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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福利国家对贫困根源的 解释, 经历 了从收入 不足到 能力不 足, 再 到权 力不足, 最

后到动力不足的过程; 而福利国家危机中 暴露出 来的因 动力不 足而导 致的福 利依赖问 题, 成为工
作福利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倡导/ 工作第一0的工作福 利政策, 对重塑欧 美国家的工 作伦理观
和实现自我保障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其在 实践中, 部分 显失公 平的政 策设计、高昂 的政策 隐性成
本, 以及对缓 解贫困的作用有限等问 题亦不 容忽视。对 正处于 改革中 的我国 福利制度 建设来 说,
无论是工作福利政策的理念, 还是工作福利的局限性, 都 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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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的根源: 从物质不足到动力不足
人们最早认识到的贫困是收入贫困( income poverty) , 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 在该状态下,
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由于收入贫困概念的局限
性, 人们对贫困的关注开始从单纯的收入转向个人的禀赋( endowments) , 对贫困的分析也从收入贫
困转向能力贫困。能力贫困( capabilities poverty) 是由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提出的, 森认为贫困
虽然表现为收入低下, 但其根本原因是获得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 capability deprivat ion) 和机会的丧
失, 强调/ 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0才能实现, 主张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
[ 1]
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 而应该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
但森的/ 能力贫困0
理论只强调主观的能力, 却忽略了客观的机会。而在现实中, 许多穷人其实并不缺乏必要的能力,

只是社会没有赋予他们发挥这些能力的公平机会和公正权利。基于此, 穷人社会权利的不足开始
受到重视。社会权利贫困( poverty of social right) 理论源于马歇尔( T. H. Marshall) 公民权利理论的发
展。马歇尔认为公民权的一个要素是/ 取得最基本的经济福利与保障 , , 以及过上相对于普遍社
会标准而言的体面生活0, 同时/ 个人对福利的要求是神圣的和不容置疑的, 是天赋权力特征的一部
分 , , 0主张将资源的再分配同公民享有福利的社会权利加以结合, 使福利政策成为一种保证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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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民基本权利的途径。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强调福利国家的发展不仅应对公民需要的结构和
文化层面决定因素给予关注, 同时也应致力于将公民的社会参与同社会发展加以整合, 使资本主义
制度朝以经济的混合化、福利的多元化、公民权利和义务并重的模式发展, 以实现稳定的社会团
[ 2]
结。
但随着福利国家建设中的福利膨胀, 尤其是/ 福利病0的全面爆发, 贫困治理的问题日益暴露。
在相当可观的免费福利面前, 穷人失去了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动力缺失而导致的贫困, 使得许
多身强力壮且并不缺乏能力和机会的劳动人口, 拒绝工作, 患上/ 福利依赖症0。动力缺失被认为是
比贫困问题本身更严重的问题, 因为贫困只是一个不好的经济现象, 不难解决; 而依赖则是一个不
[3]

良的文化行为, 发展下去甚至会导致/ 西方传统的终结0。
在对贫困根源的/ 动力缺失0解读中, 工作福利思想开始形成, 认为社会/ 应建立一种使福利可
以维护, 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 active welfare) 政策0, 主张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
策, 通过在经济、
教育、
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 提高福利受益人( welfare recipients) 进入
市场的能力, 并帮助他们适应就业, 以防止一些人滥用福利。[4] 工作福利作为正式的社会政策术语
被提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美国, [ 5] 并在 80 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的福利改革中被逐步推向前
台。在美国, 继里根政府的/ 向福利宣战0( war on welfare) 中达成/ 工作福利共识0 (workfare consen2
sus) , 并在 1988 年 / 家庭支持法案0( Family Support A ct, FSA) 的实施得以充分体现。继任的布什和
克林顿政府大都继承了里根时代工作福利的思想, 致力于清理/ 福利垃圾0(welfare mess) , 强调工作
第一(work first) 。克林顿在其施政纲领/ 新誓约0(New Covnant) 中着力强调, / 不能让一个能够工作
[6]
的人永远依赖福利0, / 如果你们能够工作就必须工作0, 因为/ 你们不可能永远依靠救济过日子0。
而 1996 年, 克林顿签署的/ 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案0(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 PRWORA) , 更是一项典型的工作福利法案, 其核心内容是以/ 贫困家庭临时救助0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ed Family, TANF) 取代实行了 60 多年的/ 失依儿童家庭救助0 ( Aids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d Children, AFDC) 。
欧洲是/ 福利病0的重灾区, 对社会福利的反思和批判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政策的主
流。在英国, 撒切尔主义者曾将福利国家视为/ 一切罪恶的源泉0, 因为/ 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
立精神0。在激进的削减福利的改革中, 撒切尔和梅杰政府投入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来推进从社会
福利到工作福利( from welfare to workfare) 的政策, 强调/ 为福利而工作0( work for your2welfare) 。而在
福利改革中主张/ 第三条道路0的布莱尔, 亦曾公开批评/ ( 福利) 经常在没有强调相应责任的情况下
[7]

就发放了0, 政府应该使这个/ 不工作阶层0( 指英国数百万从未工作过的成年人) 参加工作, 指出
/ 新福利国家应该能够帮助和鼓励工作年龄的公民承担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0, 并基于这一原则, 制
[ 8]

定了重建以工作为中心的福利国家的任务。

二、调整社会政策: 以/ 工作福利0替代/ 社会福利0
从字面上看, / 工作 福利0 (workfare) 可以被理解为/ 为福利而工作0 或是/ 以工作 为目标的福
利0。直至今日, 工作福利的概念在学术界并不统一, 但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将/ 任何鼓励或促使人们
从福利转向有偿工作的政策干预0都视为工作福利政策, 并将干预的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劳动
力供给的干预, 即通过激励措施鼓励福利受益人寻找工作或增加劳动投入, 通过提供促进式的帮助
和辅导使他们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就业障碍; 一种是对劳动力需求的干预, 即通过激励措施鼓励雇主
[9]
更多地雇佣福利受益人为雇员, 通过对福利受益人的人力资本投入使他们对雇主更具雇佣价值。
从政策目标看, 一是通过发放就业补贴、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或者提供培训并强化工作经验等手段,
来增加那些纯粹依赖社会福利的人的工作机会; 二是通过提供一系列广泛的咨询服务以及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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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机会, 来改变那些长期领取社会福利的人的态度和动机; 三是通过改革税收和福利待遇体系
[ 10]
结构, 从政策上更加明确地激励社会福利的申请者去积极地利用所提供的工作机会。
与此政策
目标相匹配的政策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享受福利的准入门槛, 并降低了福利给付水平;
二是将福利给付与求职努力联系起来; 三是给予低工资就业的福利受益人必要的保护。
欧美国家工作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 意味着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由福利主义(welfarism) 向工作福
利主义(workfarism) 的转变, 这个转变部分反映了保守主义者的思想, 认为政府能设计一整套奖惩制
度, 以促使福利受益人以预想的方式行动。他们赞成向福利受益人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经济补助, 以
交换能够恢复 传统价 值观的 行为, 因此 有人 将这种 福利 津贴 与行 为控制 的结 合称 为/ 文 化福
[ 11]
利0。
工作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观是工作伦理( work ethic) , 即/ 能够工作的人决不能永远依靠福
利生活, 而有工作的人不能生活在贫困中0, 包括三层涵义: 一, 工作是一个对个人和家庭都能带来
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重要准则; 且多数福利受益人即便因身体条件或家庭负担等原因不能从事全职
工作, 但都有能力工作; 有能力从事工作的福利受益人是应该从事工作的, 同时也应积极寻找工作。
二, 有劳动能力的福利受益人是愿意用工作来回报他们所得到的救助金, 而且能够投身到一系列公
共服务劳动中去。工作福利政策将使有劳动能力的福利受益人间接地受到工作价值理念的灌输,
而提供服务劳动的过程能直接地使当事人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并使他们的就业能力得到提升。
三, 对绝大多数的福利受益人来说, 福利给付应当仅仅被看作是在他们无工作时社会为其提供的过
渡性援助。就业是最好的社会保障和摆脱贫困的方式, 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有能力保护/ 有工作的
穷人0。如果福利受益人坚持做一份工作时间足够长, 就能够/ 登上经济发展的阶梯0。
工作福利政策的实施遵循强制性和目标定位( targeting) 的原则。强制性原则是指工作福利政
策是一项强制的劳动力市场计划, 福利受益人必须为福利而工作, 而没有履行工作义务, 将减发甚
至终止其福利给付。布莱尔政府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工作福利政策 ) ) ) / 青年人新政0( The New Deal
for Young Unemployment People) , 就规定年龄在 18- 24 岁、
处于失业状态并申领求职者津贴连续 6 个
月者, 必须强制加入, 且必须在政府提供的四个项目( 即为期 6 个月的国家补贴就业或创业; 全日制
[12]
教育或培训; 环卫工作和公益部门工作) 中选择一个, / 没有第五种选择0。
强制性工作参与旨在
使福利受益人保持一种工作伦理, 对政府而言, 强制性工作计划的其他好处还在于能够抑制福利申
请的增长, 防止已经有工作或者很容易凭自己能力找到工作的人的搭便车行为。/ 目标定位0原则
是从福利资源稀缺性的角度, 认为福利计划作为一项再分配政策, 是一种优效型公共物品, 从而应
[ 13]

该将有限的资源定位于/ 最需要的人身上0,
以提高福利资源分配的效率。/ 目标定位0原则不再
固守传统福利给付的价值中性, 而是强调对福利受益人的道德品质判断, 并力图重塑那些/ 问题人
[14]

口0即/ 不道德的公民0或/ 行为失控者0包括/ 不称职的父母0 和/ 懒惰的母亲0。 / 目标定位0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行为纠偏方式, 旨在将负责任的行为作为领取福利津贴的一个条件, 从而在微
观上调控福利受益人的选择。

三、
/ 终结0福利的代价: 工作福利政策的局限性
工作福利政策打着重振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工作伦理价值观的旗号, 并宣称要/ 终结0福利( end
the welfare) , 在实践中也确实使一些福利受益者经历了从/ 工作、
更好的工作到职业0( a job, a better
job and a career) 的转变, 成为自食其力者( self- support) 。但在社会福利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福利国
家, 工作伦理观不可能/ 奇迹般地被全社会所接受0, 而/ 从一种援助贫困者的不成功制度过渡到一
个提供有效工作的制度过程0, 也注定要付出代价。
事实上, 工作福利概念自提出之日起, 就存在激烈争议。有人批评该政策就是迫使人们从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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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工作, 甚至可以要求福利受益人无偿参加劳动以抵消其领取的救济金。工作福利政策强制性
原则和惩戒性措施, 对福利受益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容易导致他们不得不接受对其可能并不
公平的就业安排。例如在美国, 完全同等的工作, 个人参与公共就业计划中社区服务工作所换取补
偿与正式员工所享有的待遇存在很大差别。在旧金山和加里福尼亚, 1400 多名福利受益人参加这
种社区服务性质( 例如看护公共建筑、
打扫城市街道、清理公共交通工具等) 的工作, 然而同等的工
作所换取的社会福利补助金却不到工会雇员计时工资的一半, 因而有人认为该政策实际上是在利
用这些贫困失业者。政府官员对此辩解说, 福利受益人从事社区服务性工作是为了让他们养成基
本的工作习惯以及接受监督管理。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但如果福利受益人在这
样的计划中工作一年以上, 再说是为了/ 养成工作习惯0就不免有些牵强了。
而从实践来看, 工作福利政策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有限。工作福利政策在倡导工作导向( workorient) 的同时, 力求使福利受益人通过工作而摆脱贫困。但数据表明, 低工资的劳动者并没有因此
而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变, 2000 年, 美国 11. 3% ( 3100 万) 的人口仍处在贫困线之下, 其中 1380 万人
口的收入不足贫困线收入的一半。对那些低技能和贫困的工作者, 包括年轻人、
少数族群人口、
单
亲家庭和没有高中文凭的人来说, 他们的实际工资并没有提高。1999 年的实际工资水平仍低于
1979 年的水平; 工作也越来越短期化, 大部分工作都是销售、餐饮、
文员以及其他服务型工作, 平均
[15]
每小时工资介于 5. 57- 8. 42 美元之间, 平均年收入在 8000- 160 000 美元之间。
同时, 兰伯特等

学者对芝加哥低工资就业者的经济状况分析后认为, TANF 没有考虑到因工作时间的变动和工作频
繁更换带来的收入损失和新增的隐性成本, 且大多数被雇佣的前福利受益人也因此失去医疗保险、
儿童补助、
带薪病假( 休假) 等, 因而获得工作对他们来说, 反而意味着/ 巨大损失0。
在美国, 没有证据表明福利领取者是/ 懒汉0群体。从对领取者的调查看出, 他们大多数都有工
作的愿望, 但约有 65% 的人承认不积极寻找工作。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选择福利而不是选择
工作, 往往是基于经济上的一种理性选择。大多数福利受益人特别是长期受益者, 往往缺乏必要的
工作技能, 即使找到工作, 其工资收入也不比福利津贴高。一般情况下, 福利受益人对工作抱有积
极的态度, 尽管他们知道福利救济对他们非常必要, 但还是希望通过有偿就业脱离福利, 并赢得自
尊和尊重, 同时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然而, 他们所表现出的对/ 工作第一0的积极态度和对自身
能力的乐观估计, 却常常被现实环境, 尤其是低工资和就业的不稳定性所打破。
同时, 工作福利政策的隐性成本亦不容忽视。工作福利政策包含大量的工作参与项目, 而这些
项目的实施, 无论是依托公共部门还是公益性组织, 都需要耗费管理成本, 以及对非熟练工作者( 指
福利受益人) 进行培训的费用。但政府给予他们的工资津贴或者很低或者不存在, 常常不能弥补他
[16]

们的管理和监督成本。 因而工作岗位的提供者需要具有奉献精神, 但/ 奉献精神0是一种软约束,
目前已经出现潜在的雇佣组织不愿雇佣指定福利受益人的现象, 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的大量退出。
而由于/ 合适0的雇主数量不足, 政府或是刻意地开发/ 公益岗位0来实现对福利受益人的工作参与
承诺; 或是将常规性的工作转变为工作福利岗位。根据工作福利政策的要求, 为了避免补贴就业项
目影响到正常的受雇工人, 使他们不会因此被解雇或者被替代, 补贴就业项目要求提供的工作必须
是该组织正常工作量以外的工作, 而且这些工作不大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完成。但由于这样符合
项目要求的工作岗位并不能满足需求, 因而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 一些国家的所谓/ 社会公益性0工
作项目, 大都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常规管理服务活动, 严格上讲并不符合工作福利政策的要求。而专
门设立工作福利岗位的现象更加常见, 例如在意大利, 1995 年出台的第 31 号条例规定, 必须参加
/ 社会公益性工作0才能领取失业津贴, 立刻导致/ 社会公益性工作0数量的激增, 在短期内各地就草
[17]
草创造了多达 5. 3 万个工作岗位。

# 102 #

四、工作福利政策的意义及对我国的启示
工作福利政策强调福利受益人的责任和义务, 崇尚工作伦理, 倡导以更加积极的手段实施福利
供给, 其理念的创新和政策的有效性是非常明显的。与福利受益人没有任何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
相比, 工作福利能减少纳税人为社会福利的支付, 并降低福利依赖行为。从本质上说, 工作福利政
策的目的不是对福利受益人的束缚, 而是一种/ 赋权0( empowerment ) , 使得福利受益人不仅获得了
/ 一张福利支票0, 而且/ 在工作中使自己充实和完善0, 从而/ 获得他人的尊重0, 并为进入就业领域
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 工作福利政策是帮助遭受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重新回归主流社会的
最好方法, 能使那些缺乏就业机会或缺乏就业技能的被排斥对象获得社会的吸纳和认同。[18] 而同
时, 工作福利政策的局限性表明, 工作福利政策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人都乐意接受的程度, 政策仍需
调整和改进。
虽然就贫困和反贫困问题而言, 我国与西方福利国家有着很大差异, 但工作福利的理念在我国
一些具体的社会保障项目中亦有体现, 例如在城镇低保制度中, 就要求在就业年龄内且有劳动能力
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 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 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委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
动, 并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益培训、
职业介绍等公共服务, 且如果无故拒绝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
机会三次以上者, 原则上将中止低保待遇给付。因而, 我国目前的社保体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工作
福利理念, 但不少政策规定与工作福利理念是不谋而合的。而且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政府对社
保工作的重视, 我国的福利水平将进入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期。为了在避免重蹈/ 福利陷阱0的同时,
又能维护福利政策所应有的公平取向, 工作福利政策在实践中的功败得失无疑是最好的借鉴。
首先, 必须对福利受益人分类施助, 因为福利受益人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 不能期待一把钥匙
开所有的锁, 否则既要付出高昂的政策成本, 还会导致/ 边缘化0的问题。事实上, 即使在欧美工作
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很多项目存在着/ 选择性服务0的问题。例如, 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 决策
者( 就业机构官员、
社会工作者等) 本能地倾向于帮助那些最具就业能力的人, 因为即使在西方国
家,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单纯追求工作量的问题, 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使退
出自己/ 包干的客户群0的人数最多, 而不是花费实践和精力去完成其他的相关目标, 如惩罚/ 不合
作的客户0。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 / 购买昂贵的公正0等于自找麻烦, / 容易0个案( easy case) 退出更
[19]
能体现项目绩效。
其实, 不论对选择性服务如何解释, 不可避免的结果都是/ 撇脂0 ( creaming) 行为。政府部门曾
辩解说选择性服务可以形成师范效应, 即以少数人的成功作为动力, 从而将能力较差的人也/ 拉进0
就业。但在实践中这种成功就业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微弱的, 因为福利受益人个体间的就业禀赋差
异显著, 给最有就业能力的人找到工作所积累的效应, 并不会对就业困难的人产生多大的正面推动
作用。因而, 随着欧美国家工作福利政策的实施, 那些教育水平低下、身心有残疾或是家庭负担难
以摆脱( 例如需要照顾生病的孩子) 的穷人, 几乎所有的工作福利政策都是难以奏效的。基于此,
/ 对于那些基本读写能力极低、几乎不可能就业的人0, 有的国家已经考虑/ 通过监督受益人对其子
[20]

女的抚养、
为其子女提供特殊教育和社会服务、培训提高福利受益人作为家长应具备的能力0,
实质上是将其从/ 屡受挫折的求职者0( discouraged work2seeker) 彻底转变为非经济活动人口( inactive
population) , 这也可以看做是无奈中的一种次优选择。
我国福利制度建设中存在着不少/ 一刀切0的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策绩效的低效。尤
其是在就业再就业和低保工作中, 一些政策如再就业培训, 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问题, 但由于
片面追求政策的/ 广0覆盖, 明知一些年龄大、文化程度低、
劳动技能单一的下岗失业人员难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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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再就业培训实现再就业, 仍要求其参加, 从而导致再就业培训工作代价不菲而成效甚微。因
而针对福利受益人的特点和需求偏好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保障供给, 将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
第二, 就业扶持政策应更加重视福利受益人就业能力的提升, 不能因单纯追求就业率的上升而
将政策重心置于扶持就业方面, 导致/ 旋转门0现象的发生。/ 旋转门0现象是指福利受益人在政策
扶持下短期内重返工作岗位, 但由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其就业能力, 因而很容易再次失业, 从而
形成在劣质就业和反复失业中循环交替, 就像在/ 旋转门0 中原地转圈。/ 旋转门0 现象在政府补贴
就业计划中表现最为明显, 在这类计划中, 我国曾经出现的政府强干预的岗失业人员安置工作( 例
如清退农民工安置下岗职工) , 就是典型的例子。据估计, 政策/ 运动0过后, 重新返回福利体系的比
例高达 50% 以上。
同时, 还有一种与/ 旋转门0现象类似的/ 气球0效应也应引起注意。/ 气球0效应是指一个国家
的各福利项目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 各项目的福利支出就像是一个气球, 挤压一
边, 另一边就会鼓起来。/ 气球0效应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史上并不鲜见, 例如下岗、
失业
保障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养老保险压力增大( 提前退休人员增多) , 低保制度保障能力不足而导致的
下岗、失业人员难以向最后一道保障网过渡, 等等。/ 旋转门0现象和/ 气球0效应的存在, 要求我们
应审慎地对待社会改革中的工作激励, 并从整体和长周期的视角客观评估政策绩效。
第三, 欧美的工作福利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政策
均以事后帮助为主, 缺乏对就业弱势群体的早期干预。因而, 积极的福利政策不仅其政策本身具有
就业促进的导向, 还应将政策干预提前至预防阶段, 通过建立规范的评估体系, 重点对就业前景不
乐观的人进行早期干预, 提供更新技能、
就业辅导等服务, 以防止弱势群体发展成为福利依赖者。
同时, 工资水平低下和非正规就业( informal employment) 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工作福利政策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往往是就业门槛较低的低工资就业, 而且有相当数量采取灵活就
业形式, 属于非正规就业。而由于非正规就业一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 因而对于福利受益人来
说, 意味着接受一份低工资的工作, 不仅失去了原先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也同时失去了与之相连
的医疗福利、
住房福利等。在我国, 这个问题更加严峻。一方面在/ 强资本弱劳工0的格局下, 不论
是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还是市场平均工资率, 都长期处于低水平,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远远达不到国际
惯例中的社会平均工资的 40% - 50% ; 另一方面, 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或是缺失、或是项目
不全、或是保障水平低下( 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性) 。事实上, 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 导致我
国城市社会中存在着以老一代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 福利依赖0群体, 这也是我国城市社会为什
么在存在大规模下岗失业人口的同时, 还能吸纳更大规模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原因。因而, 在福利
制度建设中, 不仅是项目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还应加强对/ 有工作的穷人0的保护, 科学制定最低工
资标准并强化实施, 并针对福利受益人非正规就业的特征, 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待遇, 以促
使其走上以就业为主的自我保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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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are System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LI Dan, XU Hui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 act : In western welfare countri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oots of poverty have turned from lack of income to lack of capa2
bility, then to lack of rights, and finally, to lack of motivation. The problem of welfare dependence resulting from lack of motiva2
tion revealed during various crises in welfare countries is the major factor for the formulation of workfare policy. With / Work First0
as its principle, workfare polic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haping work ethics in the west and in helping to realize self2suf2
ficiency. However, problems aris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kfare policy, such as inequity of policy design, high implicit policy
cost, and limit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are by no mean negligib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the concept of workfare
policy and its limitations have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China who is building her workfare system while undergoing reforms.
Key wor ds: social welfare, workfare, work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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