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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 社区韧性 ”的生产机制与
“ 韧性社区 ”的目标构建
——— 基于对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研究
徐选国，陈杏钧
（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要： 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治理实践形塑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 ，并孕育着深厚的
社区韧性。然而，这些韧性在面临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事件时会存在“失灵 ”或“缺位 ”的现象，需

摘

要通过特定机制将社区韧性激活 。基于上海 10 个城市社区中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多案例实
践，
借助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韧性主体、韧性模式、韧性目标 3 个维度构建了专业社会工作激活社
区韧性的实践机制及其助推韧性社区建构的多元目标 。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到社区疫情
防控实践之中，借助社区韧性主体的多元联动，通过扩大信任范围、促进资源整合、重构社会关系等
韧性行动机制，促进了“社区韧性”的激活与生产； 同时，社区韧性的激活提升了社区疫情防控中的
心理韧性、组织韧性、文化韧性，形塑了一幅“韧性社区 ”的建构图景，助力社区更好地应对突发公
共危机，并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
关键词：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社区韧性； 韧性社区； 中国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 2021） 04-0068-09

一、问题的提出

夺，同时也对人们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行为心理
造成巨大冲击。 研究表明，面对 COVID-19，人们正

2020 年 1 月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 简称
新冠肺炎） ，成为继 SAＲS 之后疾病传染速度快、范

遭受焦虑、恐惧和其他心理压力，需要社会工作者提
［1］
供情感和社会支持的能力 。2020 年 3 月，中国国

围广、防控难度极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家卫生健康委和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应对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至今仍在全球许多国家肆虐发
生着。新冠肺炎的传播不仅造成了对人类生命的剥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
知》，旨在将心理援助和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疫情防

收稿日期： 2021-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7CSH051）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6ZDA078）
作者简介： 徐选国（ 1987—） ，男，云南曲靖人，副教授，博士，从事社区社会学、社会工作理论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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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整体议程之中

。 国家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灾

害事件的功能和优势愈加重视，在党建引领、多方联
动、专业社会工作协同参与抗击疫情实践中 ，社区疫
情阻击与防控取得决定性成绩。这些成绩不是一蹴
而就的，社会大众在此次事件中经历了从最初的焦

实证研究探究了专业社会工作激活社区韧性的实践
机制以及助推韧性社区构建的多元路径。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1． 韧性的多学科谱系与社区韧性的内涵

虑、恐慌状态向参与应对、适应、恢复的变化过程。
笔者认为，能够促成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

韧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 resilio，本意是回
弹，也称作弹性、复原力、反弹性、抵抗等，指的是个

以迅速控制的关键要素除了党中央高效有力的整
合、动员机制之外，还包括在广大基层社区蕴藏着抵

人或社会制度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压力时 ，能
够有序地放松、适应、恢复，甚至超越原有正常水平

御风险的强大力量，本文将社区具有应对突发风险
和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称作社区韧性 。

的能力。韧性最早源于社会经济学、社会生态学、地
理学、工程学等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韧性概

研究表明，在灾害事件中，个体或社区都具有应
对灾害事件的抗逆力或韧性，并且个体或社区韧性

念逐渐被引入城市规划等研究之中 ，组织韧性、城市
［5］
韧性等概念随之出现 。2002 年，倡导地区可持续

越 强，越 能 抵 御 灾 害 或 公 共 危 机 事 件 造 成 的 冲
［3-4］
。然而，社区韧性并不是显性存在的，在遭遇
击

发展国际理事会将韧性概念引入城市建设与防灾减
灾领域； 2015 年，联合国提出通过构建有韧性的人

重大突发事件时可能会出现韧性失灵或缺位的现
象。以此次重大疫情为例，由于诸多不确定性，在社

类居住区作为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
［6］
战略之一 。 尽管不同学科对社区韧性具有不同

区缺乏有序、有力的防控举措下，社区居民因外部谣
言产生诸多恐慌、焦虑、歧视等心理现象。随着政府

的界定，但作为人类全面发展危机中的韧性 ，它具有
一些共通性维度，包括个体心理韧性、组织社会制度

出台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专业社会工作积
极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实践中，激活了潜藏于社区

［7］
韧性、文化教育视角韧性等 。
Paton 等发表了一篇题为“社区韧性 ”的论文，

以及社群中的韧性，促成了社区成功应对此次重大
疫情，使社区韧性在助推社区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积

标志着社区灾害管理从基于社区脆弱性的传统治理

极作用。
基于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 在 COVID19 防控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何以促成社区韧性的
激活，并在社区疫情防控实践过程中发挥多重优势 ？
换言之，社区韧性的生产如何助推社区治理效能的

方法转 变 为 更 加 强 调 社 区 和 资 源 网 络 的 作 用 转
［8］
变 。很多 研 究 对 社 区 韧 性 进 行 了 界 定 ，例 如，
Magis 等认为，社区韧性是指社区成员在面对变化
的、不确定性的、不可预测性和突发的环境中所具有
的定力、发展和社区资源参与能力，而影响社区韧性

提升？

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
［9］
源和财政资源 。Patel 等对近年来与社区韧性有

本文主要以上海市 10 个居民区的疫情防控实践
为例，
探究专业社会工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激活 / 生

［10］
关的文章进行了分析 ，将其定义概括为 3 种主要
［11］
类型 ：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韧性是一个调整和

产社区韧性的机制。这 10 个居民区分别位于上海市
徐汇区 L 街道和浦东新区 T 街道，具体包含 M 社区、

适应的过程，社区成员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行
动来应对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从危

S 社区、
L 社区、N 社区、D 社区、Y 社区、T 社区、L 社
、
P
J 社区，
区 社区、
主要归类为商品房社区、老公房社

机中恢复，取得积极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
韧性是一种“去灾难”的能力，强调识别和加强社区

区（ 老旧安置动迁社区） ，以及混合社区，未包含农转
居等新兴社区类型。借助质性研究方法，
对上述社区

各种能力的重要性； 第三种观点把社区韧性看作是
一系列多维度的积极属性，这些积极属性能够帮助

中有关人员（ 社区书记、社区工作人员、居民骨干、专
业社会工作力量等） 进行开放式或半结构式访谈，借

社区对突发事件做出积极响应，采取积极的集体行
动以调整、适应、恢复，通过各方的学习和协作制定

助社区韧性理论，
围绕信任范围、资源网络、社会关系
等核心理论要素，从社区韧性主体、韧性行动模式以

地方、国家的策略和方针来维持、监测、加强社区资
本的运作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前关于社区韧

及韧性目标实现 3 个维度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结合

性的界定具有三重特征： 一是动态调整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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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抵御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三是社区内在的
优势资源和积极力量。有学者基于韧性治理视角进

是通过集体经验、行动和活动共同塑造的； 社会资本
增强社区韧性的机制在于： 社会资本能够采取集体

一步指出，韧性不是对任何一种治理模式的否定或
对单一治理模式的替换，而是存在于刚柔之间的一

行动，提供所需的援助和服务

种动态自我调适，发挥调整治理结构，创造风险社会
［12］
治理主体的作用 。

探索和 评 价 了 社 会 资 本 在 灾 后 努 力 促 进 恢 复 的
［20］
作用 。

本文尝试将社区韧性作出如下界定： 作为一个
系统层面，是社区内部应对风险的复原力； 作为一种

多研究，社会资本已成为人类社会应对危机困境和

集体力量，它使多个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和战略性行
为有效运用资源； 作为一种激活社区资本存在的能

探索治理的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和实践
方案。Portes 指出： 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

力，它使社区在面临危机、预测威胁、规避负面影响
时及时作出反应、适应和成长，以恢复并超越原有状

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
［21］
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 。 社会资本由两部分

态； 作为一个实现社区健康以及个人与社区共同依
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它具有动态性、情境性，需要

构成： 一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摄取被群体
拥有的资源； 二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Putnam

结合特定社区的脉络来看待和生产社区韧性 。 总
之，个人和社区韧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使社会资

指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具有社
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

本、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相互依存，将危机时期的经
验教训结合起来，它能够通过一种外力作用机制得

［22］
过推动协 调 和 行 动 来 提 高 社 会 效 率 。Bourdieu
［23］
指出，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 。Lin 从关系层面来

以激活，实现对社区的保护。
2． 社会资本与社区韧性的理论建构

考察社会资本视角，认为社会关系是维持社会资本
再生产的核心要素之一，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

许多研究对社会资本与社区韧性这一主题进行
了研究，强调社会资本对于个人韧性、社区韧性起着

［24］
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投资 。 综合上
述观点，本文从信任范围、社会关系、资源网络等维

重要作用。 例如，Ｒoberts 等指出，多种因素影响着
社区韧性，包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和社

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的核心理论意涵 。

［13］

会资本

。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在应对危机中具有

重要影响，能够激活社区韧性、实现社区良性运行，
甚至决 定 了 社 区 在 灾 害 背 景 下 的 生 存 和 复 苏 能
［14］
力 。Pfferbaum 等认为，社会资本是社区韧性最
核心的要素，提升韧性（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 ） 的有
效途径是促进社会资本的运用，这有赖于社会联结
［15］

。Daniel 等认为，个人和社区
［16］
社会资本可以为灾害应对提供多样化资源 ，因
和社会网络的提升

此，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在社区中加强社会
团结、深化信任关系，通过建立居民之间的紧密关
系，才 能 提 升 邻 里 和 社 区 应 对 社 区 风 险 的 能 力。
Ｒegis 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对社区韧性的投
资，越强大的社会资本越能够促进社区韧性的实现
［17］
等 。Panday 等指出，居民之间紧密的联系和社会
资本桥梁减少了集体行动的障碍，有助于救援和支
持受影响的人们； 相反，如果社区存在着不平等的社
会文化，会进一步削弱社区的社会资本和抵御地震
［18］
的能力 。Stenfan 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和社区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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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bdurazag 等开
发了一个以社区韧性为中心的社会资本框架 ，积极

结合上述有关社会资本对于社区韧性建构的诸

有学者阐述了社会资本在疫情防控中对社区韧
性的积极作用。例如，Yip 等指出，社区韧性的核心
要素包括信任沟通、社会关系以及资源网络的整合
［25］
和参与 。Xu 等针对疫情影响下的武汉社区居民
进行调研时指出，收入水平、人口的脆弱性和既定环
［26］
境是影响社区韧性的主要因素 。Katsikopoulos 等
的研究指出，在 COVID-19 危机下，即使事先没有任
何风险沟通努力，也可以通过利用预先存在对系统
状况的 集 体 理 解 来 获 得 高 水 平 的 适 应 性 应 变 能
［27］
力 。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与社区和社区组织团结
合作，加强信任沟通、促进资源网络建立，有助于积
［28］
极应对 COVID-19 产生的影响 。Entress 等指出，
为了更好地提升社区韧性和抵抗能力应对 COVID19 带来的大规模人口伤亡及其造成的恐慌，需要开
展 多 主 体 合 作 行 动、提 供 及 时 的 心 理 社 会 支 持
［29］
等 。上述研究强调了社会资本与社区韧性的内
在契合性。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的核心理论要素： 信
任范围、资源网络与社会关系，强调专业社会工作通
过扩大信任范围、畅通社会关系、构建资源网络等方

式激活处于风险环境中的社区韧性 。
3． 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与社区韧性的生产机制

机制参与社区治理的专业逻辑，促成了对社区多元
治理主体的联动； 在社区韧性模式探索方面，从信任

在社区疫情防控下，有学者呼吁将社会工作纳
［30］
入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体系之中 。 作为

范围扩展、资源网络构建以及社会关系重建三个方
面激活了社区韧性的功能运作； 在社区韧性目标建

激活社区韧性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参与 COVID-19

构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扩展信任范围、整合资源网
络、重构社会关系，分别促进了社区心理韧性、组织

防控实 践 可 以 视 作 中 国 社 会 工 作 的 一 次 自 觉 行
［31］
动 。社会 工 作 本 质 上 是 关 系 为 本 的 专 业 实
［32］

践

，致力于通过资源整合促进社会关系的建立或

恢复，有助于促进社区信任范围的拓展和加强社会
［33］
信任基础的巩固 。可见，社会资本理论为本文分
析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疫情防控，激活社区韧性提供
了理论视角。
有学者将社区韧性概括为 3 个维度，包含韧性
［34］
主体、韧性模式以及韧性目标 。 韧性主体作为社
区韧性的基础要素，其中个人、组织、社区和系统扮
演着行动者角色。在我国的社区治理和社区疫情防
控实践中，社区居民、志愿者、社区党员、社会组织等
主体是社区韧性得以生发的内源性力量 ，这种内在
力量会发挥抵御风险冲击的保护性作用 。韧性模式
指的是韧性主体进行韧性建构过程的行动机制 ； 韧
性目标则是指韧性行动后达成的效果 。社区韧性不
仅将其视为干预后的反应主体，更强调社区的社会
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共生性和互赖性 ，倡导通过
挖掘社区的适应、学习和反馈能力，处理好各个层面
的复杂组织关系，让社区得以修复和发展。
借助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结合社区韧性的三维
要素，建构了社会工作激活社区韧性的三重实践机
制： 联动社区韧性主体、创新社区韧性模式、实现社
区韧性目标（ 如图 1 所示 ） 。 其中，在韧性主体建构
方面，社会工作延续了常态化阶段通过“三社联动 ”

韧性和文化韧性的建构，实现了社区韧性生产向韧
性社区建构的转变。

三、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中
社区韧性的生产机制
社区韧性贯穿疫情防控的常态与非常态情境
中，社区韧性意涵着社区存在的一种文化和意识 ，公
民意识体现为一种社区文化，涉及社区居民对自身、
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在一个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
社区中，个人和集体感到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 ； 良好
的社区关系、社会网络的发展和组织之间的伙伴关
系是社区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此次疫情防控为
例，在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下，通过“三社联动 ”
机制，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委会、居民群众组织、辖
区单位、居民等主体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了社区
整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将真实的疫情信
息及时有效传达给居民，从而有效地抵御谣言冲击，
增强信任范围，保障居民与社区的公共安全。 基于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以下结合专业社会工作协同多
元主体力量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的实践过程 ，对其激
活社区韧性的生产机制进行阐述。
1． 谣言冲击、信息传递与信任范围扩大
（ 1） 激发公民意识，营造社区信任氛围
在应对 COVID-19 过程中，国家、地方层面陆续
发布了相关文件动员当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
投入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政策引
导、宣传，向公众表达对国家和社区应对疫情的信任
感，旨在消除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激发其理性认
知，
扩大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范围。 全国层面的疫
情防控通过“举国体制”的集中行动优势，激活社会
［35］
各个主体力量参与到疫情的各个阶段 。 社会工
作通过线上线下“三社联动 ”方式，将科学防疫的知

识技能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传播给社区大众 。在调研
中有社会工作者表示： “经历此次疫情，社区表现出
图1

分析框架

空前的团结，居民对我们的工作更加认可了，我们也
获得了心理上的安慰和自豪，积累了良好的社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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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 可见，多主体之
间的团结和协作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和责任
心，从个体到团体，从单一到多元，从中央到地方，以
一种更为全面、积极的方式促进社区在重大突发公
共事件中进行自我修复、适应，这为战时状态下的疫
情防控营造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 2） 关注弱势群体，增强疫情防控公平感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由于社会资源

疫情防控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
专业社会工作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形成“三社
联动”社区治理格局，完善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组
织制度。例如，在本文调研中，专业社会工作充分联
动 M 社区、D 社区、Y 社区相关主体，发挥社区社会
工作服务站的阵地和辐射作用，疏通各类主体参与
社区治理的渠道，促进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相互
支持、良性互动的过程和机制，形成健康、有序的抗

紧缺、专业人员不足、组织失序等风险和危机的影
响，可能会出现新的弱势群体激增的现象 。例如，在

疫社区网络体系。
（ 2） 网络赋能，整合疫情防控资源体系

新冠疫情盛行期间，一位脑瘫少年因其监护人进行
医学隔离观察，最终由于疏于照顾而离世的现象； 疫

在社区共治实践模式中，
社会工作者扮演的主要
角色是资源协调者和资源动员者。疫情期间，
专业社

情期间许多医护人员前往武汉等地区进行援助 ，但
因为防护设备限制而遇到的女性生理期问题 ； 以及

会工作者借助跨学科远程网络框架，
开发了防控疫情
的三级预防服务模式，
由社会工作者、
医务工作者、心

因为疫情肆意导致许多经常外出拿药的群体难以及
时买到药品而出现病情恶化的现象，等等。 面对新

理学家和其他专业顾问组成。该三级预防机制的工
作流程分别是： 第一层针对一般公众，采用网格管理

风险下的不同人群，社会工作者及时了解各类人群
的需求和处境，重点关注因疫情加剧了其困难程度

结构回答基本问题，
协助医务人员筛查疑似病例。第
二层针对怀疑有发烧等症状的居民，
由社区医务人员

的弱势群体。例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观察到 M 社
区中社会工作者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积极策划 、主动

转介到网上的“家庭检疫小组”。第三层规定向随行
群体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服务，包括 COVID-19 确诊

作为，他们针对不同群体形成差异化行动 ： 针对社区
普通居民而言，社会工作者设计了口罩登记线上专

患者的家属。这种模式促使社会工作者与其他服务
提供者结成好伙伴关系，并根据个人、家庭和社区的

用预约平台，减少居民外出登记预约、购买口罩过程
中的交叉感染几率，通过智慧化方式提高了社区抗

需要获得不同的资源。例如，
一位志愿者联合行动是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引导下，由特定志愿者提供援助，

疫成效。针对疫情下的特殊困难群体，社工为他们
免除口罩预约登记，统一排摸统计后及时上门送口

将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疗资源联系起来，利用社会
［37］
资源缓冲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疫情防控过程
中充分发挥了互联网 + 的平台优势，体现了通过网络

罩、生活用品等防疫物资。 从而实现社区疫情防控
的精准性、包容性，体现了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公正
性，有助于增进社区凝聚力和团结感 。
2． 社区为本、平台构建与资源网络整合

赋能实现非接触式防控的目标，
实现了社区疫情防控
资源网络体系的集成性与整合性。
3． 陌生社会、情感联结与社会关系重构

（ 1） 立足社区，挖掘疫情防控内生资源
在疫情防控攻坚期，上海市着力谋划疫后经济

（ 1） 打破陌生人边界意识，促进社区熟人关系
现代社会蕴含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一是社会

社会恢复发展，激活城市基础建设细胞，创新以“把
社区作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

风险的传染性强度和范围日益扩大，二是人们容易
产生不安、焦虑、恐慌的心理。两者相互作用会对社

作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
充”的联动服务机制，促进人们从“居家隔离 ”的原

会秩序产生摧枯拉朽般的破坏力。 在陌生化时代，
如何更进一步形成社区熟人化关系网络 ，达到相互

子化状态回归社会，维护和保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
生活运转，通过相互合作增进共同利益，重塑社区韧

理解、互帮互助的社区关系成为化解上述困局的关
键路径。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造成了巨大的

性的生命力。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致力于系统化的
双向改变： 作为结构的环境透过社区日常生活形塑

破坏性后果，专业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独
特的专业价值，他们尤为重视社会关系的重建，从个

个人 / 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个人能动性又深
［36］
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 。 为适应

体 环境关系的认知重构到关系建立成为助力灾后
社会重建的内在向度。 同样地，对于遭遇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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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大居民而言，打破陌生人之间的边界，重建人与
人之间互惠互助的社会关系，是有效应对个体在风

的研究表明，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
形成了治理共同体，通过自觉治理，共同助力疫情防

险社会情境下的脆弱处境的关键举措 。在疫情防控
期间，N 社区在面临一例新冠感染者的形势下 ，社会

［39］
控与危机化解 。 正如 T 街道社会工作者所谈到
的： “这次疫情让我们感受到居民前所未有的社区

工作者与居民区党组织共同协商，提出具有人性化
的防控策略： 首先，通过社区守护家园微信群及时向

参与热情，
许多社区自组织、年轻居民都参与到疫情
防控志愿活动之中，
共同探讨社区公共卫生和安全防

居民反馈感染者 （ 匿名后 ） 的体温及其他症 状； 其
次，通过发挥楼组包干机制的作用，采取“非接触

护问题的应对措施。经过这样特殊时期的情感连接
和信任积累，
陌生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联结

式”口罩预约登记、发放，确保每个楼组有效做到自
觉防控疫情； 最后，通过社区居民对出入口的守护，

成柔软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坚
韧性，
使社区成为一个有免疫力的有机体，在遇到突

打造了社区安全的“关口 ”。 通过上述举措，拉进了
社区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

”
发危机和风险时能够触发自我保护的免疫力。

上促进了社区的熟人化和关系网络化，激活社区的
心理韧性。N 社区的防疫志愿者表示： “虽然我们每

四、社会工作助推韧性社区
构建的多元目标

天值守比较辛苦，但是能为居民解决一些实质性的
问题，得到居民认可，我感到非常欣慰，收到居民组

专业社会工作通过拓宽信任范围、整合资源网
络、重构社会关系等行动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 ，而社

织送来的致谢卡片非常感动。”参与疫情防控的 W
社工表示： “依靠防疫的技术手段并不是最重要的，

区社会资本对于激活处于风险或危机下的社区韧性
具有直接作用。社区韧性的生产有助于韧性社区的

重要的是防疫技术手段要真实有效，这取决于防控
工作中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建立深刻的信任

建构，吴晓林等将韧性社区的内涵界定为三重指向 ：
一是物理层面的“抗逆力 ”； 二是社会生态环境层面

关系，这样才能筑起大家共同防疫的战线 。”
（ 2） 拓展差序格局解释限度，构建社区情感共

的“恢复力”； 三是社区组织成员的“自治力 ”。 它以
社区文化共同体行动为基础，能够链接内外信息资

同体

源，有效提高抵御自然灾害与风险，并从有效因素中
［40］
恢复，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动社区 。 韧性社区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地方存在过度恐慌
和歧视外来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现象，一些小区抵
触、排斥武汉或湖北其他区域人春节后返城 ，另一些
社区里当有湖北籍居民在家中咳嗽，都会引发整个
楼组居民的坐立不安甚至谴责。 针对上述情形，有
学者提出需要构建涵盖志愿者团队或网络、小区共
同体、跨地域的公益服务、慈善资源调配 4 个层面的
［38］
防疫共同体 。例如，N 社区通过线上 + 线下的方

本质上要求社区能够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有
能力应对、适应、甚至超越原有发展水平，这正是韧
性社区的目标旨归。笔者结合社区韧性生产的 3 个
维度，即信任、资源和关系，分别从心理韧性、组织韧
性、
文化韧性 3 个维度提出专业社会工作助推韧性
社区建构的多元路径，如表 1 所示。
1． 扩大信任范围，提升社区心理韧性

式，将“家门口 ”服务范围拓展到每家每户，为居民
建构起紧密的防疫关系网络。 社会工作者、物业服

针对此次重大突发事件，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
通过疫情宣传、防疫科普、居家隔离指南以及社会心

务人员和志愿者们坚守社区一线，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和企业纷纷奉献爱心，捐献抗疫物资，有效地缓解

理健康服务等极大提升了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
和防护，消除了居民因为无知而出现的恐慌、焦虑，

社区物资和人员短缺的压力。 再如，T 街道社会工
作者针对居家隔离居民开展系列居家活动，实施亲

在扩大社区信任范围的基础上提升了社区心理韧
性。心理韧性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中国人

子教育、家庭电影、室内游戏推荐等线上活动培训，
既发挥了社区教育的作用，又缓解了疫情期间居家

心理韧性的文化实质，是人们应对压力时的能量源
泉。心理韧性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显现于突发灾难、

隔离的紧张心情和消极情绪。该行动激活了社区居
委、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参与

重大创伤面前，其特性具有刺激客观性，应激眼前效
能感； 二是源自个体内心拥有的力量，经历滋养与磨

热情，将社区打造成互助友爱的情感共同体。 类似

［41］
炼，其可以促进人的生命持续 、顽强地发展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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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会工作助推韧性社区的目标建构
不同阶段策略

韧性社区维度

疫情前准备

疫情中应对

疫情后恢复

微观： 心理韧性
恐慌、焦虑→信任、理性

灾害科普
防控宣传、指南

疫情信息发布、更新
卫生健康信息服务
居家隔离指南

恢复指南
心理疏导
心理转介服务等

中观： 组织韧性
分散、隔离→合作、资源

社区活动
微信平台
组织培育

邻里互助
社区团结
资源网络

多元主体联动
疫后社区治理

宏观： 文化韧性
排斥、歧视→关系、包容

社区文化韧性计划
社区教育

培育社会信任
社区归属感、凝聚力

重构社会关系
社区情感治理
文化共同体

理韧性来源于韧性主体的快速应对、适应和恢复的
能力。例如，上海市社会工作协会于 2020 年 1 月

动，培育社区更新能力，使社区整合成一个良好的循
环体系。例如，社会工作者针对 Y 社区五百多户重

25 日向全市社会工作力量等发出号召，成立“战疫

点区域的外来人口，与每一户家庭建立微信群，社区
组织和志愿者定期上门提供服务，及时更新疫情信

情———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 ”，协助有确诊或疑似
病例的社区做好有关居民社会情绪的社会工作介
入，为本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留观人员
以及家属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心理疏导、情绪
支持、链 接 资 源 等 多 项 服 务。 针 对 不 同 群 体 发 布
《新型肺炎疫情防控社会工作服务手册 》，结合不同
群体需求（ 包括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及其家属，
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公职人员等其他一线工作
者） 制定个性化服务指南。 这些举措在本文调查的
10 个社区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2． 加强资源共享，激发社区组织韧性
在此次重大疫情防控中，专业社会工作组织通
过 3 种组织化模式参与抗疫： 一是无缝融入模式，此
类社会组织及时融入社区，与社区共同战斗； 二是专
业联动模式，此类社会组织打破原来社区按部门条
线分工的模式，动员所有资源和力量，协助社区形成

息，形成了一套高效、精准的疫情防控治理模式，为
后疫情时期的人口普查、摸排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人
力资本和社区经验。 二是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外界
力量的联动，促使社区参与者能够相互联结、共同合
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
共赢平台。韧性社区具有整体性，社会工作者通过
整合韧性主体，最大限度发挥多元主体的资源集成
效应。正如调研中一位社区书记所言： “这次疫情
增进了社区团结，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社区参
与。”这表明，专业社会工作组织通过联动其他主体
资源，激活了社区的组织活力，提升了社区应对突发
风险的组织化能力。
3． 营造包容关系，培育社区文化韧性
在此次疫情期间，专业社会工作与社区党组织

突发公共事件干预的工作模式，既缓解社区人员的

一道，激活社区内部积淀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活力 ，增
进了社区文化韧性。 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针对居民

不足，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是专业性行业支持模
式，为一线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支撑，研发专业工

开展社区疫情防控教育，以培育社区应对疫情风险
的理性认知； 二是为社区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

具，例如疫情服务手册、公共卫生社工服务、社会工

和载体，以培育居民公共意识，提升社区归属感和文
化认同感； 三是发挥好社区本土在地志愿者、居民骨

［42］

作者参与新冠肺炎防控的要则等

。 上述举措促

进了社区主体之间的联动、促成不同主体之间的优
势互补和资源整合，显著地提升了社区的组织韧性。

干力量优势，因地制宜，举行各类社区风险和安全模
拟活动，强化个体和社区应急能力，提升社区团结能

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不确定性环境、承受频繁干
扰和应对新风险的能力，此种能力促使组织利用现

力。社区文化对于社区韧性的塑造具有根本性的作

存的资源进行反弹以及发展新的能力加以应对突发
［43］

事件

。组织韧性具有以下关键要素： 一是社区成

员的知识、专业技能、学习技能、领导力、社会支持网
络、价值信念，这些要素可以激励社区成员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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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并不仅仅局限于社区外在的各种文化活动形
式，更包括社区的价值观、社区行为规范、社区文化
符号，以及基于这些要素之上的社区关系 、社区信任
［44］

和归属感等

。在疫情期间，一些文化韧性较强的

社区，其疫情防控工作得到了居民的积极支持 ，得益

于社区治理长期以来蕴含的社会资本，在疫情期间
得以激活。 例如，自 2011 年以来，M 社区在党总支
引领下开展社区自治工作，从最初 10 人构成的志愿
团队扩展至 2 600 余人，其中，骨干志愿者达 500 余
人，整个社区形成“树正气、讲 文 明、比 奉 献、顾 大
局、促和谐”的文化氛围。

五、结

语

社区韧性作为整个韧性谱系的重要构成，目前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既有研究较多从社会资本对

Trawangan，Indonesia［J］． Sustainability Science，2021，
16： 203-220．
［4 ］ ABDUＲAZAG T，SHOUGI S A．KHAN Ｒ Ｒ． Social capital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nexus： a study of flash flood
recovery in Jeddah City ［J］． Sustainability，2020，12
（ 11） ： 1-16．
［5 ］ WALKEＲ B，HOLLING C S，CAＲPENTEＲ S Ｒ，et al．
Ｒ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2004，
9（ 2） ：
3438-3447．
［6 ］ 吴晓林．建设“韧性社区”补齐社会治理短板［N］．光明

社区韧性的影响进行阐释，而对于社会资本与社区
韧性的关系、社区韧性如何被激活或生产，以及社区

［7 ］ 陆士桢．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韧性及其教育： 中国的经

韧性的目标建构等问题缺乏深度探究 。本文虽然进

验与思考［EB / OL］． ［2020-11-11］． http： / / news． cri． cn /

一步延续了社会资本理论对重大疫情下社区韧性具
有积极影响的观点，但同时指出，社会资本作为客体

［8 ］ PATON D，MILLAＲ M，JOHNSTON D． Community

要素，无法自动发挥对社区韧性的作用 ，社区韧性有
时处于失灵状态。 本文结合实际，将专业社会工作
这个主体纳入分析视野，强调专业社会工作通过联
动多元主体，形成社区韧性主体； 通过拓展社区信任
范围、整合资源网络、重构社会关系实现社区韧性的
激活与生产； 通过心理韧性、组织韧性和文化韧性的
构建，实现韧性社区建设的目标。在疫情暴发之初，

2020-03-25（ 002） ．
日报，

20201112 /9cb29177-1a84-2fdd-bcc0-6f73c8b97bb0．html．
resilience to volecanic hazard consequences［J］． Natural
Hacards，2001，
24 （ 2） ： 157-169．
［9 ］ MAGIS K． Community resilience： an indicator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J］． Society and Natural Ｒesources，2010，
23（ 5） ，401-416．
［10］ PATEL S S，ＲOGEＲS M B，AMLOT Ｒ，et al． What do we
mean by‘community resilie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how it is defined in the literature［J］． PLoS

由于缺乏先前专业经验的参考以及国际惯例的借
鉴，中国社会工作力量坚持“摸着石头过河 ”的 原

［11］ 段文杰，卜禾．韧性社区： 从个体走向集体韧性［C］/ / 武

则，及时主动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多元主
体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格局之中 。社会工作介入此

心．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武汉： 武汉大学

次新冠疫情实践体现出许多本土性特质 ，这些特质
丰富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元素 。今后的研究可以
聚焦社区韧性的本土理论建构，并从操作性角度对
社区韧性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对常态化治理和非
常态化治理背景下的社区韧性水平进行测量 。

Currents，2017，
9： 1-7．
汉大学中国高校这何须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
2017： 128-167．
出版社，
［12］ 王磊，王青芸． 韧性治理： 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2020，
22（ 6） ： 75-82．
学版） ，
［13］ ＲOBEＲTS E，TOWNSEND L．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to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exploring cultural and digital capital ［J］． Socio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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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shows that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re two important
ways of intelligently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mart technologies
should be further accelerat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And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and take differentiated
smart development paths for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 intelligentization；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differences； mechanism test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h of Open Bank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GUO
Yineng，et al （ Colleg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Born in the United Kingdom，the open
banking has been widespread concern by the domestic
industry and regulators，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 mode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summary of
valuable experiences in overseas mature market is not
enough． With the support of regulators，the British
open banking has reached the level of data sharing，
unlock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massive financial data．
Although the open banking in China has found its
unique development mode of ‘going out ’ and
‘bringing in ’ driven by the markets， it has not
realized the level of data sharing． The direct cause is
the lack of related open banking rules and
specification standards． The regulators should take a
proactive regulatory attitude，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s and standards of the open
banking system．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place the
strategy of the open banking at the height of the
enterpris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ata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Technology
companies should actively embrace regulatory chang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channel
and value chain of commercial banks．
Key words： open banking； Big Data； data sharing；
digital economy；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the Basic Paradigm， Constraints and
Innovation Path of Urban and Ｒural Smart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 YANG Ｒongjun
（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technicality，complexity，
instantaneity and risk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as well as people ’s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objectively
promote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lligent governance in China． Among them，
Shanghai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explore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lligent
governance，especially its practice of “one network to
run”and “one network to manage”． Therefore，the
aim of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one network to run”and “one network to manage”
in Shanghai 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value，and
basic paradigm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In detail，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one network to run”
and “one network to manage ” in Shanghai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intelligent governance paradigms：
full time and space， wide area， and multiple
elements． However，in terms of the basic paradigm of
building intelligent governance syste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nationwide，
we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and focus on
solving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digital divide
and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actively seek
innovative ways to resolve them．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intelligent governance；
full time and space governance； wide area
governance； multiple elements governanc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 Community
Ｒesilience”and the Goal Construction Ｒoutes of
“Ｒesilient Community ” Intervened by Social
Work： An Empirical Ｒesearch on Major Public
Emergency Events / XU Xuanguo，et al （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shaped the community-centered social governance
ord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and nurtured a deep
sens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However， this
resilience will fail or be absent in the face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y event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activate community resilience through specific
mechanism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10 urban communities in Shanghai，China，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to activate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multiple path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t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resilience subject，resilience model and
resilience goal． The paper found that social work
forces participat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romote the
· 107·

activation and produc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by means of multiple linkag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subjects，expanding the scope of trust， promot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re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other resilience action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the activa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improves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in communit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shaping a picture of“resilient
communities”． This will help community respond to
sudden public crises more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major public emergency events；
community resilience； resilient community； Chinese
social work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on China ’s Ｒ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 YU
Jinping，et al（ Business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s regard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this paper，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n the inter-county income gap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By using the panel-data
of china’s 31 provinces from 2013 to 2019，we find
that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effectively within the province． The reason for the
effect is that the initiative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We also find that the initiative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provinc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income
inequality； regional economy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Manufacturer
Encroachment on a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Ｒ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 HU Yufei，
et al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
Under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encroachments， manufacturers often compensate
retailers by lowering the wholesale price． When
considering r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and the
consequent
anti-encroachment
behavior，
manufacturers are forc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wholesale price，yet it changes the demand structure
between channels． Then，how does r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affect manufacturer’s encroachment strate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etailer’s fairness
concern on the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encroachment
effects and outcomes，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manufacturer ’s encroachment strategy in repeated
games． We propose four static scenarios： fairness
neutral scenarios with and without encroachment，and
· 108·

r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scenarios with and without
encroachment，based on which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tatic and fairness neutral setting， manufacturer
encroachment results in retailer losses in most cases．
In the static and r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setting，both
supply chain members could benefit from the
encroachment under lower online channel acceptance
level． Ｒ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promotes the “winwin” encroachment to some extent，but is always
harmful to the manufacturer． Therefore， the
coordination of fairness concern on static
encroachment profit distribu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 encroachment strategy and coordination
remain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under dynamic
conditions． In the dynamic and r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setting，the manufacturer achieves a “winwin”encroachment when considering the retailer ’s
benefit from fairness concern．
Key words：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manufacturer
encroachment； retailer fairness concer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Ｒesearch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Precautionary
Effort Investment under Cross-Ｒisk Aversion / DU
Jingnan，et al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s
battle against major financial risks，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preventive investment under
multiple risks in bivariate utility setting． We identify
preference conditions to insure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 of a background variable uncertainty on
preventive investment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risks．
We allow for the simultaneous presence of wealth and
background variable uncertainties． We investigate the
joint effect of two-source uncertainties on preventive
investment when two risks are either small or positive
quadrant dependent． Our work extends the previous
model of preventive investment to bivariate utility
framework，and shows that the decision-makers with
cross-risk aversion shall make more preventive
investment to avoid cross-risk when the cross-risk or
its correlation is increasing．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insights into the issue of preventive investment of
decision-makers with cross-risk preference under
correlated risks， and provides bas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early warning，handling，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s，
and maintaining the bottom line of prevent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effort investment； risk correlation； risk
aversion； cross-prudence；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