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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乐 群 社 工 服 务
社———国内第一家专业社工
事务所， 自 2003 年成立至今
已有十年，像任何一家公益组
织一样，也经历了初期的求存
彷徨和成长的艰难。 用上海市
社工协会副秘书长郭晓牧的
话说“乐群既要求生存，又要
坚持社会化的方向，是没有经
验可循、经历了艰难坎坷一路
摸索走过来的。 ”作为国内社
工事务所的先行者，乐群的成
熟也标志着国内一批专业社
工机构的成长。

求生阶段：项目为主导

2002 年，由浦东新区社会
发展基金支持的“简易小学”
项目开始尝试社工参与青少
年教育。 项目派驻了 5 名社工
到民办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小学，做精神支持、行为辅导
等工作。

“当时在行政体制内成立
社工站，招募一些社会工作专
业毕业的社工，后来发现行政
体制内很需要民间组织来操
作，由第三方来做更可以很好
地来实现，就发展民间社会组
织。 ”乐群社工服务社负责人
吴芳介绍。

于是，由浦东区社工协会
运作成熟的“简易小学”项目
剥离出来，2003 年上海乐群社
工服务社注册成功。

流动儿童服务、医务社工
服务、 特殊学校驻校社工服
务、街道养老院服务、“浦东本
地人就业意向调查”……一直
到 2004 年， 乐群所涉及的项
目涵盖了各行各类，人员也迅
速扩张。 但这也险些将乐群的
发展断送。

“我们在蛮长的一段时间
内是什么项目都做，因为那是
项目主导的生存阶段。 有一度
发展很快，成立之初项目的小
组都是由专业社工组成的，可
能在项目开发、项目洽谈方面
很薄弱，这就导致当时一腔热
情、快速扩张之后，发现项目
的来源不能支撑这样的项目
团队和增长，也不利于社工专
业化的成长。 甚至当时网上有
人说，乐群因为资金问题倒闭
了。 ”吴芳如是说。

成长阶段：
项目可持续、保持专业性

转机出现在 2005 年，乐
群内部梳理了自身的优势和
不足， 砍去了琐碎繁杂的项
目，将自身定位为专注于三大

方向： 儿童及青少年服务、长
者服务和社区共融项目。 同
时，项目选择上，注重可持续
性，再根据可持续的大项目延
伸出适应需求的小项目。

张晟晔在高考时第一志
愿就是社工，她笑着说自己是
受 TVB 电视剧的影响才爱上
社工这个工作的。 等她如愿考
上了之后，她对社工的执着令
班上所有的同学感到惊讶。

“当时班里有些人知道自己毕
业后肯定不会做社工，有很多
人考了社工但是不了解社工
是什么。 ”她说。

2008 年， 班级里 31 名社
工专业毕业的人中，只有她和
另外两个人留在了社工行业，
适逢乐群社工事务所招聘，她
成为了乐群的一份子，开始了
自己坚持社工理想的道路。

张晟晔一直专注于儿童
和青少年服务类项目，并且在
其中有了自身的成长。“只有
长时间地跟进一个项目，才能
找对需求并且体现出社工的
专业性和价值。 比如我服务的
打工子弟小学，我会发现比起
对孩子的行为干预、 心理辅
导，他们更需要硬件设施的改
善，于是我会协调引入外部资
源。 ”

在她看来，社工更像是一
个资源的整合者，而社工事务
所，就是一个大的调度站和服
务于社工的供给点。

项目专业化得到体现的
同时， 也可以加以复制和扩
大，“再比如社区共荣项目，服
务于统战对象里面的大部分，
由浦东区统战部购买，07 年的
时候是最大的项目，开始只做

5 个街道，后来扩展到 11 个街
镇 ，2011 年扩张到 20 个街
镇。 ”吴芳说。

人才结构
与财政来源多元化

2011 年乐群社工服务社
开了战略规划会议，会议上大
家提出了包括人员单一、资金
链不连续等问题，也是很多成
长初期的社工事务所都面临
的问题。

吴芳说：“成立初期，乐群
内部 100%都是专业社工而没
有其他类型的工作人员，但这
是完全不行的。 做老年服务的
社工要去做护工的工作，有时
候社工还要做活动搭建、项目
拓展等辅助工作，就会有一种
迷失感，也不利于专业发展。 ”
于是， 乐群开始招募社工助
理，增加多重工作人员类型的
配比。 目前乐群拥有的 60 余
名工作人员中，社工比例占有
90%。

“另外， 通常都是一期项
目做完评估完之后才会结算，
如果项目的购买方很少又遇
到了延期的情况，就会造成资
金断流的情况，我了解到一些
机构发不出工资可能是因为
这种情况。 ”吴芳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为此， 乐群将资金来源分
解为政府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
购买服务， 政府补助和社会捐
助几方面， 并通过上海公益项
目招投标平台来主动申请项
目，“就是资金来源多样化，有
不同的账期，每月核算，这样资
金流就可以保证了。 ”吴芳说。

乐群：
内地首家社工事务所发展故事

（上接 07 版）
这类以协会立项孵化出的

机构已有十几家， 大部分以
“乐”字来命名，上海乐群社工
事务所就是其中一家， 成立于
2003 年， 也是国内第一家专业
的社工机构。“这些由协会孵化
或支持的‘乐’字辈儿社工事务
所，都算是根正苗红，保持了高
度的职业性、 专业性和规范
性。 ”国云丹说。

后来浦东新区专门成立了
浦东公益园，浦东区社工协会、
社工事务所、 社工服务机构及
各类公益组织纷纷入驻， 形成
了“公益一条街”，“这样大家抱
团取暖， 也产生了集聚效应和
社会效应， 走过的人都会停下
看看。 ”

有了这批社工事务所的引
领和公益园区孵化，一大批由个
人、团体、专业社工成立的专业
社工机构纷纷注册成立， 截止
2011年，浦东社工协会的团体会
员（包含社工事务所、社工相关
机构、服务社等）已有 38家。

专业社工机构的街道推进

“杨浦比浦东落后十年，由
于历史发展的原因， 贫困人群
多、老年人口多，那么面对如此
大的服务需求， 政府的人力和
人均财力又不是很充足， 这样
的矛盾怎么解决？ 我们就是要
扶植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 ”杨
浦区民政局副局长王莉静说。

因此杨浦区的社工组织扎
根于街道， 也是上海社工组织
不同于其他地区发展的另一模
式。

杨浦区的长青社工事务所
与乐银龄公益性社会组织孵化
园、平凉路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等 8 家公益机构共同使用平
凉路街道近千米的工作环境，街
道出资在里面购置了十几架电
子钢琴、 老年歌舞队活动设施，
并且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社
工事务所的一部分行政费用，共
同服务于街道辖区内的老年人。

“上海的街道或者镇很强
大，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直接进
入街道， 街道有足够的空间、支
持和资源，让社工机构很好地发
展，而社工机构自身的能力又和
一个街道相匹配。”郭晓牧对《公
益时报》记者说。

的确，一个中小型社工事务
所的能力不足以覆盖一个区，立
足于居委又会因为太有局限性
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居委会大
妈”， 而扎根于街道来发展匹配
度就协调许多。“社工事务所以
街道为单位， 灵活性比较大，开
展好了可以复制。 有的街道可
以有自己的经费购买服务，有的
是合作捆绑在一起来做事情。 ”
郭晓牧说。

目前，杨浦区共有专业社工
机构 13 家，覆盖社会救助、社区
建设等 14 个领域， 共有专职从
事社会工作的人员 311 人。

据曾群介绍，2009 年，上海
市民政局出台《关于加快本市专
业社工机构培育的意见》， 各个
区县根据自己的实际出台了配
套的相关实施办法，其中包括提
供场地或场地补贴、 开办补贴，
有的降低注册资金门槛，开通注
册绿色通道，也有培训和督导计
划等。

� � 乐群社工事务所的“雏鹰行动“项目中，卫行小学的孩子
们正在排队进行免费体检

■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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