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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环境社会工作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境社会工作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必然。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

重要分支，环境社会工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为指导，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为支撑，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工作核心，致力于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社会工作秉承社会工作的传统，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因环境

损害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调解环境损害引发的社会冲突; 通过培育大众环境意识、引导民

众绿色环保行为，推动生态自觉; 通过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服务政

府环保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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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经济快速增

长，环境问题逐渐由局部性发展为全球性，世界环境

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能源危机不断加剧。伦敦烟雾

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

近年的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带

给人类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广受

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为了应对持续产生的环境问题，许多学科不断

做出新的回应。在社会科学领域，法学、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等都已在环境领域发展了相应的分支

学科，建立了相应的学科范式。就社会学而言，自

1978 年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发表《环境社会

学: 一个新的范式》①正式倡导环境社会学以来，欧

美、日韩的环境社会学取得了长足进步。自 21 世纪

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十余年时间里，中国环境社会学

同样实现了快速发展。具体而言，关于环境问题产

生的社会影响研究，日本学者饭岛伸子提出“受害

结构论”②，舩桥晴俊等人提出“受益圈、受苦圈”理

论③，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

书中警示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在环境问

题的社会成因方面，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史奈伯格等

人提出了“生产跑步机”( 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
理论④，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则从文化层面探

讨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⑤。中国学者从中国社

会自身特点出发，尝试以社会转型⑥、“政经一体化

开发机制”⑦、“次生焦虑”⑧等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社

会的环境问题。针对环境问题的治理问题，摩尔等

人提出通过“生态现代化 (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⑨以解决环境问题，鸟越皓之等人倡导生活

环境主义⑩，陈阿江则发现农业共生模式对常规农

业生产 中 出 现 的 外 部 性 问 题 能 够 起 到“无 治 而

治”瑏瑡的效果。
较之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环境社会工作的发展

相对滞后，但近些年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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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社会工作的讨论，西方学者主要围绕两个方

面展开。一是关于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方面，

梅尔·格雷 ( Mel Gray) 等人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标

准，反思社会工作伦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

率先使用环境社会工作( 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的概念并提出环境社会工作的六项原则。瑏瑢莉娜·
多米内利( Lena Dominelli) 引入绿色社会工作( green
social work) 的概念来探讨环境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内

在关系，并认为社会工作有必要将人类、社会文化、
经济和自然环境整合到一个框架内，以促进环境保

护和人类福祉提升的目标实现。瑏瑣卡蒂·纳利( Kati
Nrhi) 和艾拉莱娜·马蒂斯 ( Aila－Leena Matthies)

则通过发展生态批判的方法来建构生态社会工作

( ecological social work) 的概念。瑏瑤二是在环境社会

工作的实践探索方面，约翰·科茨( John Coates) 和

梅尔·格雷( Mel Gray) 对环境社会工作参与现代环

境运动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瑏瑥，其中，

梅尔·格雷提供了五种典型的环境社会工作实践案

例，如环保组织的花园社区项目、为受干旱影响的家

庭提供服务等。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在尝试建构环

境社会工作的学科框架。屈振辉最早使用环保社会

工作的概念讨论有关环境社会工作的一些基础性理

论问题瑏瑦，陈星星和徐选国借用绿色社会工作概念

倡导传统社会工作的范式转型瑏瑧，罗桥则对已有的

环境社会工作概念和价值观进行了综合分析瑏瑨。总

体而言，国内外环境社会工作都处于一个重要的发

展机遇期，如何根据环境问题的现实情况来进一步

规划和发展环境社会工作这门学科，仍有待学界更

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考虑到目前环境社会工作领域存在的环境社会

工作、绿色社会工作、环保社会工作等概念的含义基

本相同，只是称谓有别，本文统一用环境社会工作的

概念来表述其他类似称谓。环境社会工作主要利用

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方法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

决。具体而言，环境社会工作主要通过应用社会工

作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术为环境受害群体提供服

务，引导、改变大众的环境行为，倡导生态自觉，推动

组织的绿色环境行为。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

支学科，环境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工作在根

本上是一致的，并具有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

量和组成部分的社会应用价值。本文试从学科发展

的角度进一步厘清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范畴，在中

观层面明确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范围，进而为

构建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工作体系提供理论框架。

二、环境社会工作以帮助受环境损害

影响的弱势群体为己任

关注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正，是社会工作

的一项主要任务。相应地，环境社会工作也以受环

境损害影响的弱势群体为基本服务对象，积极发挥

自身对环境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治疗和补

救功能。根据环境损害的特点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和

影响，本文认为环境社会工作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为

弱势群体开展服务。
1．为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弱势人群提供

服务

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个体的生理健康，降低其生

活质量。如广为人知的八大公害事件、切尔诺贝利

核泄漏事件等环境灾难给当地人带来诸多问题。从

以往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理情况可以发现，遭遇环境

损害的人群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缺乏必要的医

疗救助和社会福利资源。部分因环境污染致健康损

害人群因信息闭塞或资金限制等原因，缺乏获得医

疗、社会福利等资源的有效渠道。二是追讨健康赔

偿的难度较大。因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

晰等原因，事故责任方与受害民众在健康损失的认

定与赔偿金额等问题上往往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加

之事故责任方借故拖延推诿，时常引发事故责任方

与受害民众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针对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人群所面临的

上述两大难题，环境社会工作应发挥专业优势为健

康受损的弱势群体开展服务，帮助受害群体获得必

要的医疗资源。鉴于受害群体因经济能力、信息获

取能力不足而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医疗帮助，环境

社会工作者应通过开展社会福利资源的评估、链接

和整合等服务，帮助受害者获得必要的医疗救助和

福利待遇。根据环境灾害的救援发展阶段，环境社

会工作者可根据不同阶段受害群体的医疗需求评估

标准，协助相关部门对其提供相应的医疗资源服务。
在应急救援阶段，重在参与临时医疗救助服务，帮助

受灾群众及时应对紧急健康风险; 在过渡安置阶段，

重在提供专项医疗救助基金申请服务，帮助受害群

众做好长期应对环境灾害影响的准备; 在灾后重建

阶段，重在提供预防性医疗干预服务，帮助受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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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健康受损可能产生的滞后性健康问题。
除此之外，帮助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弱

势人群解决健康赔偿纠纷是环境社会工作者的一项

重要工作内容。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事实认

定及其程度计量比较困难，故确定环境损害与健康

损害之间的事实关联常常有赖于政府和专业人士的

重视和界定。鉴于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弱势

人群法律素养有限、社会关系网络单一、仅靠自身力

量难以追讨健康赔偿，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作为弱势

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及时向相关部门及研究机构反

映损害事实，提供可操作性经验和方案帮助其合法

合规地维护基本权益。
2．为受环境损害影响人群提供心理干预服务

环境污染等环境损害的发生还会引起受损害群

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已有研究发现，严重

的环境损害作为危机性压力事件会导致受害群体出

现焦虑、抑郁、狂躁、创伤性应激障碍甚至自杀等情

况。对此，环境社会工作需为受害群体提供及时有

效的心理干预服务，协助此类受害群体尽快适应新

的环境，回归正常生活。
针对环境损害给受害群体带来的心理问题，环

境社会工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服务。一是及时

发现并评估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的心理问题与精神

诉求。与心理学不同，社会工作提倡非病理性的优

势视角，从关注受损害群体的现实需要着手，更容易

与受害群体建立信任关系并走进他们的心理世界。
这有助于环境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受环境损害群体

真实的心理问题。在此基础上，环境社会工作者可

以运用访谈、问卷和量表等评估工具评估受环境损

害群体的心理状态，为后续服务提供依据。二是通

过多元化的干预方法解决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出现

的一般性心理问题。目前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此类实

践案例是汶川大地震后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举

办的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在该项目

中，社会工作者以震后心理需求评估为基础，综合运

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其他活动方法

开展多元化的心理干预服务。瑏瑩三是发展转介服务

或组建跨专业合作团队，借助不同专业的力量处理

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的心理创伤和心理危机。四是

加强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及其家属心理问题的预防

服务体系建设。由于环境损害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具

有联动效应和累积效应，加上心理问题的隐藏性和

潜伏性，所以环境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关注受环境

损害影响群体，也需要重视其家属心理问题的预防

服务。
3．为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服务

在环境损害发生后，因劳动能力不足和劳动场

所缺失等原因，部分受害人群面临贫困风险。环境

社会工作者可发挥专业能力，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将提供直接的物质救助与实现受助人员自助

的就业帮助相结合，为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各

种综合性服务。在应急期，环境社会工作者主要为

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直接的、临时性的救援和

帮助。对于因灾致贫人群，环境社会工作者可帮助

他们联系民政救助体系和相关社会组织，使其能够

获得临时性的基本生活物资以及以物质救助为主的

扶贫项目资助。
为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就业服务是环境社

会工作的另一项较为长期的任务，也是帮助弱势群

体走出困境的关键。环境社会工作者可发挥资源链

接优势，为相关人群提供多种脱贫路径。具体包括:

链接企业资源，提供就业信息; 链接政府资源，协助

推动产业扶贫; 链接社会资源，促进有关扶贫的专业

社会组织与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实现对接，积极参

与各类扶贫行动。实践中，环境社会工作者参与帮

助因环境灾害而致贫人群和社区成立经济互助组

织，培育社区共同脱贫的内生力量等活动，取得了一

定成效。瑐瑠

4．积极参与调解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有时会引发社会冲突，并

威胁社会稳定。相关研究从社会运动、政治过程等

视角揭示专业社会工作者对预防和化解环境冲突的

作用瑐瑡，并支持社会组织和环境社会工作者作为第

三方参与对环境冲突方的矛盾调解。
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

利益表达。鉴于权力及资源存在分配不均衡的现

实，在环境冲突事件中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常常被压

制，其利益诉求难以得到适时表达。相较于社会资

源丰富的企业，普通民众显然处于弱势。当话语权

受限且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时，普通民众容易产生相

对剥夺感，进而引发环境冲突事件。环境社会工作

者可以帮助普通民众梳理诉求、整合观点、树立自

信，使其能够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
另外，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利益相关群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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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与协调工作。在环境冲突事件中，环境社会工

作者通过建立协同调解平台，运用专业调解技术

( 如同理心、澄清、对焦等) ，可以促进环境冲突相关

群体实现有效的对话、谈判和沟通，促进冲突化解和

共识达成。而且，环境社会组织以及环境社会工作

者的第三方身份有助于其参与政府、企业与群众之

间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多方利益实现平衡以及环境

冲突事件的最终解决。

三、环境社会工作以培育“生态自觉”为价值导向

环境社会工作不仅要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环境问

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且以从根本上预防环

境问题发生为宗旨。要解决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

就要以培育社会全员的“生态自觉”为基本导向，使

社会成员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改变不良环

境行为。本文以认知理论中“认知—行动论”的基

本假设，框定环境社会工作者引导、改变人的环境行

为的主要服务内容。
1．培育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近年来环境

保护议题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但由于环

境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如臭氧层破坏、河流

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环境议题，因此，现

实情况往往是人们的环境意识滞后于社会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且，在有关环境议题的实践

研究中，常常可以发现人们环境意识与自身环境行

为相悖的情形。比如，对于随手扔垃圾，被调查者一

般都会承认这是不恰当的，不利于环境保护，但回到

现实生活中还是会以方便等理由继续以前的行为方

式。鉴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何对待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价值命

题。因此，倡导“生态自觉”，推动居民自觉自愿地

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和义务，是环境社会工作的重

要工作导向。
依据认知理论的干预原理，环境社会工作者对

人们环境行为的干预应从改变个体认知的角度出

发，通过学习、示范、宣传等不同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来培育大众的环境意识，发展环境友好型行为。对

于群体而言，可以优先干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瑐瑢就

方式方法而言，可以强调“体验”和“引导”的工作技

巧，即环境社会工作者以专业的方式带领人们分享

环保知识，引导服务对象亲身参与环保行动。此外，

实践中还应调动地方社区的积极性，结合地方优势，

运用社区既有人力、物力资源与特色经验发展在地

行动。瑐瑣

2．引导民众的绿色环保行为

根据行为学原理，奖励和惩罚是改变人们行为

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就探索制定环境友好行为的

激励机制而言，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作为环境激励方

案的设计参与者和执行者，通过调研确定激励最优

的力度区间，形成激励方案，指导相应的执行部门开

展活动。奖励内容要依据不同行动主体的需求、偏
好和实际状况而有所侧重，体现多元化的价值激励

( 包含经济利益、社会荣誉等) ; 制定激励方案不能

单纯根据“经济理性人”的假定，而应从居民实际情

况出发，从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多个维度加以权

衡。就探索建立环境破坏行为的惩罚机制而言，环

境社会工作者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惩罚最

具效力的强度范围，设计有效的实施方案，通过建

议、倡导等方式，推动政府以及社区等组织探索建立

符合其权力职责的惩罚机制，以规范个人的环境行

为。环境社会工作者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征求

居民、社区、政府、企业等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后，积

极搭建交流商谈平台，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并建立制

度。基于共识的环境规范机制，不仅可以保证规范

手段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也可以确保环境监管机

制长效运行。

四、环境社会工作以推动各类组织绿色发展为路径

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环境社

会工作既要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环境行为，也要重

视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各类组织的环境行为。社会

组织、企业和基层政府是社会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三

类重要组织，也是环境社会工作在中、宏观层面开展

实践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
1．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

近年来，我国环境社会组织数量逐渐增加，并积

极投身于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但是，由于我国环

境社会组织起步晚，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发

展短板，例如环境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以及资源供

给等方面受到限制，社会组织自身缺乏活力且对政

府行政体制的依附性比较强。基于上述原因，有必

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推动我国环境社会组织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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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规范环境社会组织的框架体系。我国环境

社会组织面临着与其他社会组织相似的发展问题，

即需要规范现有的组织框架体系，从法律制度、组织

能力建设、人才架构等方面着手加强社会组织的组

织建设。具体包括: 尽快完善和落实有关环境社会

组织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政策，并积极推动将法律

规范转化为法律事实; 在坚持政府支持和指导的基

础上，着重培养环境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服务能

力、管理能力和研究能力; 积极推动环境社会组织与

地方院校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完善，重视培养环境社

会工作方向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并加强对已有环

保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鼓励其参加社会工作

者资格考试，逐步形成环境社会工作领域的助理级、
中级和高级人才梯队，努力保障与我国环保事业发

展相匹配的专业环境社会工作的人才数量和质量。
二是建立多组织间的协同机制，促进学科与学

科、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沟通。鉴于

环境社会组织的特殊性，需要加强跨专业合作机制

建设，尤其需要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机

制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转介

机制，以更好地开发、整合社会资源和志愿者服务资

源。同时，环境社会组织还需要与地方政府保持有

效沟通渠道和合作方式，服务政府有关环境问题的

政策决策和治理行动，促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2．努力影响企业环境行为

“经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企业往往会追求利

益最大化，也倾向于将污染处置成本转嫁到企业外

部。但随着环境保护法规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执法

力度不断强化，一些地区将环境因素纳入地方行政

体制考核，对于企业而言，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也

随之逐渐转为内部性问题。在此背景下，企业开始

考虑长远的发展目标，并妥善考虑环境因素，被迫或

主动地关注环境保护问题。这为环境社会工作影响

企业环境行为提供了可能。当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

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时，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走进企

业，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开展与企业的合作，

促进企业经营理念的改变、企业员工和周边社区居

民生活福祉的提高以及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减少。
具体而言，目前主要有两种影响方式。

一是通过正面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的环境关切

度。首先，企业的决策管理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一

般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其次，企业与其

所在的社区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共同成

就。当企业生产对所在社区造成环境负面效应时，

就会受到一定的社区压力，这会让企业考虑其环境

行为的社会影响。最后，为树立企业形象和提高产

品市场知名度，部分企业致力于向绿色企业及公益

性企业靠拢。在这样的契机下，环境社会工作者需

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核心内容，通过进入企业开展

环境宣传教育和公益项目等方式，培养企业及其管

理层对人和环境的价值关注，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

保护的双赢效应。
二是充分利用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压力，

说服企业修正环境行为。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政

策愈发完善，环境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大，甚至出现了

环保事件“一票否决”的情况，这给企业运行带来了

较大压力。实践证明，较之被动改善环境行为，污染

企业在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发地进行产业升

级、转化更有利于企业存续与发展。因此，环境社会

工作者应加强与政府环境部门的合作，深入企业宣

传、解读环境政策，鼓励企业加强生产无害化处理，

进行产业升级，这对于保障企业、政府、民众乃至整

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都是十分有利的。
3．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

环境社会工作者应不断提升自身服务和参与政

府政策决策和环境治理的能力和素养，将环境社会

工作专业知识运用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无论

是社会组织中的环境社会工作者，还是在政府、事业

单位中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都应

成为推动政府环保行为的重要实践者与推动者。具

体而言，环境社会工作对政府环境治理的能动性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社会工作有助于促进政府在环保领域

科学决策。政府决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对信

息的处理以及决策者的行政技能、沟通技能和协同

整合技能等都有较高要求。然而，现实中由于信息

鸿沟的存在、政府透明性不足、快速反应的需要、政
治方面的考虑，一些地方性政策往往很难做到完全

以证据为基础，因此造成决策与实际情况的偏差。
环境保护问题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决策时更

需要信息的多样性和措施的专业性，因此，环境社会

工作可积极服务于和参与政府在环境领域的治理，

推进循证决策。从信息到证据的转换不能完全依靠

政府行政人员，还需要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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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介入，运用科学、专业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相关信

息进行系统搜集、梳理和甄选。基于科学研究的证

据可以大大提高决策质量，提高政府服务的有效性，

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使政府所选择的环境决策干预

产生最佳效果。例如，某市在具有很大“社会试验”
特点的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前期曾因决策的证据

基础不足而造成较大的无效公共支出。在该市垃圾

分类方案初始规划阶段，决策者过于依赖技术手段，

导致垃圾分类推行方案很难在基层展开和操作。由

于垃圾分类关键性指标缺失、考核体系失效等问题

频现，所以前期工作举步维艰。于是，政府有关部门

聘请环境社会工作者探寻问题症结。环境社会工作

者在检索相关项目文献证据基础上，深入社区，与基

层工作人员、普通居民等行动主体进行充分沟通，了

解具体情境，探讨问题解决的可行办法，并根据社区

实践反馈，修正垃圾分类激励方案，取得了较好的垃

圾分类工作成效。
二是环境社会工作有助于推动政府环境政策的

有效实施。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往往与沟通机制的

有效性密切关联，现实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环

境政策实施存在偏差的例子不在少数。中国各地情

况复杂多样，环境政策有时与地方实际情况可能存

在一定的偏差，如果再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表达

机制和沟通渠道，可能会使政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在落实中被消解。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传统社

会工作的方法优势和环境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促

进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确保政策的

上传下达，提高政策执行力。如某地要依据淡水湖

生态保护区功能进行环境治理，为此要取缔沿湖大

型养殖场，对此，部分养殖户基于自身经济考虑产生

抵触情绪，不配合治理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

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与村民建立

良好的沟通关系，讲解养殖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

动关系，努力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做好政策实施

过程中的“润滑剂”。
而且，环境社会工作的普及可以促进民众意见

真实、全面地向上反馈。政策执行并非单一的自上

而下的落实过程，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对于提升政

策执行力不可或缺。良好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有

助于政策执行方式的调试和完善，增强政策实施效

果。同时，完善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有利于汇集

民众智慧，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工作。

五、结语

在环境议题日显重要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如

何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已是一个紧迫的话题。
本文通过对环境社会工作发展的梳理发现，无论从

社会工作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言，还是从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需要来看，加快推进环境社会工

作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社会工作学科发展来看，社会工作应在重大

环境议题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凸显自身的作用。
当前，涉及环境议题的环境社会科学，如环境经济

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等，都已得到一定程度

的发展。尤其是与社会工作密切关联的环境社会学

最近十余年在我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很多高校开

设了环境社会学课程，设置了环境社会学硕士生、博
士生培养方向，学科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民众环境

认知与行为改变等都起到较好的正向促进作用。相

比之下，环境社会工作只是零星地开展一些实务工

作，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切还比较有限。
环境社会工作的发展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

境社会工作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环境社会工

作的发展有助于更新传统社会工作的理念，拓展社

会工作的研究领域。通过将生态环境作为实践的核

心领域，环境社会工作将进一步完善传统社会工作

的理论、实践和价值导向，进而推动社会工作学科的

发展。基于国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

量有关环境的实务工作有待环境社会工作者去完

成。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影响人群，特别是其

中的弱势人群，需要环境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和帮

助。借助于环境社会工作者的动员、干预，提高民众

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能力，是环境社会工作的重

要方向。环保类社会组织既是一支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环境社会工作实践开展的重要

载体; 与此同时，借助于环保类社会组织的专业特点

和平台，还可以推动企业和政府的环境社会工作。

注释

①See Catton Jr，William R．，Riley E． Dunlap．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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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Programme
Chen Ajiang Zhang Tingting Liu Yij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reality，but also the inherent necessity of the de-
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itself．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social work，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is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supported by the professional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and cen-
tered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which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s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adheres to the tradition of social work and aims to help vulnerable groups solve health problems，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poverty problem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mediate social conflict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damage; promot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y cultivat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guiding people's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and serve
the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
tal social organizations，influenc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behavior，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
an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social issu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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