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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accidents always threat to people's lives and safety, how to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future transport development. We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concepts of traffic social work in this paper, and divide it into three field, including traffic 

accidents prevention, traffic accidents intervention and traffic safety advocating. We use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crisis intervention theory, narrative therapy theory, ecosystem theory concept, combined 

with casework, group work, community work three methods, to intervene the three areas. This paper 

has proved that conduct traffic social work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reducing the disasters through 

discussing each domain of it. 

Keywords: Traffic social work; traffic accident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raffic safety advocating.  

 

交通社会工作：领域、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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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路交通事故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何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成为未来交通发展

的重中之重。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交通社会工作这一概念，从领域、理论、方法三方面建构

了交通社会工作的研究框架。本文将交通社会工作的领域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交通事故预防、

交通事故干预和交通安全倡导，结合案例，运用了灵性视角、危机干预理论、叙事治疗、生

态系统观等理论，结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方法，对三个领域进行干预。通

过对每一领域的分析说明了开展交通社会工作对减少事故发生、降低事故伤害，营造和谐有

序的社会交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交通社会工作；交通事故；事故干预；交通安全倡导 

1. 前言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道路交通的不断扩建，交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便

利，至2011年底，我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已达到17人/辆。由于汽车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高速

发展，交通压力急剧增大，造成道路与车辆的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伤亡人数

和经济损失都呈持续增加的态势。据统计，我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实际死亡人数约15万人,

受伤人数约60万。另一方面，道路交通事故是一种严重的危机事件，它会给当事人带来难以

承受的心理创伤，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道路交通事故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性问题，如何

减少和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降低事故损失，已经成为改善城市安全状况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交通社会工作的目的就在于将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交通领域，从而有效降

低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减轻交通事故的伤害程度。在理论意义上，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交

通社会工作这一概念，将交通社会工作的领域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交通事故预防、交通事故

干预和交通安全倡导，并从领域、理论、方法三方面建构了交通社会工作的研究，补充了社

会工作的研究内容，对于日后研究交通社会工作领域具有借鉴和引导作用。在实践意义方面，

文章结合案例，通过对每一领域的分析，说明了开展交通社会工作对减少事故发生、降低事

故伤害，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交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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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事故预防 

据统计，在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中，有70%以上的事故是由驾驶员造成的，可见驾驶员是影

响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提高驾驶人员的心理素质，扭转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的错误

心理，加强驾驶员面对突发事故时的应急能力以及处理马路冲突的能力，对于预防交通事故

的发生是非常必要的[4-7]。 

2.1. 影响因素 

那么哪些心理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在此本文总结了三点普遍的驾驶员障碍心理，

即紧张心理、侥幸心理以及驾驶员的性格和情绪。第一，紧张心理。有这种心理的驾驶员在

行车过程中往往过于瞻前顾后，由于时刻担心发生事故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并且会在遇到会

车、堵车、通过路口或突发情况时格外紧张，过于紧张的心理会让驾驶员判断失误，难以准

确操纵车辆，从而造成事故的发生。第二，侥幸心理。这一心理是指驾驶人在行车过程中，

由于几次偶然避免了事故或意外地免于伤害，就产生了思维定式，认为运气可以解决问题，

从而在遇到可能发生事故的因素时，不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企图依赖运气或其他偶然因素来

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驾驶员自身的性格以及强烈的情绪。有研究表明，具有内向性格的

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更低，这是因为内向性格具有谨慎、严于律己、不冒险的特点。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受，积极的情绪对于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有帮助作用，反之消极情绪

则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强烈情绪，如狂喜、悲伤、愤怒、恐惧、绝望等，往往会导致事故

的发生。 

同时，除了心理方面的原因，驾驶员的应急能力同样不容忽视。应急能力差就会导致在

事故即将发生时异常慌张，从而做出错误的应急行动，导致事故的发生甚至会加深事故的严

重程度。相反，具有良好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驾驶员在遇到交通突发事件时会保持冷静，

并迅速做出正确规避风险和事故的应急行为，避免事故的发生[8]。 

2.2. 预防措施 

针对上文提到的驾驶员的主要心理障碍，就如何对驾驶员开展事故预防的培训，结合社

会工作的理论和介入方法，建议从灵性视角出发，运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方法来开展。

灵性是指赋予自我发展和自发转变以动机的内在本质，灵性视角强调追求灵性，积极追求有

意义有价值的生活。针对心理障碍严重的驾驶员，更适合开展个案工作。在个案工作中，社

工要始终保持尊重和赞赏的态度，给出案主理想的示范，帮助其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的灵性

及其优势，从而使案主寻找到精神动力并做出改变。具体的干预做法包括积极想象、音乐治

疗、诗歌治疗、聚焦桑松、冥想、对话、宽恕等等，社工可以根据案主的具体情况选择采取

哪些干预技巧[9]。 

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之一，是一种以两个或者以上的个人组成的小组为

工作对象的方法。它开展的方式是在社会工作者和组员之间进行有目的的小组活动，从而帮

助小组成员共同参与集体活动，达到开发个人潜能，从而获得个人成长的目的。小组工作可

以应用于有共性问题的驾驶员培训活动。在驾驶员培训过程中，社工在确定小组目标的前提

下，以十人为一组，定期开展小组活动。小组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驾驶员认识到安全意识和

守法意识的重要性，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及时排除行车的各项安全隐患。小组可以播放影

音资料来对驾驶员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开展组员事故经验总结交流活动，因为组员更容易接

受互相的建议。演示反面案例，使小组成员直观的了解到错误意识和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

小组的第二个目标是培养驾驶员的心理调节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行为是其

心理状态的反应和表现，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使驾驶员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迅速做出正确判断，

进而避免事故的发生。这一目标下的活动内容包括开展建立信任关系的游戏，使组员在训练

过程中有积极的参与性以及安全感；采取聚焦放松、音乐治疗、艺术治疗等方法，让驾驶员

可以将心理调整到平稳自然的状态。小组的第三个目标是减少外界环境对驾驶员情绪的刺激，

避免情绪的过度波动，保持平和的驾驶心态，有利于增强行车安全。小组可以进行放松练习，

在驾驶员情绪突然变化时，可以采用 “有意识的呼吸”的干预方法，使驾驶员感受自己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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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身体以及心灵，从而达到放松身心和保持平静的效果。还可以开展积极联想练习，在驾

驶员情绪异常时，通过联想法来转移注意力，鼓励驾驶员联想美好的事。宽恕也是一种可以

稳定情绪、减少外界干扰的干预方法，宽恕自己或他人是缓解痛苦有效方式，可以抚平狂喜、

暴怒、绝望等极端情绪[10-12]。 

在培训驾驶员的应急能力和处理马路冲突能力方面，小组可以开展的活动如现场情景模

拟演示，由社工设定道路情境，组员轮流演示，结束后组员互相交流，最后由社工进行正确

演示，帮助组员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办法。小组也可以采用体感虚拟驾驶模拟的方法，来锻

炼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应急能力。良好的驾驶技术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基础，驾驶员自身应努

力提高职业素养，熟练驾驶技能和规范，同时交通部门应完善驾驶员的上岗培训，如引入社

工、心理咨询师、应急专家对驾驶员进行交通突发事件应急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并将其划入

考取驾照的考试科目。 

在以上驾驶员培训小组中，小组工作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影响成员价值观、

态度以及行为发生转变，使驾驶员认识到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的重要性，改变其错误的驾驶心

理和应急做法，恢复并提高驾驶员预防事故和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促进个人成长。二

是矫治性、教育性工作，促使成员遵从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培养其社会责任心。

三是小组成员利用集体的力量共同解决问题，互助友爱，共同参与、共同进步。 

3. 交通事故心理干预 

道路交通事故作为一种危机事件，具有随机性、突发性的特点，会给事故双方和其他受

影响者带来难以承受的心理伤害和情绪反应，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恐慌情绪和应急时产生的

心理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对事故双方进行事故干预具有必要性。道路交

通事故的干预对象一般包括事故双方和其他受影响人群，如双方亲属和救援工作者。由于所

干预的对象对交通事故的接触角度不同，所以其产生的心理生理问题也不同。心理干预的目

的就是帮助以上对象治愈事故对其产生的心理伤害，使其面对强大的心理压力和危机事件时，

能够调整应激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同时帮助案主整合其生活环境中的社会资源，使其获得

社会支持。目前交通事故心理干预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事故的双方进行干预，而非一方。社

工在进行干预时，要针对对象不同的行为表现和心理问题采取相应的干预方法。在对双方案

主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坚持接纳、尊重、个别

化、案主自决、不批判以及保密的工作原则。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可以采用危机干预理

论和叙事治疗法进行介入。 

3.1. 危机干预 

先来介绍一起案例，2015年5月3日，成都某立交桥发生了一起打人事件，被打女司机因

变道妨碍了后方车辆，导致后车司机出现愤怒情绪，从而将女司机拖出车外，当街施以暴力，

造成女司机受伤严重。在这起事件中，虽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然而这同样是不正确的行车

行为。如何对打人男子和被打女司机进行危机干预是防范和解决问题的重点。危机干预，也

称危机介入、危机调解，是一种为处于危机中的个体提供帮助和心理支持的技术手段，通过

发掘他们自身的潜能使之心理重新建立或恢复到危机前的平衡状态，以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

对于事件中的男司机，要采取认知模式对其进行干预，给予其支持，倾听其在事件发生过程

中的想法和心理状态，减轻社会舆论对其造成的心理压力，降低其情感波动，并通过对事件

的客观分析使其认识到引发其做出打人行为的非理性认知，进而帮助其制定矫治计划，即如

何改善其“马路愤怒”的现象。对于事件中的女司机，其危机主要是被打后生理和心理上的

危机，针对这一情况，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其心理和情绪，给予其正面的情感支

持。其次采取倾听技术、提问技术、表达技术等干预手段，即主动倾听并热情关注，为其提

供疏泄机会，鼓励女司机将其内心情感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希望，使其保持乐观

积极的态度，走出社会舆论的压力。同时也要鼓励其认识到违章变道和驾驶的错误行为对道

路交通安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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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叙事治疗 

叙事治疗的核心就是人的生活经由不同的故事构成，认为问题是个体的外来事物，也就

是强调人是人，问题是问题，服务对象是拥有智慧和资源的专家，这种新颖的观念是社工在

服务过程中可以与服务对象一起构建新的生活，给服务对象新的希望，而不是削弱服务对象

的能量。叙事治疗的主要步骤包括故事叙说、问题外化、解构、重写。下面会结合案例介绍

叙事疗法在事故干预中的具体应用。 

2011年11月3日，在武汉市发生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案主驾驶摩托车载着其两岁的女儿去

市场购买物品，在经过某公司的大门拐弯处时与进入该公司的货车相撞，事故造成女儿死亡，

案主致残。案主35岁，与妻子在武汉市做生意，两人仅育有一女。车祸发生后，案主双腿有

不同程度的受伤，且夫妻两人承受着丧失独女的伤痛，案主身体残疾，又失去孩子，对以后

的生活完全失去希望。针对案例中案主的情况，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叙事治疗的方式介入。

社工首先将问题外化，说明失独问题不仅仅发生在他身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同时

向案主讲述残障人士身残志坚、自力更生的典型事迹，鼓励其找到生活的动力，重新规划生

活。接下来社工要寻找故事，进一步了解了案主平时是如何生活的，找到其生活中的兴趣点，

并以此为突破口重新建构故事，让案主接受女儿已经去世的现实，并鼓励其可以把对女儿的

思念融入新的生活中，进而赋予生活新的意义。在这一案例中，叙事治疗能够以独特的方式

帮助案主解决问题，并重构新的、更有意义的故事，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生活。 

在工作方法上，以上两个案例采取的都是个案工作的方法。个案工作提供的支持，一方

面表现在物质帮助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整合受助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缓解受助者在人际

关系失调、情感受挫以及行为失控等面临的危机。在以上两个案例中社工对案主提供的帮助

主要是后者，提供情感支持，协助案主克服心理和生理危机，以恢复其社会功能。 

4. 交通安全倡导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道路交通迅速发展，至2011年我国公路总里程数为

410.6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84900公里，里程数均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同时

我国汽车保有量也逐年增大，至2014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新增1707万辆，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2.64亿辆，其中汽车1.54亿辆。“道路和车辆作为道路交通系统中器物层面的内容，最容

易被社会所重视，其发展最为直观和见效，相比之下，交通系统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和器物

层面的发展不对称，具体表现为交通参与者的交通理念、交通意识、交通素养等与道路和车

辆发展的速度不匹配”。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是造成事故频发、伤亡大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

汽车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交通安全意识的树立。 

针对我国日益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以及未来发展社会交通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寻求

一种从根本上有效的方式来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努力营造以安全为基础的和谐发展

的社会交通环境。道路交通安全倡导就是预防交通事故的治本之策。 

4.1. 现存问题  

近年来政府和相关部门在交通安全倡导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然而随着交通流量道路条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的交通安全倡导就暴露出诸多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在微观层次上，社会中的个体没有真正树立起交通安全意识，没有认识到

交通安全知识的重要性。在中观层次上，没有形成浓厚的交通安全倡导氛围，各种社会组织、

社团机构、社区对于交通安全倡导基本上只流于形式，目的则是为了应付上层检查。在宏观

层次上，交通安全倡导多为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开展方式，政府、相关单位部门以及

社会大众对交通安全倡导的重视程度不够，整体的社会参与度较低，并未形成全民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局面，群众的参与意识严重缺乏。另外，各级政府和交通部门开展交通安全倡导多

流于形式，缺乏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并且开展活动的形式单一性和受众多元性不相匹配，

导致成效并不明显，远未达到安全意识深入人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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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态系统视角下的创新性办法 

要提升交通安全教育倡导的效果，必须创新方法，结合生态系统观，可以针对不同系统

层次开展不同的宣传手段。首先是微观系统，即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本身。个体自身要树立明

确的观念，认清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和知识的重要性，主动关注和学习相关知识，并感染带动

身边的其他个体。其次是中观系统，即个体的家庭、朋友圈、社区以及与个体相关的各种群

体组织。中观系统的倡导可以采取社区工作的方法。社区工作是以整个社区及社区中的居民

为服务对象，以居民参为基本手段和重要目标的一种社会工作方法，其最终目标就是通过社

区居民及团体的参与、合作和互助，提高社区福利水平，促进社区进步。具体的做法是要整

合社区资源，最大程度上动员居民的公共参与度，开展专项主题活动（如“交通安全知识进

我家”活动）；在社区网站开展网络宣传，扩大宣传范围；播放影音资料，举办专题讲座；

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增添活动趣味性，以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最后是宏观

系统，即社会大环境。这一层次的倡导活动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倡导措施如下：一，要

完善法律法规，提升全民全社会参与的法律约束力，相关单位部门也要加大执行力度。二，

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部门要紧密配合，动员一切可用力量，扩大交通安全宣传的范围和影响。

三，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宣传机制，要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发挥社区、社会团体、驾驶员培

训机构、保险公司等组织的积极带动作用，整合社会媒体资源，拓宽宣传渠道，真正建立起

社会化的宣传网络。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丰富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针对不同受众群体

实施差别化的教育，从而争取效果的最优化。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是减少事故发生的治本之策，交通安全倡导作为提升交通参与者理性

认知的重要手段，其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努力构建交通安全倡导的社会化模式，提升全民

全社会的交通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交通环境。 

5. 结论 

我国目前交通形势日益严峻，道路交通事故的伤亡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如何建设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是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开展

交通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对交通事故预防、

交通事故干预以及交通安全倡导三个领域进行干预，有利于改善交通现状，创造人、车、路

和谐发展的社会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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