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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
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

———以循证矫正处境化实践为例

郭伟和

提要：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主张社会工作专业应该基于实证研究范式下
的实验研究结论，采取有效的干预策略为案主提供服务。 然而，日常生活的
实践过程，包括专业实践过程，是在特定社会场域中被结构性关系所形塑，又
被特定场域下的符号体系所掩盖的惯性化的即兴发挥过程。 它有自己的实
践逻辑，不受实验过程的控制，很难将实证科学知识直接应用其中。 本文通
过一个社区矫正案例展示社会工作专业如何把犯罪学研究指明的再犯风险
的发生面向和风险要素等实证知识与当事人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轨迹结合起
来，跟随当事人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压力事件，协助其对自己的行为习性
进行反省和自觉，重新选择新的应对模式，逐步改变生活模式，降低再犯
风险。

关键词：实证知识　 实践逻辑　 生活事件　 反思性　 社区矫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逐渐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是中

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①然而，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

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的“四化”，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围绕着如何提供科学有效的专业服务，以北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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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证据为本的专业实践模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证据为本的实践”是一套基于实证主义认识

论范式产生的专业实践原则，主要基于行为主义科学而提出一套可客

观测量的指标体系，并用实验研究方法来验证其有效性的专业干预策

略（Ｇａｍ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６）。 但是，当它运用于一个特定的社区环境时，就需

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和地方性知识，进行处境化实践。 然而，如何进

行处境化专业实践？ 处境化专业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又是怎样的

关系？ 证据为本的实践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提倡诠

释性实践的学者认为，实证科学研究出来的实证知识很难直接应用于

地方化处境，强调处境化实践是一种基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话的

本体存在哲学（伽达默尔，２００１）。 本文并不想就证据为本的实践和诠

释性实践进行抽象的理论争论，而是借助北美地区流行的循证矫正模

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在中国社区矫正领域的处境化应用的案

例，试图回应专业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实证性知识和实践性智

慧的辩证关系问题。 本文认为，借助布迪厄提出的反思社会学技艺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 １９９２）和舍恩（Ｄ． Ｓｃｈöｎ）提出的在行动中反思

的框架实验模式（Ｓｃｈöｎ， １９８３），中国社区矫正专业以及其他人类服务

专业（广义的社会工作专业）可以超越北美地区循证矫正（证据为本的

实践）的争论，把柯林斯（Ｈ． Ｍ． Ｃｏｌｌｉｎｓ）在讨论人工智能专业时提出

的四种知识类型———事实性规则知识、启发性规则知识、操作性指导技

巧和地方文化体会技术（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９０：１１５）和舍恩提出的行动反思

（Ｓｃｈöｎ，１９８３）整合起来，发展出一种富克（Ｊ． Ｆｏｏｋ）等人提出的能够把

普遍性知识转化成新的在不确定性情景下创造性应用的专业属性和专

业能力（Ｆｏｏ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一、北美“循证矫正”的产生背景及争论

“循证矫正”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西方国家将广义循证实践模式推

广到司法矫正领域后产生的新概念。 它要求司法矫正工作建立在科学

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以往研究的有效证据来选择矫正手段，并且在实践

中开 展 科 学 研 究， 积 累 新 的 证 据， 指 导 以 后 的 司 法 矫 正 工 作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２００６： ２０）。 具体到司法领域，循证矫正的出现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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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应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西方犯罪社会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个神话：
犯罪行为的个体差异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微不足道的，除
非能够减轻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否则社会服务类矫正项目都是无

效的（Ａｎｄｒｅｗｓ ＆ Ｂｏｎｔａ， ２０１０：８９）。 根据循证矫正的代表人物安德鲁

斯（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Ａｎｄｒｅｗｓ）、邦德（Ｊａｍｅｓ Ｂｏｎｔａ）的回顾，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

来，每隔 １０ 年都有学者对发表的矫正项目评估报告进行系统性的回顾

研究，尽管这些回顾研究中至少有 ５０％以上的类似实验研究项目支持

辅导性矫正项目有助于降低再犯风险，但是这些作者却无一赞同临床

矫正项目。 否定矫正项目积极效果的文献中尤为突出的研究是 １９７４
年罗伯特·马丁森（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ｏｎ）在美国《公共利益》杂志上发表

的著名研究报告《什么有效？ ———监狱改革的问与答》 （Ｍａｒｔｉｎｓｏｎ，
１９７４）。 尽管这个报告显示，在 ２３０ 个改革项目中至少有 ４０％ － ６０％
的矫正项目是有积极效果的，马丁森却得出了没有一个改革项目有效

的结论。 除了上述来自犯罪社会学的批评之外，安德鲁斯和邦德认为，
这些研究都采用了破坏知识的策略：凡是负面的研究结论都毫无疑问

地被接受；凡是支持矫正效果的研究都遭到了严厉批评，因而产生了破

坏其正面效果的作用，批评的手段包括怀疑其标准有问题、污蔑其治疗

措施、贬低其理论基础等；另一个做法是把矫正效果的测量问题和概念

化问题当作项目本身的效果问题（Ａｎｄｒｅｗｓ ＆ Ｂｏｎｔａ， ２０１０：３５１ － ３５２）。
显然，在循证矫正的背后是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科学地位

之争。 犯罪社会学关心的是相对宏观的变量，不管是其因变量集合犯

罪率，还是其自变量，都是社会集体层面的概念和指标。 比如，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流行的差别连接和强化理论（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 Ｃｒｅｓｓｅｙ， １９６０），
５０、６０ 年代流行的社会失范和结构紧张理论（Ｍｅｒｔｏｎ， １９５７； Ｃｏｈｅｎ，
１９６５）、低下阶级文化理论（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５８）和帮派文化价值理论（Ｓｙｋｅｓ
＆ Ｍａｔｚａ，１９５７），都是从社会交往、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等范畴来分析

偏差和越轨行为的。 这些理论把社会环境因素当作个体行为类型的自

变量，强调从社会环境出发来进行干预，进而影响个体行为类型，使其

遵从社会规范。 然而，犯罪心理学则是从心理动力和人格结构等范畴

来分析个体行为的（Ｇｌｕｅｃｋ ＆ Ｇｌｕｅｃｋ， １９５０），认为这些范畴要比社会

环境因素更容易控制和改变 （ Ｈｉｒｓｃｈｉ，１９６９； Ｇｏｔｔｆｒｅｄｓｏｎ ＆ Ｈｉｒｓｃｈｉ，
１９９０），能产生更加明显的行为效果。

为了超越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争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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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北美犯罪学开始强调从实证研究出发，用科学有效的研究证据

来支持矫正实务的决策和选择，发展证据为本的矫正模式（循证矫

正），继而根据实证研究支持的能够降低再犯风险的显著因素整合成

一种犯罪理论。 经过这种实证研究和理论提升的循环过程，安德鲁斯

和邦德提出了通用人格和认知社会学习理论，并将其作为犯罪心理学

的新典范（Ａｎｄｒｅｗｓ ＆ Ｂｏｎｔａ， ２０１０：１３８）。 他们认为，影响个体行为的

直接因素是心理动力理论和认知学习理论，而个体的心理动力和认知

学习技巧来自其家庭、学校和交往群体的间接影响，至于政治经济、社
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则又是借助家庭、社交、学校和就业等中间变量起作

用的。 借助这个三重层次的理论模型，他们开发出了具体的评估工具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提出了矫正工作的风险、需求和回应性三

个指导原则（简称 ＲＮＲ 原则）（Ａｎｄｒｅｗ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并开发了以认知

行为策略训练为核心的司法矫正示范项目（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ｏｕｒｇ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

而且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司法矫正模式。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循证矫正模

式以其系统的理论、可操作的实务模式、扎实的实证研究证据，成为世

界上流行的司法矫正发展的新方向。
这似乎表明，在新一轮的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争论中，犯罪

心理学通过实验研究，成功回击了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犯罪社会学对矫

正治疗项目的否定，重新肯定了针对个体的认知、人格、情绪问题的干

预策略的有效性。 但是，循证矫正实践模式中依然存在着实践和理论

的矛盾：一方面在其一般理论框架中强调个体的再犯风险因素（反社

会行动的历史、认知和态度）都受到社会情景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

在其操作实务中集中于个体认知、态度和情绪等因素的强化督导，忽视

了对社会关系、家庭、教育和就业环境的干预。 因此，循证矫正模式必

然要引起新一轮的争论，只不过在新一轮争论中，没有人再否定矫正治

疗项目的有效性，而是讨论如何能够发展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罪犯矫治

和犯罪控制项目。

二、循证矫正的争论和挑战：超越再犯风险因素控制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基于 ＲＮＲ 原则建立的评估工具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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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提出了质疑。 美国犯罪和偏差行为国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在 ２００９ 年美国循证矫正大会和美国犯罪学

协会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报告《质疑证据：对司法系统采用的风险评估

模型的批判》。 这个报告的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森大学犯罪学教

授克里斯托弗·巴德（Ｃ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ａｉｒｄ）。 作为美国犯罪和偏差行为委

员会副主席，他坚持认为风险和需求不是一类因素，不应该合并在一个

评估工具里，如果复合在一起会降低评估工具的预测效率。 巴德尤其

怀疑安德鲁斯和邦德提出的犯罪动因需求概念（ ｃｒｉｍｉｎｏｇｅｎｉｃ ｎｅｅｄｓ），
认为所谓的犯罪动因需求作为犯罪的动态风险因素是一个混淆术语，
犯罪动因需求和再犯可能性的关系只是统计分析的相关性。 当具体到

不同个体时，犯罪动因是不一样的，需要结合个体的具体情境来决定某

种需求是否是导致犯罪的因素（Ｂａｉｒｄ， ２０１２：６１）。
上述争论和挑战都基于循证矫正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矫正方法这个

前提，真正的质疑则是对循证矫正的价值目标和科学方法的挑战。 比

如，循证矫正的首要目标到底是降低再犯率，还是保护社会？ 相比早期

的静态风险评估，安德鲁斯和邦德等人虽然已经增加了犯罪动因需求

和社会性保护性因子的评估，但是他们仍然是围绕降低个体再犯可能

性这个核心目标来实践的。 可是，个体再犯风险和社会功能恢复是什

么关系？ 恢复社会功能主要靠矫正手段，还是靠发挥矫正对象的潜能

和社会环境中的资源优势呢？ 矫正服务应该是以改变个体的再犯风险

因素为主，还是以增强其潜能和优势为主？ 尤其在少年司法领域、家庭

司法领域以及司法精神健康机构里，更应关注这些问题。 有学者指出，
基于再犯风险控制的有效证据通常会忽视罪犯的个人、家庭及其社会

支持网络中的优势和资源，应该采取优势为本、以家庭为焦点的干预策

略（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１２： ７５）。 英国犯罪学家甚至认为，缓刑司法领域由传

统的个案工作技巧转向片面的风险分析只是一个神话，一方面对再犯

风险的甄别技术并无提高，另一方面却导致一线缓刑官的专业技术减

弱，忽视了缓刑人员的真正需求，而且倾向于提高缓刑人员的风险级

别，而不是提供真正满足需求的服务（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 ２００７）。
进一步而言，在人类服务领域，人们不但质疑服务的目标定位和策

略问题，而且对循证实践的认识论基础也提出了质疑。 循证矫正是源

于广义临床实践追求专业有效性的冲动。 但是关于专业有效性的界定

和实现途径，在临床实践领域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Ｂｏｙｅｓ⁃Ｗａｔｓ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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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ｎｉｓ， ２０１２； Ｐａｙｎｅ， ２０１４： ５６ － ５８； Ｐｌａｔｈ， ２０１３： ２２９ － ２４０）。 大致来

说，这个争论背后涉及到三种社会科学认识论范式：实证主义认识论、
解释主义认识论和批判诠释学派认识论。

证据为本的实践主要沿着实证主义认识论来界定和测量专业实践

的有效性。 在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证据的有效性取决于研究方

法的设计和控制。 有学者指出，根据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存在一个证据

科学性从高到低的排序，最优的证据来自随机分配的临床实验法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其次是准实验法，然后是单个案评估，最后

是案例报告（Ｒｕｂｉｎ ＆ Ｂａｂｂｉｅ， ２００８： ３１ － ３２）。 实证主义认识论不但

假定专业实践证据效力的科学性存在着高低差序，而且假定人们的行

动模式是技术理性的，也就是在实践中遇见问题首先要把问题转换成

结构化的、可以回答的问题，然后搜寻有最佳证据支持的答案，进而批

判地评估这个最佳答案的有效性、可用性，最后再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实

际的问题中，同时要对自己的应用过程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善

（Ｇａｍ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６）。
然而，解释主义认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所理解的社会

环境的文化模式，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文化模式之间的循环演绎理解影

响着个人的行为模式。 文化解释主义认为个体的行为模式取决于其背

后的文化价值体系，只有理解了个体行为的意义体系，才能理解其行为

的模式（格尔茨，１９９９）。 所以，对应的行为改变策略多是一些针对地

方文化模式的相对宏观的干预策略，比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芝加哥大学

社会服务系探索的社区文化干预项目（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９）。 进一步而言，在
文化解释主义模式下，个体行动者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机械行为主义者，
他根据内在信念价值和概念框架对现实世界的遭遇进行启发性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解读和决策（Ｗｅｂｂ， ２００１）。
批判诠释学派进一步认为，文化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不是提

供一个可以随便选择的文化环境，而是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负载着的脱

不掉的道德外衣（施瓦特，２００７： ２１２），后者深深地影响着个人的立场

和价值判断。 因此，研究者不能假装价值中立，随便进出自己和他者的

意义世界来描绘和呈现他人的意义体系，而应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
围绕着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就他们所背负的传统和知

识与之进行相互的批判反思，不断澄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知识背景，以
达到相互理解和实践的目的（伽达默尔，２００１）。 临床实践也不例外，

１２１

论 文 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



实践人员在对自己的案主进行评估和干预时，并不是站在价值中立的

立场来进行科学评估和干预，而是对彼此的道德判断进行澄清和批判

的过程（Ｃｌａｒｋ， ２００６； Ｗｉｔｋｉｎ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１）。 如果是这样，社会行

动其实就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批判反思对话过

程，而不应是共同让权给科学研究者，遵循科学研究结论的行动。 就算

是寻找证据，也应该通过参与式研究，把服务对象引入到研究过程中，
让服务对象发声，并参与到对自己经验和行动的解释和对话中去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２００３）。
上述讨论告诉我们，即使是循证矫正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实证主义

范式，通过一种化约主义的方法论把复杂的社会互动情景简化成个体

行为的几个维度来进行评估，进而推荐一些简单有效的干预手段进行

普遍推广。 基于实证主义科学范式的循证矫正需要整合客观性再犯风

险知识、工具性认知行为改变技术、文化解释主义提出的地方文化知识

问题以及批判诠释理论提出的主体参与和反思对话问题，以提高矫正

专业的实践能力。

三、把实践过程带回来：实证性知识和实践性智慧的整合

一旦把实证研究的有效证据应用到具体的实践情景中，就不再只

是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之间争论的知识论问题，而涉及到不同类型的

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于实践过程的认识存在许多争议，它到底是

一种不确定的、权变的过程，还是一种结构性、规则化的模式？ 它是不

可言说的实践智慧，还是可以阐明的实践模式？ 这些问题成为了当代

实践理论的核心争论（Ｓｃｈａｔｚ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１３ － １９）。
追索实践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它的历史本身就是充满争议

的演变过程。 最早系统阐述实践知识的当推亚里士多德。 他在《尼各

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优秀品质分成五部分：技艺、知识、实践智慧、科
学和直觉（亚里士多德，２００７：２４２）。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不同

于其他品质，它是一个人在实践中明智审慎地思考什么对自己是好的

和有益的能力，而且这种好处不是指健康和强壮，而是一种好的生活方

式（亚里士多德，２００７：２４６）。 他认为，实践智慧不是知识和技艺，因为

实践智慧处理的都是权变性事件，不能通过推理性知识来完成，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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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技艺来完成。 实践智慧不是由一般通则性知识构成的，而是包含

具体细节的，因为实践智慧是为了指导行动的，而行动关注细节。 由于

实践智慧是引导具体行动的，人们应该区分两种知识，即具体的知识和

原则性知识。 如果只能有一种的话，那么应该是前者（亚里士多德，
２００７：２５４）。 因为实践智慧处理的是具体事实，所以它不能靠知识推

理，而是要靠感觉来做。 但这里说的感觉不是常说的五种感官感觉，而
类似于对一个数学命题做出直觉判断的那种感觉（亚里士多德，２００７：
２５８）。

但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在历史长河中长期受到忽视。
进入中世纪，西方社会被天主教所主宰，维持着一种神正秩序，而文艺

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又承接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思路，努力

探索思辨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秩序问题。 这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

顶峰。 康德提出，“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

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

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１９９９：１７７）。 黑格尔则指出，人们只有追

求绝对精神，按照绝对精神行动才能成为历史主体，最终获得自由（黑
格尔，２０１１：４５）。 这种过度注重理性和精神自由的思辨哲学被马克思

颠倒了过来，重新回到了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就是劳动实践过程。 马

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

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

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

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２００３：６ －
７）。 马克思认为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基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上，并反映物

质生产过程及其在生产过程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 因此，马克

思认为人们不能在精神领域获得解放，而必须“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

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２００３：８）。 但是马克思

并不是一个自由意志者，他承认“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马
克思，２００３：１８），因此他认为革命解放事业必须尊重人类生产条件和

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状，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产

生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为后来的实践理论奠定了基础，当代实践理论都是继承了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成行动的实践背景这一基本命题来讨论

行动和实践条件的关系问题的。 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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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布迪厄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 他们都试图结束在西方社会思想界

长期存在的个体能动主义和系统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用一种结构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和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的实践过程理论来统一主观能动和社

会结构的分裂（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 １９９２； Ｇｉｄｄｅｎｓ， １９８４）。 布迪厄

通过“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这个概念来连接个体行动和实践场域的关系，而
所谓惯习不是习惯，其包含了个体的即兴发挥和情景判断，但是惯习已

经通过身体化的反复灌输成为一种潜意识的禀赋（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７７：
７９ － ８７）。 吉登斯也采用“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来说明个体

行动和时空结构的关系。 他把人们的日常互动放在一个时空延展的过

程中来认识，虽然日常行动是可知的，但是这种可认知性受到潜意识和

意料外后果的限制，所以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实践意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和常规化套路，只有在被询问或遭遇困难时，人们才需

要对其进行清晰描述（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８４： ２８１ － ２８３）。 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配置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也就是权力机制）并不是如系统论和功能论

所说的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一种规则化和常规化的实践意识在

人们的具体行动中得到体现。
总之，不管是布迪厄，还是吉登斯，他们都把自由行动放在实践的

背景和过程中去理解，而且都借助实践感觉或者实践意识把实践情景

的客观结构特征通过身体化反应呈现在行动过程中。 他们都反对那种

逻辑实证主义的机械决定论，但是也不认为个体可以突破结构限制任

意自由行动。 人们是通过对实践情景的体认和默会来行动的，它成为

人们的第二秉性，默默引导着人们即兴发挥的行动。 这实际上一方面

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ｓｄｏｍ）概念，另一

方面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转变成一种象征体系和社会结构形塑出

来的身体秉性（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或者象征支配的隐蔽方式。 这使得实践智

慧成为社会结构再生产或者结构化的微观机制，掩盖了早期亚里士多

德所说的政治伦理实践中的恰如其分地做出判断和决定的智慧感觉。
虽然布迪厄认为实践过程是一种无法反思的身体习性的即兴发挥，但
是他却大力倡导反思社会学技艺，通过反思学术场域的资本分布、结构

性关系和探求理论逻辑的习性，试图恢复对日常生活实践场域中的实

践逻辑的敏感度和探求方向（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 １９９２）。 布洛维批

判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存在一个悖论，即一方面认为他人都是受实践过

程中身体性禀赋控制的智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学家可以具备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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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结构和身体习性紧密关系的洞察力（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１２）。 因此，布洛

维认为，作为一种反思社会科学，这种洞察力不应该是社会学家的特

权，而应该是其他专业人员和社会大众都可以掌握的技艺（Ｂｕｒａｗｏｙ，
１９９８）。

在专业实践领域，许多实践者都在谈论如何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

践知识问题，一个焦点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能否转变成清晰的规

则而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德雷福斯认为，虽然计算机科学不断提高运

算能力，但是专业能力是一种“知道如何做”的知识，这类知识不同于

“是什么” 的知识，要通过经验积累转变成直觉判断 （ Ｄｒｅｙｆｕｓ ＆
Ｄｒｅｙｆｕｓ， １９８６：５０）。 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柯林斯也认为，对于文化浸

染产生的技巧和知识是一种默会知识，这种知识是无需清楚描绘和变

成规则的，而只需要在实践中适当地发挥就可以了（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１）。
舍恩却认为，专业实践活动虽然不是对实证性知识工具理性的机械套

用，但是为了追求专业有效性，需要根据复杂模糊的专业情景来进行框

架实验（ｆｒａ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把实践中运用的默会性技艺转换成特定案

例的认知框架和行动方案（Ｓｃｈöｎ， １９８３）。 富克等整合了德雷福斯、柯
林斯和舍恩等人的理论，就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发展建构了一个从外

行到专家的七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 他们发现，这七个阶段的知识

类型、技巧、价值、看问题的视角、处境针对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都是不

同的。 而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关键在于能够整合各类知识、技巧和个

体经验，依据具体处境进行灵活和创造性理解，并付之行动，而不仅仅

是靠程式化的直觉反应（Ｆｏｏ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１８０）。
实践社会学和专业实践研究的两个传统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研究

都有启示：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需要具备在特定处境下的知识应

用能力和转换能力，以提高复杂而不确定环境下的应对策略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不是实验室中的科技发明，它不仅是对实证研

究的应用，而且是对常人在生活中的行动能力和反思能力的培养，以期

提高他们的实践智慧（Ｕｇｇｅｒｈøｊ， ２０１１）。 所以它需要一种参与式行动

研究，强调多方参与和反思对话，跟随实践的展开过程，对实践过程中

出现的疑问和困难仔细分析，通过反思对话产生新的理解框架和行动

策略，然后再去实践中检验其成效（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６： １６ － １７）。 在这个

过程中，一个重要技巧是能够抓住关键事件，并把它放回到特定处境中

来反思，并与当事人对话，再提炼出对话的主题和模式，反思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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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隐藏的假设和框架，发现所言和所用理论解释的差距和矛盾，发展出

新的行为可能性（Ａｒｇｙｒｉｓ ＆ Ｓｃｈöｎ， １９７４；Ｆｏｏｋ， １９９６： ６ － ８）。

四、扩展循证矫正的实践过程

（一）基于证据的风险评估和干预策略

下文将使用作者亲自参与的实践研究项目———２０１２ 年与 Ｂ 市 Ｄ
区司法局联合开展的社区矫正实验项目来展现循证矫正应用中的一些

关键环节，说明循证矫正实践中遭遇的阻力和解决策略。 该项目采取

了目的抽样的方法，分别从三类地区选取了六个不同类型的案例，其中

城镇社区两个、城郊社区两个、农村社区两个。 六个个案中，当事人包

括一名女性和五名男性，其中三名为青少年，犯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斗殴

罪，一名成年女性犯诈骗罪，一名成年男性犯过失伤害罪，另一名成年

男性犯盗窃罪。 根据循证矫正模式提出的 ＬＳ ／ ＣＭＩ 评估工具所列的八

大风险因素，经过初步的评估，我们发现六个个案中的四个个案有一定

的再犯风险，需要跟进。 其他两个则属于风险较低的个案，按照 ＲＮＲ
原则不需要深入干预。 需要系统干预的四个个案基本信息和再犯风险

因素分别如下表所列。

　 　 　 个案基本信息和再犯风险因素

案主
基本情况

反社会
行为历史

反社会
人格类型

反社会
认知

反社会
交往关系

家庭 ／ 婚
姻状况

学校 ／
工作状况

休闲 ／
娱乐方式

药物
成瘾

钱某，
男，不到
３０ 岁，
故 意 伤
害罪

没有
风险

情 绪 容
易失控，
异 性 关
系 比 较
随意

没有
风险

没有
风险

婚 姻 不
稳定，与
原 生 家
庭，特别
是 母 亲
的 关 系
纠结

良好 酗酒
没有
风险

鲍某，女，
４０ 岁
左右，诈
骗罪

职 业 中
有 诈 骗
的历史

没有
风险

缺 乏 自
我反思，
认 为 自
己倒霉

依 然 和
导 致 其
犯 罪 的
朋 友 有
联系

婚 姻 不
稳定，原
生 家 庭
的 控 制
性强

工 作 不
稳定

没有
风险

没有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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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主
基本情况

反社会
行为历史

反社会
人格类型

反社会
认知

反社会
交往关系

家庭 ／ 婚
姻状况

学校 ／
工作状况

休闲 ／
娱乐方式

药物
成瘾

李某，男，
不到
１８ 岁，
故 意 伤
害罪

没有
风险

情 绪 容
易失控，
容 易 惹
麻烦，敌
视他人

没有
风险

没有
风险

离 异 家
庭，与父
母 关 系
有创伤

辍学、没
有 稳 定
工作

没有
风险

没有
风险

王某，男，
不到
１８ 岁，
聚 众 斗
殴罪

没有
风险

没有
风险

没有
风险

社 交 对
象 存 在
风险

家 庭 结
构松散、
缺 乏 凝
聚力

辍学、没
有 稳 定
工作

流 连 夜
店、酗酒

没有
风险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评估，根据循证矫正模式的建议，我们最初采取

认知行为模式来干预案主的认知和情绪管理模式。 另外，我们还把他

们和社会工作、心理学两个专业的几个大学生组成一个自我探索的混

合性成长小组，希望通过小组经验学习形式来实现个体的改变。 我们

每周举办一次小组活动，并分别和四个个案进行单人会谈，提示他们注

意上述高风险的再犯因素，并提出肯定性建议，示范如何改变的方式。

（二）证据为本干预策略的失效

以钱某为例，他表面上对评估报告中所列的风险因素都很认同，也
很配合我们的认知治疗，认识到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较弱，愿意做出改

变。 但是当他喝醉的时候，又会失去理智，并对平时的辅导内容表示不

屑。 在一次小组活动中，钱某情绪失控：“你让我配合你们的活动，可
是我现在就遇到麻烦了，烦着呢！ 怎么配合你们？”钱某退出了小组，
在一旁闷闷不乐。 而钱某的表现也影响了那次小组活动中其他几个组

员的表现，导致整个小组活动效果不佳。
小组过后，我和他单独面谈，才知道导致他酗酒和情绪波动的现实

原因是他的婚姻关系。 他的妻子比他小五六岁，两人通过朋友聚会认

识后，由于未婚先孕，女方家长被迫同意他们结婚，并匆忙举办了仪式。
在儿子出生后，钱某与妻子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 但是，妻子在婚后开

始对男方的家庭条件和丈夫的个性表示不满，再加上结婚本来就是匆

忙草率的，妻子的父母也支持妻子离婚。 可是，他妻子在没有合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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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并没有提出离婚，而是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来惩罚他对婚姻的不

忠，并通过偶尔的旅馆约会方式来获取他的钱财。 钱某的情绪基本上

是随妻子与他关系的亲疏而波动的。 当妻子与他约会时，他的情绪就

很好；当妻子不理会他时，他就会烦躁不安。 这导致认知行为疗法和互

助成长小组对他都难以发挥效力。 正如他告诉我们的：“我现在正面

临媳妇离婚问题，哪有工夫跟你们学习？ 你们要是能够帮助我把媳妇

找回来，我就跟你们学习。”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鲍某、李某和王某的案例中。 鲍某也是身陷

于紊乱的家庭关系中，因此回避我们的家访介入。 她丈夫在她被拘押

之后离家出走，直到我们介入时都没有回家，而她母亲则认为她生活能

力太差，让她哥哥替她做主安排日常生活，并把她儿子接到自己家照

顾，不让她再管孩子。 鲍某因为自己的罪错，无力向母亲和哥哥争取自

己的权利。 尽管我们一再提出要协助她处理家庭问题，她都拒绝了，不
敢让我们去见她母亲和孩子。

李某则一直对我们的介入表示敌意，每次会谈都像挤牙膏一样，问
一句才答一句。 经过家访，当我们了解到他父母的离异情况之后，他更

加愤怒，拒绝和我们谈论父母离异的事情。 此外，我们发现，他的父亲

和爷爷奶奶一直都把他母亲当年提出离婚视为不能原谅的背叛。 他从

小跟着父亲和爷爷奶奶长大，自然接收了很多对母亲的不满情绪。 父

辈的恩怨使幼小的李某左右为难，进而导致他敌视任何人谈论他父母

之间的关系，且容易情绪失控。 实际上，导致他犯罪的原因就是学校里

有人谈论他父母离异的事情。 当时他愤怒得不顾一切，打伤了同学。
李某过度敏感的防御心理导致直接的认知行为疗法难以开展，而对于

参与自我认识的成长小组他也只是表面应付。
王某在表面上一直是个很乖的孩子，不管我们说什么都能够接受

并积极配合。 但是，我们通过个人生命史回顾发现，王某从小是在爷爷

奶奶家长大的，和父母亲感情疏离，从初中时期就喜欢结交社会大哥。
王某的父亲忙着在外面应酬生意，母亲则忙着和朋友打麻将，对孩子的

爱护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性规划，缺乏情感交流。 在一次家访中，王某的

父母就多次询问：“我们孩子这么积极配合，将来能否撤销案底，不影

响他的前途啊？”
这种功利性目的使得王某表面上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是社区矫

正警官告诉我们：“王某的配合只是为了获得矫正官的好评，将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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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底，其实他的作息时间依然比较混乱，经常和朋友在夜店里唱歌喝

酒，白天睡觉。”
我们的干预策略并没有真正生效。 我们只好改变将个体再犯风险

抽离生活情境的干预策略，而是沿着犯罪学家桑普森和罗布提出的再

犯风险生命历程演变思路（Ｓａｍｐｓｏｎ ＆ Ｌａｕｂ， １９９０），跟随案主的生命

历程，围绕其生活世界的关键事件和机会展开工作。 只不过我们不认

为这些事件会自动成为降低再犯风险的机会，而是需要社会工作的专

业干预，改变其习惯性反应模式，学习和尝试新的应对策略和模式。

（三）行动惯习：既是实践智慧，也是行为限制

基于上述问题，在勉强完成几次个案辅导和小组活动之后，我们就

改变干预策略，转为协助案主面对现实中的紧迫问题。 然而，我们发现

每一个案主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行为习性，而各自的行为习性使得他

们要么抗拒学习新的行为模式，要么架空学到的新行为模式。 布迪厄

指出，行为习性的生成主要是在场域结构中通过实践在身体中进行反

复刻画的过程，进而又被象征性符号体系所遮盖而作为自然化反应机

制，其核心特征是“无法认识”（布迪厄，２００３：１７７ － １７９）。 在不识理性

目的，或者说误识了象征体系的状态下，行为习性以一种自动化反应模

式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境进行即兴发挥（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７７： １０ － １５）。
比如，针对钱某的婚姻问题，经过对个案生命历史的梳理，我们发

现钱某的早期生活中存在一些亲子关系问题。 钱某的母亲从小对钱某

缺少关爱，总是采取呵斥和责备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钱某由爷爷奶奶

带大，所以对母亲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理智上爱自己的母

亲，另一方面在情绪上却愤恨和疏远自己的母亲。 这种原生家庭的亲

子关系模式导致钱某在亲密关系上缺乏安全感，并将其投射到现在的

婚姻关系中。 他对妻子既讨好又警觉，在夫妻生活中存在着暴力倾向。
他妻子有次在电话中抱怨说：“他心理不正常，需要心理辅导，每次醉

酒之后就要求性生活，而且很粗暴。”
我们把他的特殊的亲密关系模式反馈给钱某，希望他意识到自己

潜在的亲密关系模式影响着他的夫妻关系，并鼓励他尝试改变。 但是，
钱某口头上答应得很好，实际行动却依然被行动习性左右。 一次，钱某

酗酒之后再次跑到岳父家里去闹，要求把妻子接回家。 妻子家劝说不

成，就对他大打出手。 钱某见到我们时头上还缠着纱布。 而他这种不

９２１

论 文 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



理智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坚定了妻子离婚的决心。
鲍某和原生家庭的父母关系也很纠缠，她的父母一方面对她保护

有加，替她照顾孩子，帮助她解决住房和生活问题；另一方面却对她表

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并通过她的儿子来暗中监视她的动态，不时警告她

不要再惹麻烦。 尽管我们反复鼓励她勇敢地面对父母和兄弟对她的操

控，并愿意陪伴她去家里和父母兄弟沟通，试图为她培力，但是鲍某却

受顽固的行为习性支配，总是找借口拒绝我们的介入。 当我们提出要

帮助鲍某调解家庭关系时，她对我们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哥哥警

告我不要让你们去打扰我母亲。 否则，他以后再也不管我了。”但她又

委屈地告诉我们：“我也不满意哥哥和母亲对我的控制，但是因为我没

有工作，要靠母亲和哥哥帮忙照顾才能解决现在的住房和生活问题，所
以又不敢得罪哥哥，只能听哥哥的。”

鲍某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能自拔，虽然外人看得很清楚，也
向她解释得很明白，但是她却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虽然她总是

向我们抱怨孩子是自己的却和自己不亲，想要亲自照顾孩子，但就是不

敢挑战母亲和兄弟对她的控制，无法要回自己的孩子。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李某和王某的案例中，每个个案都有自己的

行动习性和塑造此习性的实践场域。

（四）借助关键事件的能量引发反省和改变

布迪厄使用人类学调查的案例反对经院学派的客观结构主义和理

性主义策略，强调实践意识和行为习性作为社会场域结构再生产的实

践逻辑，似乎习性成了一种无法突破的配置机制，不断地再生产象征资

本所掩盖的社会结构的支配模式。 然而，布洛维却认为，布迪厄把行为

习性的支配力量看得太重要了，尽管社会客观现实和象征体系都在通

过特定场域的互动游戏塑造着个体行为，但是个体对游戏的认同取决

于游戏本身带来的神秘化掩盖机制（ｍｙ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不是所谓的深入

潜意识或无意识领域的误识性的（ｍｉ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行为习性问题。 布洛

维认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是可以识破互动游戏制造的神秘化掩盖机制

的（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１２）。 然而布洛维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来揭露日常互

动游戏的神秘机制，并引发个体识破日常互动的神秘支配机制。 反思

实践导向的社会工作策略倒是提出了个体习性改变的机制———借助关

键事件引发的常规互动模式的危机，通过一种安全可靠和促发性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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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打破日常互动的游戏模式，进而推动当事人抓住机遇发生改变

（Ｆｏｏｋ， １９９６； Ｆｏｏｋ ＆ Ａｓｋｅ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 这和实践理论家夏兹金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ｃｈａｔｚｋｉ）提出的实践模式类似。 如果说行为习性或者实践

意识是一种通过身体发生的配置机制，那么我们可否通过新的实践情

景中特殊事件提供的情感目的模式（Ｓｃｈａｔｚｋｉ， １９９７：２９９）来引导当事

人去识破自己的行为习性，从而产生改变呢？ 在本文的四个案例中，我
们都采取了这种关键事件的对话策略，以事件本身的情感能量作为改

变的动力，帮助当事人反省过往习惯的反应模式，引导他们适当冒险，
尝试新的应对策略和互动模式。 下面我们选择钱某的案例来集中说明

这一干预策略。
钱某对维持现有婚姻幻觉的破灭就来自于一个特殊生活事件机遇

的出现。 在经过了反反复复、长达一年的“短暂约会—情绪改善—妻

子逃离—情绪低落—酗酒发泄—行为失控”的循环实践过程后，钱某

的妻子最终还是到法院起诉了钱某，这导致钱某一度情绪崩溃，每每深

夜酒醉后就给社工老师打电话倾诉。 在这个关键时刻，社工老师成为

钱某情绪宣泄和行为模式转变的引导者。 社工老师一方面耐心地倾听

钱某的情绪宣泄，另一方面适时地引导他面对危机，打破自己对婚姻不

切实际的幻想。
经过艰苦的调整期之后，钱某逐渐接受了现实，开始探索新生活。

他通过网络聊天的方式寻找到一位新的生活伴侣。 一天，钱某打电话

给社工老师，想让社工老师见见他的新女友，给他把把关，看是否合适。
尽管这超出了社工的正常工作范围，社工还是见了他的新女友。 他的

新女友比他大几岁，是位离异的女士，有一个女儿暂时跟着父亲在外地

生活，看上去温柔贤惠、聪明机智。 作为钱某的社工，我们认为这是一

个好机会，可以趁机分别和钱某和他的新女友重构各自原有的婚姻经

历，让他们彼此了解和反省各自的婚姻模式和自己的应对模式，希望能

够在这次的婚姻组合中采用一种新的婚姻模式。 我们提醒钱某：“新
的女友相对比较成熟，能够包容你的个性，但是你是否发现你在原来的

婚姻中太过任性和粗暴？ 你自己的个性有一种隐忍和爆发的周期性特

征，能否在新的婚姻关系中去改变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学会自然地表达

自己的情绪？”
我们也提醒钱某的女友：“虽然你喜欢钱某的直来直去，可是他的

个性并不成熟，他一方面非常安静和随和，但是在压力下又很暴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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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是简单包容他的个性，而要认识到这个特征，提醒他改变。”
这次谈话进行得轻松而深入，尤其是钱某能够对社工的谈话和引

导给予重视，双方都同意社工的分析和建议，开始了新的约会，并不断

地向社工咨询生活中碰到的问题。 经过半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结婚了。
婚后双方虽然也有小的摩擦，但是总体上过得还是比较幸福、甜蜜的。
钱某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戒掉了酗酒的毛病，安心工作，并把自

己的孩子以及妻子前任婚姻中的孩子接过来一起生活，成为了一个负

责的丈夫和父亲。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习性不是不可以被识破和改变

的，当然也不是通过理性分析策略可以被随便识破和改变的，关键在于

进入到特定时空的实践情景当中，跟随特定时空中的生活事件机会，协
助案主反思自己的习惯性做法，适当冒险，探索新的可能性，逐渐提升

自己的认知觉察能力和应对能力，把从生活事件中学习到的经验转移

到其他生活事件中去。 这正是维特根斯坦（２００１）所说的规则跟随实

践的家族相似性和权变性。 每次事件都是新鲜的，无法原样复制以往

的应对模式，只能在遭遇生活事件时勇敢地面对，积极探索体验新的反

应模式，学习新的反应模式。

五、结论与讨论

正如甘布瑞尔所言，真正的循证实践并不是仅仅遵循实践指导手

册，而是要把实证研究结论、案主的个体情况以及地方实践情景结合起

来（Ｇａｍ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６： ３４４）。 可是，正如布迪厄所言，循证矫正模式作为

一种学院实证研究提出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矫正模式，容易陷入理性主

义的认知行为模式而强调改变个体行为，忽视了个体行为和特定场域

下的象征文化体系的相互塑造过程以及“掩盖—不识”机制（布迪厄，
２００３：１７７ － １７９）。 但是，日常生活实践产生的行为习性和实践意识并

不是像布迪厄说的那样不能被识破，只能靠社会学家的反思技艺来实

现。 实际上，正如布洛维所言，实践场域中塑造的实践意识和行为习性

或许不是一种深层的不识机制，而只是一种互动游戏导致的神秘化掩

盖机制（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１２）。 只是，这种神秘化掩盖机制也不是简单地通

过认知行为治疗就能觉察和改变的，而是需要跟随生活历程，等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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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出现，借助于事件本身的能量来促使个体发生改变。 我们根据

上述案例所得出的结论是，要想突破个体行为习性和象征文化的神秘

机制（或者说不识机制），必须跟随案主的生活历程，利用各种生活机

会和关键事件来重构生活互动模式，发展新的应对策略。
然而，我们也并不同意生命历程学派所说的，只要生活事件出现，

行为模式和再犯风险就会自动发生改变（Ｓａｍｐｓｏｎ ＆ Ｌａｕｂ，１９９０）。 实

际上，正如富克等人提出的主张，围绕日常生活的实践，抓住关键事件

出现的时机，对生活经验的反思重组，才是专业实践的关键策略

（Ｆｏｏｋ，１９９６；Ｆｏｏ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Ｆｏｏｋ ＆ Ａｓｋｅｌａｎｄ，２００７）。 我们的研究也

支持了这种专业观点，不管是钱某生活发生的转折，还是李某、鲍某、王
某生活发生的转折，都是因为社工的陪伴、同理、支持和增权，协助他 ／
她去发现和创造生活机会，抓住特定生活事件来进行反思和对话，从而

促使当事人发生改变。 如果没有社工的陪伴、支持和增权，即使关键事

件发生在当事人身边，也可能白白浪费机会，不会成为改变的契机。
而能否识别生活事件、抓住生活机会，要靠专业知识的储备和专业

能力的训练。 这就涉及到本篇文章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最关键的专业实践能力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是循证实践所说

的有效证据的指导应用吗？ 还是诠释学派所说的地方性文化知识的循

环理解和启发性引导？ 在我们的案例中，所显示的是柯林斯所说的四

类知识类型的综合运用和体现：事实性规则知识、启发性教练式规则知

识、操作手册性质的觉识技巧和文化浸染技巧（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１：１０５）。
根据迈克尔·伊拉特对专业知识的划分模式，这四类知识也可以分成

两大类：一是实证研究揭示的命题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过程中关于如

何做的知识。 这两类知识借助于个人体察性知识，并通过具体经验联

系起来（Ｅｒａｕｔ， １９９４：１０３ － １１６）。 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发现的一般命

题和原则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具体的、直接指导实践的专业知识，它需要

和具体的情景案例结合起来，转变成如何做的实践能力。 而这个转换过

程离不开专业人员的个人体察经验。 伊拉特借鉴舒尔茨的现象学来说

明个人通过经验学习的模式。 每个人都处于生活的经验之流中，这组成

了日常生活交往秩序的基本模式。 但是，当我们遭遇问题或困难时，会
对常规经验模式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是出于实用性目的，根据一定的理

论视角，并针对特定情景目的进行的反思。 一旦进入反思过程，就会涉

及实践过程知识。 伊拉特把实践过程知识又划分为获取信息、熟练性行

３３１

论 文 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



为、审慎性思考、个人思维的元思维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受制

于生活的紧迫性，都只是快速收集和处理信息并作出熟练反应。 但是，
这样快速的加工信息和熟练反应并不总是有效，它受到诸如意外事件、
预期目的、特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错误。 因此，尽管熟练的决

策和反应能力在过去常被当作实践中的默会性知识（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
高级实践能力，但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高级实践能力，且容易出现失误。
伊拉特认为，真正的高级实践能力需要能够帮助进行审慎思维的过程知

识，以及对自身常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的元思维能力。 所以，关键是如

何把实证性知识和实践性智慧结合起来，培养一种根据实践情景举一反

三的实践能力，既不照搬实证研究的指导手册，也不依赖熟练技工的默

会性直觉反应技术（Ｆ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１８０）。 正是因为熟悉犯罪学提出的

再犯风险的八大风险要素和循证矫正提出的 ＲＮＲ 干预原则，我们才能

建立再犯风险的评估框架，敏锐意识到再犯风险点。 然而，要想彻底转

变他 ／她们的再犯风险，不能仅靠抽离的认知干预策略，而是需要进入其

生活世界，跟随其生命历程，抓住关键事件，促进其发生转变。 这就需要

社会工作者对生活世界和生活机会具有敏感性和洞察力。
总之，本文并不是要反对在犯罪矫正领域进行实证研究，而是批判

对实证知识的简单、机械套用，用一种工具理性的策略来控制现实情

境，并化约成对个体行为的治疗。 作为一种罪错行为机制的改变职业，
社区矫正专业当然需要学习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实证知识体

系，但是社区矫正的专业属性和专业能力不能停留在对实证性知识和

工具性技巧的掌握上，还必须具备柯林斯所说的对地方情景的洞察能

力。 这不仅需要社区矫正专业人员具备实践性知识和智慧来洞察地方

性情景下的行动策略，而且要协助矫正对象反省和觉识自己的生活处

境塑造出来的“口是行非”的顽固行为习性问题。 这种“口是行非”的
顽固习性并非如布迪厄所言无法被识别，关键是要在特定生活事件出

现时抓住这个机遇，在一种安全信任的环境下，由专业人员和当事人一

起反思重组自己的生活经验，鼓励当事人适当冒险，探索新的行动策

略，建立新的互动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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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ｖｉｇｎｙ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Ｄｒｅｙｆｕｓ， Ｈ． ＆ Ｓ． Ｄｒｅｙｆｕｓ １９８６， Ｍｉｎｄ Ｏｖ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ｒａｕｔ，Ｍ． １９９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Ｆａｌｍ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 Ｄｉａｎａ Ｗｅｎｄｙ Ｍ． ２００７， “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Ｍｙｔｈ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１） ．
Ｆｏｏｋ， Ｊａｎ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

Ｌｅｏｎａｒｄｓ：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Ｆｏｏｋ， Ｊ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ｙａｎ ＆ Ｌｉｎｅｔｔｅ Ｈａｗｋｉｎｓ ２０００，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ｈｉｔｉｎｇ ＆ Ｂｉｒｃｈ Ｌｔｄ．
Ｆｏｏｋ， Ｊａｎ ＆ Ｇｕｒｉｄ Ａ． Ａｓｋｅ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Ｖｅｎｔｕｒｅ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Ｇａｉｎｅｄ’ ．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６（５） ．
Ｇａｍｂｒｉｌｌ， Ｅｉｌｅｅｎ ２００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ｈｅａｄ．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６（３） ．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ｌｕｅｃｋ， Ｓ． ＆ Ｅ． Ｔ． Ｇｌｕｅｃｋ １９５０，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ｔｔｆｒｅｄｓｏｎ， Ｍ． Ｒ． ＆ Ｔ． Ｈｉｒｓｃｈｉ １９９０，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ｉｒｓｃｈｉ， Ｔ． １９６９，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Ｂ． ２００３，“Ｗｈａｔ Ｅｌｓｅ Ｃｏｕｎｔ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２（１） ．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Ｄ． Ｌ． ２００６， Ｗｈａ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ｔｉｎｓｏｎ， Ｒ． １９７４，“Ｗｈａｔ Ｗｏｒｋ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ｉｓ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３５．
Ｍｅｒｔ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５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ｌｅａｎｃｏｅ， Ｉｌｌ：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ｌｌｅｒ， Ｗａｔｌｅｒ １９５８，“Ｌｏｗ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ｉｌｉｅｕ ｏｆ Ｇａｎｇ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ＸＩＶ （３）．
——— １９５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ｗｅｒ⁃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３

（３） ．
Ｐａｙｎｅ， Ｍａｌｃｏｌｍ ２０１４，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Ｐｌａｔｈ， Ｄｅｂｂｉ ２０１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Ｉｎ Ｍｅｌ Ｇｒａｙ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 Ｗｅｂｂ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Ｒｕｂｉｎ，Ａｌｌｅｎ ＆ Ｅａｒｌ Ｂａｂｂｉｅ ２００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ｍｐｓｏｎ， Ｒ． Ｊ． ＆ Ｊ． Ｈ． Ｌａｕｂ １９９０，“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５．
Ｓｃｈａｔｚｋｉ，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１９９７，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ｉａ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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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ｄｄｅｎｓ．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７（３） ．
Ｓｃｈａｔｚｋｉ，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 ， Ｋａｒｉｎ Ｋｎｏｒｒ Ｃｅｔｉｎａ ＆ Ｅｉｋｅ Ｖ． Ｓａｖｉｇｎｙ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ｃｈö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Ａ．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Ｈｏｗ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Ｃａｒｏｌ ２０１２，“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ｒｉｓ Ｂａｉｒｄｓ Ｐａｐｅｒ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Ｅｖａｎｓ （ ｅｄ． ）， Ｗｈａｔ
Ｗｏｒｋｓ—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ｍ： Ｋｅｙｓ ｔｏ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Ｅｒｎｅｓｔ Ｔ． １９９６，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ｄｗｉｎ Ｈ． ＆ Ｄｏｎａｌｄ Ｒ． Ｃｒｅｓｓｅｙ １９６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 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 Ｂ． 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Ｃｏ．

Ｓｙｋｅｓ， Ｇｒｅｓｈａｍ Ｍ． ＆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ｔｚａ １９５７， “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２（６）．

Ｕｇｇｅｒｈøｊ， Ｌａｒｓ ２０１１， “ 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９（１）．

Ｗｅｂｂ，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２００１，“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３１．

Ｗｉｔｋｉｎ， Ｓｔａｎｌｙ Ｌ． ＆ Ｗ． 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１，“Ｗｈｏ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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