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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 年，北京建筑工程学
院第一批社工专业的本科生
从学校毕业， 郭昊是其中之
一。 她在她的两位同学帮助下
创办了悦群社工事务所。

在毕业前的实习中，郭昊
发现，社工跟医生一样，不光
要有专业理论的学习，实务锻
炼更必不可少。 然而当时社工
专业才开办不久，能给他们实
习的专业平台非常少，人们对
社工的认知度也非常低，她和
同学当时经常去社区打扫卫
生。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创办一
家社工事务所，学校对此非常
支持。

毕业时，学校为她们牵线
找到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提出以空间换服
务，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来培
育这样一个为社区居民服务
的社会组织。 2009 年 7 月，悦
群社工事务所顺利成立。 现在
机构已经有 13 名专职社工。

服务领域的突破

这三年中，悦群的资金主
要来源于北京市和西城区两
级社工委社会建设专项资金
的购买支持，还有月坛街道的
购买项目服务。 目前他们的服
务覆盖到西城区 5 个重点街
道，常规的服务内容包括驻校
社工（悦群也是第一家进入公
立学校开展常态性服务的社
会组织）； 智力障碍青少年的
社会功能恢复； 针对失独家
庭、有特殊困难的老人开展的
服务； 社工介入心理服务等。
机构在几年中也积累了一些
做小组和社区的经验，慢慢朝
综合化的方向发展。

在 2010 年底， 悦群申请
了“社工专业手法介入信访工
作相关问题研究”项目，尝试
探讨社工在缓解社会矛盾、维
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展开的
工作内容。 这是一次工作领域
的突破。 郭昊说，“街道会提供

一些信息，我们来确定是否需
要入户探访。 其实有些上访人
员并不一定有某方面强烈的
要求，他可能需要的是一种关
注， 自己的诉求需要被人了
解。 社工没有法权，但我们的
工作技巧和理念可以融入进
去。 ”一般探访是在信访工作
人员带领下进行，对方会比较
配合。 悦群的这项工作现在已
经有了研究成果，形成了《社
工介入信访工作的工作模式
研究报告》。

稳定的社工小队伍

悦群的专职社工每人每
年可以获得政府 5 万元左右
的资金支持，这在社工行业是
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得益于
西城区的大力扶持， 郭昊说，
其他社工事务所可能会喊穷，
但悦群三年以来，没过过什么
苦日子， 一直在良性健康运
转。 这也是悦群的社工基本没
有流失的原因之一。 从成立到
现在， 加入的 12 位工作人员
还没有人离开。

对社工专业的认同，也是
他们一直坚持在这个行业的
重要原因。 悦群的所有社工都
是社工专业毕业。 郭昊认为，
虽然社工专业毕业不一定就
会有很强的技巧和能力，但至
少对社工专业理念和价值观
有基本的认同，这是别的专业
比不了的。 所以悦群的招聘要
求是宁可没有社会工作师资
格证，也要社工专业，他可以
来这里继续学习再考证。

郭昊说， 大家都是年轻
人，看的是这个行业将来的发
展。 我们现在从事社工，30 年
之后，这个行业的发言权就在
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希望社工
这个行业发展好， 很认真地
做， 不会去砸社工的牌子，希
望以我们的努力换来大家对
社工行业的认可和尊重。

（上接 05 版）

政府双购买

张强表示， 在目前刚起步
的阶段， 市里主要是通过社会
建设专项资金购买岗位和项目
的方式进行支持和指导， 三年
已经累计投入 2000 余万元。

购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
是拨付启动经费， 新注册成立
的社工事务所可以得到 5 万元
的资金支持； 二是对通过评审
的社工事务所给予购买服务项
目经费的支持；三是按照“一街
一社工、一所一督导”原则，为
每个社工事务所购买 1 个督导
岗位，由相关高校、部分专业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中理论水平
高、实务能力强的专家担任，对
一线社工开展定期和持续的监
督、指导；同时，为每个街道购
买 1 个专业社工岗位， 每年
140 个左右岗位购买名额分到
各区县， 服务得到认可的事务
所就可以承接岗位。 北京市在
2010-2012 三年共购买 570 个
专业社工岗位。

目前， 大多数社工事务所
的办公场地由政府提供，市、区
县两级社工委、 社会办通过多
种渠道给予的经费支持， 占到
各事务所资金来源的 99%以
上。 如朝阳区在市里岗位补贴
的基础上， 对购买的每个专业
社工岗位匹配区级购买资金 2
万元， 为每家社工事务所提供
10 万至 30 万不等的项目支
持。

西城区社工委社工建设科
科长、 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秘书长冯晓辉在接受《公益
时报》 记者采访时说：“西城区
通过社工联合会， 购买社工事
务所的项目、 所有专职社工岗
位， 提供专业培训以及其他项
目进展中的帮助， 对社工事务
所的支持可谓无微不至， 无所
不包。 ”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
的负责人矫杨向《公益时报》记
者发表了她的看法：北京市推行
的“一街一社工”，一个社工岗位
每年补贴 3万元，扣除保险等之
后拿到手的实在太少了，而在项
目购买中， 又不包含人员经费。

“社会工作要靠人去完成， 人员
经费没有保障，怎么去服务呢？ ”
事实上，待遇低一直是社工人才
流失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购买主体方面，北
京的社工事务所还没有企业购
买服务，政府购买也比较单一，
主体还是社工委、 社会办运用
社会建设资金购买， 其他部门
购买服务的还很少。

北京市委组织部、 市委社
会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首

都中长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
中， 对社工事务所建设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下一步，北京市
将加大在提高社工事务所自我
“造血”能力、完善项目化运作
机制、 逐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
制等方面的工作。

张强表示， 从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来看， 社工事务所应更
加注重增强自身动员和整合各
类社会资源的能力。 社工委会
在帮助社工事务所与其他政府
部门建立联系方面加强工作。
如今年组织的北京市检察院与
社工事务所的座谈， 促成了两
者合作的青少年犯罪诉讼前调
查项目，目前东城、朝阳、昌平
等区县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的
试点。

探究制约因素

社工事务所的社会认知度
低是购买主体单一的主要原因
之一。 在目前社工事务所初步
发展阶段， 面临的两个主要问
题就是低认知水平和低专业能
力。

深入了解社工事务所实际
工作的冯晓辉说，现在知道“社
工”这个名词的人还不多，社工
事务所的认知度就更低了。 还
有很多人不清楚专业社工和义
工、 志愿者、 社区工作者的区
别，经常混淆。

西城区悦群社工事务所郭
昊对《公益时报》记者说，低认
知水平和低专业能力是互相影
响的。 现在做社工的这些人大

多数从学校出来没多久， 专业
能力、人生阅历都还不够。而社
会对社工事务所认识不够，社
工发展的配套政策、 社会资源
也比较少， 服务水平相对社工
行业成熟的地区也是比较低
的。 只有社工自身服务水平提
高了， 才能提升社会对社工的
认知和认可。 这既需要政府增
加支持， 也需要社工事务所自
身的努力。

冯晓辉分析， 人才流失也
导致部分社工事务所的服务水
平难以提高。人员流动性大，带
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没有很成
熟的社工， 事务所一直处在低
能的状态。

张强表示， 北京市目前社
工事务所数量不多， 工作人员
和服务范围都比较有限， 市级
的社会工作联合会也还未成
立。 市级层面出台规范性文件
的条件不太成熟，意义也不大。
准备在明年出台进一步规范社
工事务所的文件。

各区县在对社工事务所的
管理指导方面有自己的探索，
如西城区通过区社会建设专项
资金， 向事务所购买专业社工
服务， 依托西城区社会工作者
联合会，通过以会带所的模式，
加强对所属社工事务所的项目
管理，对项目的申请、管理、评
估及资金使用等方面做出了具
体规定。冯晓辉认为，以会带所
模式在本地社会工作中具有推
广意义，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
联合会更好地发挥扶持和引导
作用，另外，也解决了社工事务
所成立初期如何成长的问题。

北京社会工作事务所

从 0到 50�探索中起步

悦群社工事务所的
良性运转模式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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