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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及
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北京市社区的调查

■ 韩 辉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调查发现，北京市社区青年社会工作者总体职业认同略高于一般

社区的水平，但职业认同四个因素的表现水平不均衡; 在影响因素上，性别、社
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对总体职业认同不存在显著影响，年龄、学历水平对职业

认同存在显著影响。要提升社区青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一是需要创建与优

化政策环境，即建立倡导与宣传的动态传媒机制、发展提升其职业能力的教育

培训机制、形成以“能力与服务”为本的薪酬与激励机制。二是需要促进与完

善其职业生涯发展，对于新手而言，需要配备资深督导，建立沟通机制，开展导

引活动并形成内在激励; 对于有经验者，要增强其批判性反思意识，实行服务性

的人力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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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应时需求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促生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这既是对社会现实需

求的理性选择，也是专业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然而，在发展进程中，社会工作也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社会工作队伍不稳定等。近年来的实践和研究表

明，社会工作者( 以下简称社工) ，特别是青年社工职业认同较低是造成社工人才流失和队伍不

稳定的根本原因。同时，社工的职业认同是其专业及职业发展和被社会承认的内在基础。具有

了职业认同，社工才会真正在社会治理与管理中发挥其社会服务的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 在理论上，一是丰富并提升北京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研究; 二是通过研

究辨识社工的职业认同及其结构; 三是拓展社区青年社工内在心理层面的研究，为提高其工作

满意度、降低离职率提供研究依据。在实践上，为提高北京社区青年社工职业培训的成效、促进

其职业化发展提供应时依据。在政策上，为北京社区青年社工专业人才培养规划提供制度性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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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青年社工及职业认同

( 一) 社区青年社工的界定及职业认同结构

1． 社区青年社工

关于社区社会工作者，政府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 ( 试

行) 》中指出: 社区社会工作者是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专职从事社区管理

和服务、并与街道( 乡镇) 签订服务协议的工作人员［1］。学术界目前较认可的社区社工是指受

雇于政府机构，或者在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组织社区居民，动员社区

资源，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进步和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者［2］。在这两类定义中，前者侧重于

制度管理下社工的专职性和工作场域; 后者强调契约关系下社工的专业性和职业功能。基于北

京市社区社工( 政府概念层面的居多) 的现状，本研究中的社区青年社工是指年龄在 22 － 35 岁

之间，具有社会工作学历或北京市社区专职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受雇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或

者服务站，秉承基本的社会工作理念，运用社区工作等方法，在社区范围内服务的工作人员。
2． 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及其结构

学者安秋玲根据访谈结果，将职业认同分为价值与情感体验、规范承诺和职业认知三个维

度［3］。魏燕希认为，职业认同是社工认识到所从事的职业给其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并对职

业能力、职业价值、职业特征、机构领导、同事、工作回报、归属感等做出积极的感知和评价［4］。
王惠卿认为，职业认同由统一性职业自我认同、连续性职业自我认同、情感性职业社会认同、价
值性职业社会认同四个维度构成［5］。

以上对社工职业认同的界定，在维度上，尽管大多都从个体和社会认同的角度进行划分，但

在数量和描述上各有不同; 在内容上，虽然都提出职业认同包含对社工职业及角色的认知、情感

及价值体验，但在解释及概念的操作上差异较大; 在界定来源上，主要源于文献和理论构想，缺

少采用实证方法对理论构想进行验证和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魏淑华对教师职业认同的界定，本研究中社工职业认同是指社区青年

社工对其职业及内化职业角色积极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它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动态变化性，即社工职业认同是在青年社工个人与其职业、社区环境的互动中建构并发展

的; 二是相对稳定性，即对处于某一工作阶段的青年社工而言，其职业认同体现的是一种相对稳

定的职业态度。在已有社工职业认同的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是概括性地阐述了社工职业认同的

概念，很少涉及其结构情况。在检索到的文献中，仅有两篇研究对社工职业认同的结构做了较

清晰的描述，一是安秋玲的三个维度说; 二是王惠卿的四个维度说。以上两项研究都提出社工

职业认同的结构包含价值观和情感两个要素。此外，魏淑华对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做了科学、
深入的实证研究，她提出包括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为倾向在内的多维

职业认同结构［6］的看法。该职业认同的结构除了包含价值观和情感两个因素外，还关注到个体

的行为倾向，这一方面体现出“认同”的内涵———对认同对象行为的模仿，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认

同的行为倾向与其认知、情感的紧密关联。
综上所述，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在结构上由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情感和职业行

为倾向四个要素构成。职业价值观是青年社工对自身职业意义、价值的积极认识和评价。角色

价值观是青年社工对社工角色对自我重要程度的积极认识和评价，表现为社工以自身职业自居

并用该职业角色回答“我是谁”的意愿。职业情感反映的是青年社工对自己与职业关系的积极

感受和体验。职业行为倾向是青年社工表现出完成工作任务、履行职业责任必需的行为倾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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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没有在职业责任中明确规定，但有益于提高职业工作效能的行为倾向。
( 二)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研究梳理

国内对社工职业认同的研究尚在探索中。笔者以“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为关键词，分别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库进行检索，得到主要的研究文献 14 篇。
1． 研究对象相对广泛

在研究对象上，涉及广义和狭义的社工两类。安秋玲以上海市专业社团社工与社区行政社

工为研究对象，钟莹以广州、深圳、佛山地区的社区组织、民政系统事业单位、民营企业、民间

NGO 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的社工为研究对象，杜月华、李晶分别以北京市社区服务站和居

委会的社工为研究对象，黄珊珊以北京市民办 NGO 社工为研究对象; 上述研究均以广义的社工

为研究对象。而安芹、魏燕希、张冰、李侨明等则以狭义的专业社工为研究对象。从所属组织来

看，包括社区及其中的各类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从服务领域来看，涉及老人、
儿童、妇女、残障人士、青少年、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司法、民政、社区等。

2． 研究内容集中于职业认同状况和影响因素

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社工职业认同状况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在职业认同上，有两

种研究结果: 魏燕希、张冰、李晶、安芹等人的研究，均得出社工职业认同偏低的结论; 钟莹、李侨

明、李倩男、杜月华、黄珊珊、赵猛等人的研究，则得出社工职业认同较高的结论。从所属组织来

看，在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工作的社工较社区社工职业认同度更高。在影响因素方面，大多

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展开。在个人层面，大多数研究表明，性别不会影响职业认同，而年龄会

影响职业认同; 学历则体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在社会层面，多数研究表明，社工的工作状况及

工作被认可度、社会认知度、社会或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影响其职业认同的重要外部因素。
3． 研究方法多为实证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研究是在文献研究和理论构想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或采用问卷调查

法，或采用访谈法，或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如安秋玲等都综合使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已有的研究还存在对社工职业认同的内涵和结构阐释及操作化不明确、问卷调查样本量有

限、对影响职业认同的因素分析视角较单一等问题。相较于已有的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

于: 其一，将理论构想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社工职业认同的内涵及结构进行了明确阐述及可操

作性的界定。其二，样本量较大，抽样及调查规范，能较全面地反映北京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

的状况。其三，除了政策环境视角的分析之外，主要从职业生涯发展的新视角进行解析并提出

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昌平区、海淀区、朝阳区和西城区的社区青年社

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7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40 份，有效回收率 95%。授受调查的

540 人中，男性 150 人( 占 27． 8% ) 、女性 390 人( 占 72． 2% ) ; 30 岁以下的 237 人( 占 43． 9% ) 、
31 － 35 岁的 303 人( 占 56． 1% ) ; 大专学历 162 人( 占 30% ) 、本科 341 人( 占 63． 1% ) 、硕士及以

上 37 人( 占 6． 9% ) ; 接受过社工学历教育的 167 人( 占 31% ) 、没有接受过社工学历教育的 373
人( 占 69% ) 。

( 二) 研究工具与程序

采用自编的《北京市社区青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问卷》，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 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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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s Alpha) 为 0． 756，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问卷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第

二部分是职业认同，共 17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量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职业认同度越高。
本研究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当场团体问卷调查。由研究者主持，根据统一指导语，请调查对

象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回答。收集到的数据资料，采用 SPSS19． 0 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 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总体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总体平均分为 3． 27，高于临界值 3，说明其总体职

业认同高于一般水平。在职业认同的各因素中，职业行为倾向平均分( 3． 46) 最高; 其次是职业

价值观( 3． 25) 、角色价值观( 3． 09) ; 职业情感较低( 2． 92) ，其平均分低于临界值 3。
相对于李晶、张冰等人的研究，本研究中社区社工职业认同水平有所提高。究其原因，与

2012 年以来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及社会需求增长有关。政府方面，从 2012 年中组部等 19 个

中央和国家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到 2015 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一系列重要的政府举措，充分体现

出政府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高度重视。社会需求方面，从青少年犯罪矫治、流动及留守儿童的社

会适应和教育到社区综合家庭服务等诸多领域，均需要大量青年社工开展服务。
对于职业认同各因素认同程度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社区青年社工主要从事

服务社区居民的直接工作，这些工作集中体现在履行职业责任必需的行为、完成工作任务以及

没有在职业责任中明确规定但有益于提高职业工作效能的具体行为上，因此职业行为倾向认同

度较高; 其二，社会工作强调价值观和服务行动，其中价值观是灵魂，服务行动是价值观的践行，

因此，职业价值观和角色价值观认同度次之; 其三，尽管政府对社工日益重视并大力支持社工工

作，但社会工作正处在职业化进程中，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尚在逐步提升中。另

外，目前北京社区社工的平均年薪约 4 万元，其薪资水平约为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的 70%［7］，

不太理想的收入也影响到青年社工对职业情感的认同。
( 二) 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性别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在总体职业认同及各因素上不存在性别的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安秋玲等

人的研究结果较一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社会公众对社

区工作者即“社区大妈”的职业刻板印象发生了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社区工作不局限于女性，

更需要专业工作者。另外，从社区青年社工的角色和职业功能来看，社区青年社工的诸多角色，

同样适宜于男性。
( 三) 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及各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1，见表 1 ) : 年龄越大，

其职业认同度越高; 在各因素上，除了职业情感随年龄增长而略有下降外，其他三个因素均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这主要有三点原因: 其一，从舒伯的生涯发展阶段理论来看，30 岁以下的

青年社工处于职业发展的试验———承诺稳定期。这一时期，他们求发展的愿望强烈、正在尝试

并初步确定社区工作成为其长期职业的可能性。而 30 岁以上的青年社工，处于职业的相对稳

定期，大多数工作者在面临一些挑战的同时，较前者更希望保持工作岗位，因此，其职业认同度

较高。其二，30 岁以上的青年社工不仅在工作成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对所从事的工作

也产生了较深的感情，因此职业认同度较高。其三，无论是职业发展阶段，还是年龄阶段，30 岁

以下的青年社工都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社会地位、薪酬待遇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产生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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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感; 而 30 岁以上者则较明确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定位，外界因素对其职业影响相对较小;

其中的一些社工，一定程度上已经将其职业当成事业去做，因此职业认同度更高。
表 1 不同年龄社区青年社工在职业认同及各因素上的差异

因 素 年 龄 M SD F Sig

职业价值观
1 3． 268 0． 586 19． 013 0． 014＊＊

2 3． 514 0． 465

角色价值观
1 3． 025 0． 275 7． 039 0． 012*

2 3． 106 0． 268

职业情感
1 2． 874 0． 258 3． 563 0． 007＊＊

2 2． 856 0． 406

职业行为倾向
1 3． 409 0． 448

2 3． 558 0． 410 17． 598 0． 015＊＊

职业认同
1 3． 175 0． 219 31． 875 0． 007＊＊

2 3． 296 0． 187

注: * 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以下同。1 = 30 岁以下; 2 = 31 － 35 岁。

( 四) 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学历差异

表 2 不同学位者在职业认同及各因素上的差异

因 素 学 历 M SD F Sig

职业价值观

1 3． 652 0． 469 4． 419 0． 003＊＊

2 3． 455 0． 462

3 3． 311 0． 558

角色价值观

1 3． 211 0． 239 0． 571 0． 628

2 3． 099 0． 236

3 3． 065 0． 271

职业情感

1 2． 791 0． 341 0． 769 0． 507

2 2． 859 0． 429

3 2． 773 0． 511

职业行为倾向

1 3． 665 0． 308

2 3． 589 0． 423 5． 639 0． 002＊＊

3 3． 319 0． 529

职业认同

1 3． 352 0． 163 8． 868 0． 000＊＊＊

2 3． 282 0． 185

3 3． 139 0． 282

注: 1 = 大专; 2 = 本科; 3 = 硕士及以上

不同学历者在职业认同上差异显著( 见表 2) : 大专学历的职业认同度最高，其次为本科、硕
士及以上者。在各因素中，不同学历者在职业行为倾向和职业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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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高到低依次是: 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者，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从工龄和生涯发

展来看，大专学历的工作者，年龄大多在 30 － 35 岁之间，其工龄较长，已经进入职业相对稳定

期，而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大多在 25 － 30 岁之间，处于职业的试验———承诺稳定期，其职业认同

处在形成过程中。其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工作者，其教育水平的自我期许高、发展愿望强，同

时面临的生活压力较大，因此其对职业价值观的认同要低于大专学历的工作者。此外，由于职

业价值观的认同度影响到职业行为倾向，因此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工作者其职业行为倾向也相对

较低。其三，与目前的就业形势有关。当前大专学历的工作者面临较为严峻的再就业压力，能

够成为社区社工，也是不错的职业选择，因此其职业认同较高。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工作者大

多想在获得学位之后，寻找待遇更好、发展机会更多的单位或职业，他们虽身处现在的职业，但

不太安于现状，因此职业认同度较低。
( 五) 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社工学历教育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在职业认同上，接受过社工学历教育的人与没有接受过社工学历教育的人

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角色价值观和职业价值观上，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 : 前者相对

于后者，对角色价值观和职业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主要是因为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及实践，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认知。具有社工学历的工作者对于社工专业

的意义、价值以及社工角色对自我的重要程度等，会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和评价。但是，由

于目前国内社工职业的社会认知度不高，薪酬待遇不理想，因而他们并没有较强的职业情感和

较鲜明的职业行为倾向，体现在整体职业认同上，则与没有社工学历的人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提升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策略

基于以上结果及分析，笔者主要从创建与优化政策环境、促进与完善生涯发展两个方面，提

出提升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的策略。
( 一) 创建与优化政策环境

1． 建立倡导与宣传的动态传媒机制

从已有研究来看，社会各界及大众对社工的支持、认可与社工职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密切

相关。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大众对社工的广泛认知及认可，会增强社工的价值体验和职业归

属感。因此，要建立倡导与宣传社区青年社工服务的动态传媒机制，即政府或社会机构的相应

部门要形成一套包含“人、财、物、时、空”在内的倡导与宣传的可操作的动态传媒机制，要有专

业人员负责，有可调配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能够创设出获得社会大众支持与认可、多形式

的时空传媒载体，能够全面、及时、有效地倡导与宣传社区青年社工的职业、社会价值及其贡献。
2． 发展提升其职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机制

以往研究表明，为社区社工提供持续、系统的教育及培训是提升其职业认同的重要外部因

素。因此，要大力加强社工的教育与培训。一是开展继续教育，如建立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资格

教育及不同层级的认证制度。二是健全培训的长效机制，如合理配置教育培训资源，明确不同

层级社区青年社工培训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加快建立包含不同层级的教育配套、专业培训

和胜任力建设在内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有计划、分层次实施。三是完善教育培训模式。如加强

社区社工培训基地建设和培训模式建构，建立社区工作培训指标体系和质量评估制度等。
3． 形成以“能力与服务”为本的薪酬与激励机制

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薪酬及激励是影响社区社工职业认同的重要人力资源因素。依此，可

以通过实地调研和科学评估，制定出以社区青年社工“能力与服务”为本的薪酬保障和人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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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基于社区青年社工价值观、专业知识和技能等能力指标体系和服务成效，优化涵盖各

层级社区青年社工社会保险、专业岗位薪酬及津贴指导标准和执行程序在内的薪酬保障体系;

并针对各类工作突出和有效服务的社区青年社工，建立和完善包含评选标准、评选流程及奖励

实施的评估激励机制。
( 二) 促进与完善职业生涯的发展

1． 促进新手社区青年社工提升的策略

有关研究发现，成功入职者能够享受到工作的乐趣，主要得益于他们与服务对象友好的关

系、组织的支持氛围以及与同伴、督导之间的协同合作。因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提升其

职业认同: 其一，为新社工配备有经验的社工作为指导者和协同者，同时为这种帮扶关系制定明

确的任务指标及相应的薪酬制度。其二，由于职业认同包含了工作者对一个职业团体成员的认

同［7］，所以可以通过建立工作沟通机制，如工作交流会、工作坊等，鼓励上下级、同事之间的沟通

交流以提升职业认同。其三，开展各种导引性活动，使新社工尽快熟悉社区及组织的运行方式，

让其融入社区文化。其四，形成合理、积极的内在激励机制，增强新社工对自我价值和意义的

认同。
2． 促进有经验的社区青年社工职业认同度的策略

其一，鼓励有经验的社区青年社工( 以下简称“经验社工”) 参与更多社区实务，并进行批判

性反思。( 1)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是其在职业实践中不断建

构的过程。因此，参与各类社区实务，对于发展经验社工的职业认同至关重要。( 2 ) 促进其发

展反思技能。通过自我批判性反思，社工把经验与知识、感受相连，愿意并能够将相关的社会性

信息整合到作为社区社工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去。( 3 ) 鼓励工作者书写并交流工作日志。因

为经验社工也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书写并交流工作日志可以提升其职业认同。
其二，实行人性化、服务性的人力管理机制，以提升其职业情感。社工组织要以社工个人专

业兴趣和发展为本，以激活其自主性和创造性为目的，实行人性化、服务性的管理，这可以通过

以下途径开展: ( 1) 注重社工的专业兴趣和未来发展，形成与其专长和未来发展相应的学习、培
训及督导机制; ( 2) 关注其价值感和情感体验，通过个别、团体和社群方式进行分享和积极的影

响。( 3) 共建活性的组织文化，如社工享有对组织内项目决策的参与权、直接和管理层对话的

建议权、对管理公平性的监督权等。总之，要提升北京社区青年社工的职业认同，除了要继续创

建与优化政策环境外，更重要的是应基于其不同的生涯发展阶段及成长诉求，从个人、工作同伴

及组织机制等方面予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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