持续发展的力量究竟

何在？ 



甸、丘北、西双版纳等地的 6 个社区建立了为少数民族社群和社区

服务的社工站，共计有 20 多名一线社工，其中有 15 名为少数民族

女性。 

在目前能够找到的国内民族社会工作的教程和相关文章中，对

于民族社会工作者的素质要求通常都被分为：“社会工作者普遍素

质＋民族工作者素质”这两个部分。  而台湾在原住民社工的培养过

程中，特别提到需要“重新学习做原住民”，即需要重新回到部落

文化中去学习，重新认识自己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古学斌

也提出，一个好的民族社会工作者首先需要对“自我解殖”的部分

开始有所察觉和尝试。 除了这些部分外，连心也认为，还需要特别

强调指出社会性别视角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培养中的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的一些基础，本文提出，云南连心在培养乡村社会工

作者的过程中，尝试构建一个具有民族文化视角的乡村社会工作者

的培养体系，而该体系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就是一个行动研究的过程。 

一、社区工作者：何处是归途？ 

连心目前所支持的“乡村守望者”约 30 人上下浮动，共在 14

个社工站工作。此次共计 26 人填写问卷，其中： 

性别分布 女 19 人 男 7 人 其他 0 人 

出生地分布 云南省内 25 人 云南省外 1 人 - 

专业分布 社工专业 5 人 其他专业（正 非正式教育技



式教育）18 人 能：3 人 

民族分布 少数民族 15 人 汉族 11 人 -  

 

1. 个人动力因素： 

在从事社工之前的工作情况统计如下图： 

选项 小计 比例 

工厂工人 2 7.69% 

种地 4 15.38% 

西部志愿者 4 15.38% 

其他公益岗位 4 15.38% 

学生 12 46.15% 

其他（老师、银行职员等） 8 30.77% 

 

如统计所示，出生大概分布在 1985-1997 之间的年轻人们，大

部份都在都市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或者在都市工作过。除

了有一半是学生刚刚毕业就选择返乡来加入乡村社工外，也有不少

人是原本就在西部志愿者或者其他公益岗位上工作过的人。也有从

比较主流的职业上流动到社工行业的原老师、原银行职员等。 

从一些机构的发展轨迹中看到，青年人之间的朋辈关系网络也

是进入守望者行列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暂时未能证明一定是基于

民族文化，但现状中确实看到，除了创始人可能是连心公开招聘找



到之外，一些团队呈现出同辈朋友之间互相介绍的情况，基本上正

常招聘程序也会基于朋友介绍。这个现象可能一方面基于社工行业

在目前社会认知度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某些民族文化中的青年

朋辈网络文化特征有关3。 

选项 小计 比例 

朋友介绍 9 34.62% 

朋友圈 2 7.69% 

机构招聘启事 10 38.46% 

其他4 5 19.2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  

日常访谈中，也左证了数据统计中发现的要点： 

“我在那时正好在学校做代课老师，觉得那个环境很不公平，

一些机会都不是靠实力分配的，让人很不爽。当时看到连心的招聘

启事，就觉得也许是自己可以试试的工作，结果就应聘了。”——

28 岁，男 

“当时在外面打工嘛，觉得那些状态也不是自己喜欢的，人也

没有什么真的感情。看到招聘启事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投简历了，来

面试的时候看（办公室）在城中村里，还以为是传销……后来还有

不断在复习公务员考试啦，毕竟有的时候家里还会抱怨，觉得这工

作不稳定。算是一个交代吧。”——29 岁, 女 

                                           
3 这个特点在佤族、傣族等民族的机构中比较明显，而这两个民族文化中也具有同辈会形成一

个亚群体的传统。 
4 其他包括: 学校老师介绍 4 人，人才市场介绍 1 人 



“我就是先看着朋友做这个工作，觉得挺有意思的。之前我也

参与过一些捐物资给边境小朋友的公益活动，自己也挺喜欢这些事

情。然后朋友机构招人，就介绍我来了。”——29 岁，女 

从动力来分析，自己对“乡村守望者”的工作内容感兴趣，对

乡村或民族的感情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主要动力。 

选项 小计 比例 

自己觉得乡村有希望 9 34.62% 

在外打工觉得不是自己希望的状态 4 15.38% 

喜欢目前守望者所做的工作 13 50% 

受到机构的情怀感召 4 15.38% 

希望自己能在基层锻炼 8 30.77% 

对自己的家乡和民族有感情 16 61.54% 

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 7 26.92% 

其他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6  

 

交叉分析也显示，“对自己村庄和民族有感情”、“喜欢目前

的工作内容”和“觉得乡村有希望”是未来三年仍然计划在村子继

续做社工的前三位重要因素。 

X\Y 
在村子继续

做社工 

累积经验后考公务员

或事业单位或教师 

做社工加做

农业或社会

企业 

回到学校继续

教育 

去做生

意 

没有想过，看情

况再说 
其他工作 

自己觉

得乡村

有希望 

6(66.67%) 4(44.44%) 5(55.56%) 2(22.22%) 
2(22.2
2%) 

0(0.00%) 1(11.11%) 

在外打

工觉得
4(100%) 1(25%) 0(0.00%) 0(0.00%) 

1(25%
1(25%) 0(0.00%) 



不是自

己希望

的状态 

) 

喜欢目

前守望

者所做

的工作 

8(61.54%) 5(38.46%) 4(30.77%) 3(23.08%) 
1(7.69

%) 
3(23.08%) 1(7.69%) 

受到机

构的情

怀感召 

2(50%) 1(25%) 2(50%) 1(25%) 
0(0.00

%) 
1(25%) 0(0.00%) 

希望自

己能在

基层锻

炼 

6(75%) 2(25%) 3(37.5%) 2(25%) 
1(12.5

%) 
1(12.5%) 0(0.00%) 

对自己

的家乡

和民族

有感情 

11(68.75%) 6(37.5%) 5(31.25%) 3(18.75%) 
4(25%

) 
1(6.25%) 1(6.25%) 

喜欢自

己民族

的文化 

4(57.14%) 0(0.00%) 3(42.86%) 0(0.00%) 
2(28.5
7%) 

2(28.57%) 0(0.0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以此初略统计为基础，可以看到连心所陪伴的“乡村守望者”

们在职业选择、工作动力方面的一些共同点。连心在选择这些守望

者时，基本上坚持了一些要求：例如守望者基本都以本省为优先；

少数民族地区村寨的项目以招聘本土本民族人为优先；不局限于专

业和学历，但以社会科学、教育类专业为优先。在面试时，连心也

基本上按照：服务意愿 > 民族语言及文化 > 本地本村人才 > 专业

资历 > 其他 这样的优先排序来选择人才。从招聘的选择标准来看，

乡村守望者呈现出如上的共同点并不意外。 

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使只是简单的问卷分析，仍然可以看出，

对本乡本土本民族的情感和工作内容的喜好成为了守望者们持续选



择的主要动力。我们也在实际经验中发现，一些刚开始受公益行业

情怀感召而来的社工，如果缺少了对自己所服务社区或社群的认同

感，则通常都很难坚持下去。“乡村守望者”从开始招募的时候就

非常强调本土本乡或本民族的这个属性，因此能够不断寻找到一些

真正能够扎根当地的人。 

这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或民族文化自信和认同感的力量，可能

远比我们想象地更大。另外，对于乡村守望者工作内容和意义体系

的开发，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一环。 

 

2. 未来规划和支持需求 

对于未来的规划，守望者们也有一些想法： 

选项 小计 比例 

在村子继续做社工 16 61.54% 

累积经验后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或教师 7 26.92% 

做社工加做农业或社会企业 8 30.77% 

回到学校继续教育 4 15.38% 

去做生意 4 15.38% 

没有想过，看情况再说 5 19.23% 

其他工作 1 3.8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多选题） 26  

数据显示出，在村子继续做社工是大部份人的选项之一，但也

有人觉得社工未必是一种单一的选择，也可以在村中兼做其他农业

或商业类工作。一部份人认为进入公务员体系也是选项之一。在我



们实际工作中，也确实一段时间都有一两位乡村社工考取公务员进

入到公务部门。而对于社工专业的守望者们来说，考研继续教育也

是一个可选项。 

而对于自身学习方面，守望者们对社工、农业技术知识和文化

产业的学习需求比较大。 

选项 小计 比例 

社工专业相关 19 73.08% 

农业技术相关 13 50% 

商业相关 4 15.38% 

文化产业相关 13 50% 

旅游策划相关 6 23.08% 

其他（NPO 财务管理、青年交流） 2 7.69% 

 

而守望者们对机构在自身学习方面所提供的支持有如下期待（多

选题），主要集中在介绍机会、资金和督导方面。 

选项 小计 比例 

一定的学习时间 7 26.92% 

介绍培训和学习的机会 15 57.69% 

督导协助个人订立职业发展和学习规划 8 30.77% 

支持学习的基金可供申请 14 53.85% 

其他（考研信息） 1 3.85% 

在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大部份守望者都对自己的未来有

一些规划，且有部份的社工已经看到了乡村社会工作和农业、社会



企业创业结合的可能性。进入公务部门和再深造仍然会是可能的选

择，但大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此。 

在学习领域的选择中，呈现出乡村社工的真实情境：懂农业、

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成为了迫切的需求，这也显示出在中国“乡

村振兴”战略下，云南乡村已经显示出了一些显著的发展趋势。社

工看到了这些走向，提出了对连心支持工作的需求。 

学习的时间、机会、资金和个人规划，这几项大家集中选择的

需求，也为连心未来的支持工作提出了更明确的指引。例如乡村社

工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在外力协助下，规划出学习和自我成长的

时间；小机构在人才培养上缺乏资金、外力协助和资源转介等困境，

都是我们需要在“乡村守望者”培养和支持计划中需要考虑的情境。 

 

  

二、具有民族文化视角的“乡村守望者”的培养目标与能力体系 

1. “乡村守望者”的日常工作平台及能力体系 

在连心的实际工作中，现有每个乡村社区点的工作模式基本上

都以下图所示： 



 

- 建立一个驻村社工站，包括一个公共的社区活动中心，社工负责

中心的日常运营和社区发展项目的申请与执行。通常一个社工站至

少有 1 名专职社工，理想情况下有 2 名社工长期驻点开展服务。 

- 社工站开展的服务包括四个维度：社区的基础服务（如社区活动

中心运营；儿童、老人的定期探访；协助困难群体联接资源等）和

乡村人才挖掘和培育是两个基础，也是目前 14 个社工站都在开展

的工作。 

- 乡村人才挖掘和培育，社工需要有依托的平台。目前生产合作社、

消费合作小组、文艺队和二手店等都是社工所依托的人才挖掘和培

养平台。另外，社工也会利用原有的民族或乡村组织体系如寨老会、

老人协会、青年同辈组织、妇女小组等形式来寻找不同特长的社区

人才。 

文化保育
社区治理

（社区组织培育）

弱勢群体基础服务

（儿童、老人、困难群体）

乡村人才挖掘和培育

（合作社等平台）

驻村社工站

（含社区活动中心）



- 社区治理（以社区组织培育和社区参与为主）也是目前每个社工

站都在探索的工作。由于我们少数民族社区本身的组织化与民主决

策规则还有一定保存，社工在这个部份一方面是在重新“利用”和

再生产这些组织和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意识地用社会性别

视角进行分析，看如何让社区治理机制在保留中转化，更适宜不同

群体的公平公正追求。 

- 文化保育的部份5，一方面是社工的重要工作手法，另一方面也是

社区重塑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入点。文化的部份，可深可浅，在实际

工作中也是最为深刻的挑战。尤其是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文

化创意产业、旅游规划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成为乡村发展

的重要内容，对守望者们的工作视野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目前，连心所支持的 14 个“乡村守望者”社工组织，都在以

上述的平台在开展工作。也是在这个日常生活的“战场”上，这些

“乡村守望者”们不断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在以上四个维度的社区

工作平台上，连心对“乡村守望者” 们的能力体系也相应构建。 

 

 

2. 具有多元文化能力的“乡村守望者”能力体系 

 

                                           
5 文化的视角在少数民族村寨工作中尤其突出，但是在汉族为主的小区中则相对不明显。但连

心对于守望者的“多元文化视角”培养是相对平均的，无论是否少数民族工作者，都会接触到

文化层面的基本意识培训。 



这个能力体系以连心之前的人才培养体系为蓝本，并结合了守

望者们自己提出的学习需求。连心在具体的陪伴与培养过程中发现，

在少数民族地区服务的乡村守望者最为基础的能力，除了社会工作

者的基本素质外，多元文化能力或是民族工作者6能力也十分重要。

多元文化能力是借用了台湾学界对于原住民地区社工所需具备的，

文化觉知力和文化运用能力等方面的能力统称。并且连心也融合了

彭多意、向荣(2015 年)提出的， 基于在地民族文化的独立思考和系

统规划能力。因为我们认为，乡村社工的主体性培育，不能只停留

在“以文化为工具”这个层面，而是需要通过 ta 们在文化中的重新

成长，来逐渐发展出自己基于本民族世界观的社区工作理论和方法。

虽然这一步还只是理想，但目标的设定决定了守望者自身对于其文

化的价值判断乃至信心。 

                                           
6在中国大陆的脉络里，1949 年前后的一批民族工作者以自身所受到的海外文化人类学教育，

尤其是秉持的“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relativism）和“文化整全观”(Holism) 等价值立场，

在当时的全国民族识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他相關视野（包括但不限於）

- 社区生态环境分析和自然教育

-社会性别视角

- 设计思维

- 社会企业视角：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
业等

自我觉察和团队合作

- 对自身价值文化背景的觉察与反思

- 跨文化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

- “协作者”（facilitator）和组织者的能
力

多元文化能力或民族工作者能力

- 对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开放、认识和
学习能力；

- 挖掘和运用文化进行工作的能力；

- 基于在地文化的系統思考和规划能力

社会工作者基本素质：

- 社工价值观：赋权/培力、优势视角、
系统观、人在情境中、社会性別分析……

- 社会工作基本方法：个案小組社区、政
策研究、网络搭建等

- 项目运作与支持体系构建

主体性



连心也在持续不断的支持中，探索着乡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

一些路径。总体来说，“乡村守望者”的培养重点是“在社区中培

养”并“在团队中培养”，要加强督导的持续系统支持，并通过定

期的多元培训（包括工作坊、参访和轮换社区等）来开拓成长视野。 

 

三、云南连心“乡村守望者”社工能力指标体系与培养方案 

截止目前的经验，具体每个部分的指标和培养方法如下表： 

“乡村守望者”

能力体系 
具体指标 培养方法 

基本工作能力 

1. 行政与财务基础能力 

2. 基础文书能力； 

实习，在实际工作中

进行定期培训与学习 

乡村社会工

作者基本素

质 

 

1. 认同并愿意实践社工

价值观：助人自助、优势

视角、人在情境中、社会

性别意识等 

2. 认同乡村价值，认同农

业的价值：愿意且能够在

乡村中生活，愿意且能够

向村民学习。 

3. 掌握社会工作基本方

法：通用过程模式、个案

小组社区等。 

1. 入职及持续培训：

接受社会工作专业化

知识培训；项目计划

和撰写的能力等。 

2. 定期督导：保证定

期的社会工作专业督

导；协助构建社区工

作中的价值感；协助

社工不断学习社工领

域知识和方法。 

3. 驻点工作：在生活



4. 项目申请和计划的能

力：社区需求调查、项目

书撰写、项目跟进和管理

等能力 

和工作中不断学习。 

工作动力与持续

学习的能力 

1. 持续学习的能力：具

有学习的好奇心和动力，

并能够定期更新和保持； 

2. 回到社区的能力：对

自己所在民族和社区文化

的认识能力； 

3. 自我觉察和反躬自省

的能力：尤其对于自身价

值观和局限的觉察和反

思。 

4. 团队学习：能够认识

到自己的长短板，并能够

在团队中有意识地学习。 

1. 定期督导：使用行

动研究等方法，协助

梳理生命历程与职业

规划方向；协助制定

学习计划与跟进完成

困难；协助自我和团

队的能力体系认识和

规划。 

2. 定期集中培训：针

对某些议题进行朋辈

与团队共同学习 

3. 团队行动学习：在

团队实际工作中进行

相互提醒与学习 

多元文化能力 

1. 文化开放度：对不同

族群文化的开放、基本尊

重和珍视态度；同时也具

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 

2. 文化意识：能发现和

1. 团队行动学习与行

动研究：相互学习和

提醒，共同反思 

2. 定期督导： 提问

与协助反思；介绍不



妥善应用各种文化资源； 

3.文化运用：能够根据民

族文化来进行有效的个案

小组社区工作；（如民族

语言能力） 

4. 系统设计7：能够以文

化为基础，进行系统性的

工作设计和规划。  

同社区的经验； 

3. 定期培训：介绍不

同的文化、社区和工

作视角等，通过朋辈

相处来加强跨文化的

体验感。 

沟通与团队合作

能力 

1. 跨文化沟通力：对其

他文化背景同事的接纳、

理解与协作的意识和能

力； 

2. 共情与面对冲突：运

用多元文化视角和社会性

别视角进行共情，面对和

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 

3. 培养同伴：寻找和培

养团队与合作伙伴的能

力。（如社区骨干挖掘和

培养能力） 

 

1. 团队行动学习与行

动研究：相互学习和

提醒，共同反思 

2. 定期督导： 提问

与协助反思；协助团

队提升沟通与文化敏

感；协助团队培养人

才等。 

3. 定期培训：介绍不

同的文化、社区和工

作视角等，通过朋辈

相处来加强跨文化的

体验感和敏感度。 

                                           
7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文化不是僵化或零碎的，文化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因此在社工的意

识和实际运用中，也需要逐渐学习整合与系统思考文化元素的能力。例如社工需要认识到推动

一个习俗变革，需要一连串的人际关系、实践行动和价值体系的逐步变革过程。 



领导力（针对资

深工作人员） 

1. 政策学习的意识和能

力：能够认识到政策学习

的重要性，能够不断提升

政策预判力； 

2. 组织团队的能力：能

够看到团队合作的价值，

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团队成

员；能够坚持团队价值

观；能够让团队成员感到

被支持和被重视；能够和

团队一起构建组织目标和

价值观。 

3. 策略思考的能力：团

队共同制定工作目标和策

略规划。 

4. 在地支持体系构建的能

力：挖掘和动员在地的资

源和关系网络；经营在地

支持性社会力量。 

1. 定期培训：政策、

策略规划、团队领导

力等学习和参访活

动； 

2. 针对性的定期督

导：协助支持不同年

资的社工进行不同能

力的学习计划；协助

团队共同学习政策，

共同制定策略规划

等。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而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笔者作为行动者的体

验，批判性思维都是民族社工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与方法。批判性

思考包括反躬自省、权力关系分析等，不仅是对自己所处的文化、

权力位置和价值观等逐渐清晰的察觉与反思，也是对于每个人在行

动中所采取的选择进行剖析。反躬自省的能力之所以对于少数民族



社工尤为重要，一方面如上文所言，即使是本民族的社工，也需要

察觉到自身所受主流教育（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等观点）和各种

文化偏见的潜意识影响，方能够真正去理解民族境遇及其个体选择。

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在行动中认识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受到

的“创伤”已经沉淀在其文化和群体记忆中，社工需要更加历史性

地去理解这些脉络，才能在与服务群体的互动中寻找到坚持的力量

和策略。 

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能力体系并非需要所有社工都要面面

俱到，而是团队需要考虑具备和培养的能力体系。我们认为，单独

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驻村工作的，“乡村守望者”的培养重点是

“在社区中培养”并“在团队中培养”，要加强督导的持续系统支

持，并通过定期的多元培训（包括工作坊、参访和轮换社区等）来

开拓成长视野。这样的培养理念，需要强调人才成长过程中扎根社

区日常生活，贴近民族本土文化，具备团队营造和在地人才培育等

重要的原则，在我们的经验中，这样的乡村社会工作人才及团队才

更可能持续地在乡村开展工作。 

因此，为了能够协助单个的个体和团队逐渐成长起来，连心所

提供的定期专业督导和针对性的培训就显得异常重要。督导不仅需

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提供阶段性的协助和支持，更需要鼓励和

协助乡村守望者们建立起自己的专业自信和文化自信，共同从历史

和现代化的殖民体系中解脱出来，发展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及相应的

工作手法来。 

与此同时，多样化的定期培训的价值不仅在于拓展视野，更在

于朋辈群体在共同时空中的相互分享与交流，产生的联接感。连心



提供的差不多每月一次的培训或参访，主题涵盖了社工专业技能、

发展工作相关知识、具体工作议题和方法、其他地区经验分享等，

既为不同资历的乡村社工创造了共同学习和互相支持的平台，也希

望能够将不同社区背景的社工聚到一起，增加相互之间跨文化背景

的体验与敏感。 

除了整体性的培养思路外，连心也分阶段进行了人才培养的经

验摸索和行动研究，在下一节详细叙述。 

四、“乡村守望者”的阶段性培养方案 

云南连心在服务伊始，就开始有意识地吸收少数民族社工进入

团队，但真正有意识地开始以民族社会工作者为方向，去培养乡村

社会工作者的多元文化视角和能力，则可以说也是近四年内才开始。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乡村守望者”的成长历程虽然也类似一般社

工，但同样在多元文化能力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根据我们的培养经

验，以下是乡村社工人才成长的大致阶段： 

 

1-2年

基础能力培养

“回到社区”
阶段

3-4年：

专业能力成长

“主体觉醒”
阶段

4年及以上

领导力成长期

“职业规划”
阶段



上图简单地标示出了一些关键的阶段： 

1-3 年，“回到社区”：本阶段同时也是个人回归到本民族和社区，

重新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去认识社区和民族文化的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就需要类似台湾原住民社工培养中的“学做原住民”，重新

觉察到和主动学习民族文化，有的社工甚至需要重新学习族语。同

时，过程中是将自我与社区真正“联结”起来的过程，也是学习基

础工作和专业能力的成长期。 

这个阶段里，督导能够给到的支持主要是在共同工作去体察社

工的困境，需要很多的情绪支持和协助思考。督导也需要对所在的

社区民族文化有不断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才能真正地提出有价值的

问题和建议。督导也可以不定期地介绍外出交流和培训的机会，让

社工能够通过自我成长和阅历增长，来获得更多的自信与话语权。 

3－4 年“主体觉醒”：第三年，对于很多社工来说都是个非常重要

的“坎”。一方面工作初期的激情逐渐沉淀为日常社区服务的琐碎

事务，曾经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掌握了“套路”失去了挑战；工作中

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却非常隐约难以实证；女性随着年纪增长而受到

家庭社区压力也增大等等……这个时候，是主体成长的最迷茫的时期，

却又恰恰是社工自我意识觉醒的最佳时期。连心的经验证明，如果

能够协助社工走过这个阶段，个人的成长也会产生一个飞跃。 

    因此这个时期，督导需要协助社工从基础服务中获得力量来重新

建立对自己民族文化和社区的认识和归属感，学习从琐碎日常生活

和宏大叙事中找到个人的“价值感”和工作成就感。同时，督导也



需要持续抓住时机，与被督导社工讨论“社会性别议题”、民族发

展议题等重要议题，让社工能够看到自身所处的境遇不是个体问题，

同时也可以有松动空间。例如，对于“注重关系”的大多数女性来

说，家里人的支持是她们非常需要的力量，督导可以协助她们分析，

一些家人也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4 年及以上，职业规划期：受中国大陆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社工

的从业年限都“被压缩”到很短的时间。因此这个时期，基本上是

一个“乡村守望者”社工逐渐成长为独立工作者乃至团队领导人的

关键时期。需要培养尤其是女性社工敢于做团队带领者的勇气和自

信，督导可以支持资深多些发挥的平台和空间，学习如何为自己找

到合适的人形成团队，学习如何在社区乃至区域内建立支持圈。督

导也需协助资深社工进行人生和职业规划，让她们能够在分析自身

长短板的前提下，进行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到了这个时期，督导

的介入和陪伴可以逐渐较少，更多以对方的主体需求为主，给予对

方更多的自主空间。 

    以上部分按照时间轴和关键阶段来简化归纳出了连心对于少数民

族乡村社会工作者的培养方案。需要指出，这些时间点是以我们所

陪伴的若干同事的生命经历简化而出，是基于行动经验的质性研究。

特别如果是女性，其中还需要减掉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时间。但是阶

段性的特点，基本上变化不大。 

 

五、总结：“乡村守望者”培养中的重点议题与挑战 



在以上的现状描述与经验归纳中，可以看到连心在“乡村守望

者”的培养中，不仅非常强调社会工作、乡村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价

值导向，而且也非常强调“以人为本”的培养理念。其中有一些纠

结的重点议题，也是在过程中不断挖掘而出的，可以作为未来人才

和团队培养工作的重点，本部分将之列出但不做详细阐述，仅作为

本文结尾和工作挑战。 

其一，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连心如何能够支持“乡村守

望者”社工秉持基本的价值理念，并在资本力量的冲击中，协同村

民族人一起来重建乡村和民族的主体性？ 

其二，“乡村守望者”社工如何能够平衡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和

民族文化中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在社会性别公正、青年人发展和社

区参与式发展等议题中，形成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手法？ 

其三，“乡村守望者”社工如何能够在加强自身民族自信的过

程中，也能够从历史的民族关系中解放出来，形成跨文化合作的意

识与能力，从而不仅在自己民族的团队和社区中，也能在他民族的

团队和社区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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