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城区米市社区刘飞荣

我把青春奉献给社区

2000 年 3 月， 闫红霞通过统一考
试，来到团结湖街道的居委会工作，至
今已有 14 年的时间了。 14 年间，她经
历了从小居委会到大社区的转变，经
历了初期的社区模式到规范化的社区
建设。

作为社区党委书记， 她在工作中
时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在抓班子、
带队伍中，梳理出了自己的“1457”工
作法。“1”即围绕一个目标 ,做一个政
府放心、百姓满意的好社工。“4”即树
立四种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
务意识与创新意识。“5”即严格五项要
求，要求社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在
阅历中提炼精华、在岗位中发挥作用、
在百姓中得到评价。“7”即工作具备七
个“有”，全体社工要有专业理念的水
平、有认真踏实的态度、有解决问题的
能力、有谦让平和的心态、有吃苦耐劳
的精神、有执着进取的干劲、有开拓创
新的思路。 14 年的工作中，她不仅严
格要求着自己， 更是培养了一批能够
承担社区工作的优秀社工， 陆续走上
了社区领导岗位。

她特别注重借力使力，以一些重要
工作或重要时点为契机，解决居民长期
反映的问题。 如奥运会期间，姚家园路
南侧的小餐馆管道老化，污水经常溢出
地面，给居民出行造成困难，也使社区
环境得到破坏。 但是管道维护涉及多家
产权单位，产权单位只想收租金，不想
解决问题。 社区了解情况后，闫红霞带
领社区主任一家家地走访， 不厌其烦
地说明居民的困难、污水对环境的影

响以及奥运举办大的形势等等，通过她
们的耐心工作，产权单位终于答应按比
例出资更换下水管道，困扰居民出行的
问题得到了解决。

14 年的社区工作中，她充分发挥
社区工作者的优势， 被选为区人大代
表后，结合社区建设中的难点、重点问
题，先后向区人大提交了《进一步改善
民生，加强朝阳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议案，以及《解决社区垃圾楼清运垃圾
遗撒》、《东三环绿地改造》、《邮局门
前设快递投送点》、《整治关于妇产医
院门前交通秩序》、《解决团结湖路、姚
家园路电线杆拉线安全隐患改造》等
书面建议，都已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居民利益得到
进一步维护。

团结湖街道南北离社区闫红霞

做群众满意的社区建设带头人

黄锂 2000 年起进入社会组织工
作，在北京市恩玖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
等机构从事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组织培
育、 公益项目管理等，2013 年在北京市
朝阳区民和社会工作事务所任执行主
任，2014 年 4 月发起成立北京市朝阳区
玖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自从进入社会工作领域，黄锂便一
发不可收拾，这些年，黄锂积极为一线
服务社会组织提供有针对性的组织管
理咨询与能力建设培训服务。

尤其在进入朝阳区工作后，在市区
社建办领导的指导下，黄锂通过与同事
的共同努力，经过规划、筹备、发展与改
进升级等一系列工作，建成了配合市级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的朝阳区社会组织
综合服务中心，初步形成市区一中心多

基地的格局， 实现朝
阳区区级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街乡社会组
织服务基地、 社区公
益空间的三级服务体
系。 联系 200 多家社
会组织， 培育十几家
社会组织，组织培训、
交流等活动近百场 ，
服务人数达到 3000
多人次， 受到市区领
导的多次好评。

黄锂在工作之余
注意专业经验积累并
通过培训与督导等形
式将这些经验无私地
分享给更多的社会工

作机构和年轻人， 因此也换来了一个
“黄师傅”的称谓。

2013 年初黄锂因长期高强度工作
在工作中昏倒， 但对社会工作的热爱
仍不停息， 此后他又承担了一线社工
机构的执行主任工作，担当督导，在工
作中注意开发资源、培养人才、规范管
理， 在此期间也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了
总结，其中撰写的《朝阳区社会组织综
合服务中心培育实践的探索》被《北京
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蓝
皮书）收录。 2014 年，发起成立了朝阳
玖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希望通过为
在项目管理规范化、 社会工作方法实
践与交流等一系列工作中为社会工作
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版文字/记者 王会贤）

北京市朝阳区玖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黄锂

做社会工作探索者2000年，年仅 20岁，学了四年国际贸
易，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刘飞荣一头扎进
了宣武区的小胡同，这一干就是 14年。

在学校就是学生干部，喜欢和人打
交道的刘飞荣，觉得在企业工作并不是
自己向往的。 正在这时，她看到了北京
市试点招聘社区基层工作者的招聘启
事，结果她以宣武区面试第二、笔试第
二的好成绩在 150 多名参试者中脱颖
而出，顺利地当上了前兵马街社区的副
主任，成为当年《北京日报》上报道的年
龄最小的社区干部。

6 个社区干部，3 个识字，3 个连自
己的名字都写不好；5 个阿姨，1 个小刘
成了宝贝儿。 这就是当年小刘面对的工
作环境。 可正是这个氛围让刚刚走出校
门的小刘如鱼得水，有了展示才能的舞
台。 学校里学的英语用在了暑期给双职
工家庭孩子补习英语上了；文学社的功
底用在了社区的 6 块黑板上了；与人为
善的做人准则正是社区干部的基本品
德。 谁家的房子漏雨她肯定第一时间赶

到；谁家的老人身体不好也经常是她送
去医院；逢年过节值班最多的也经常是
她； 下水道冬天倒脏水粪便冻住了，也
是刘飞荣不顾带着粪渣的冰渣飞溅到
衣服上、脸上甚至是嘴唇上，干得最欢。
在老主任的带领和指导下，小刘这个社
区长辈们眼里聪明、懂事、听话、不怕吃
苦的年轻干部很快成长为社区的中坚
力量。 刘飞荣感到这正是自己想要的工
作、想过的生活，每天不觉得苦，不觉得
累，干得很开心，活得很充实。

随后几年，刘飞荣赶上非典、北京市
基层工作改制。 事业编制取消，父母也
劝孩子现实些，刘飞荣自己心里也很纠
结。 非典隔离期的一户人家彻底改变了
刘飞荣走的念头。 这家女儿在银行工
作， 在柜台上值班时被传染上了 SARS,
女儿被送到了小汤山治疗，老两口带着
外孙被隔离，老父亲还是工伤，双腿截
肢；女婿在单位隔离，不能回家，社区就
承担起给祖孙三口送菜的任务。 整整一
个月，小刘和社区另外一位干部就成了

祖孙三人最亲的人。 这家
女儿在小汤山住了一个多
月院， 不知父母和年幼的
孩子得成什么样子， 回家
后看到孩子欢蹦乱跳，父
母开开心心， 感动得热泪
盈眶，感谢社区，感谢这个
妹妹，把家照顾得特别好。
老父亲也把刘飞荣认作了
干闺女， 十多年来一直走
动着。“社区居民需要我，
我不能走。 ”有些时候钱的
多少不能代表一切， 刘飞
荣决定留下。

在担任西城
区社会工作者联
合会党支书之前，
胡蕊是睦友社会
工作事务所的一
名社区项目负责
人，负责老年社会
工作。

睦友社会工
作事务所自成立
之初，以银龄老年
公寓为基地，派驻
社工开展机构养
老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工作
模式，并向银轩、福寿轩等多家养老机
构推广延伸。 通过在银龄老年公寓的专
业实践，睦友总结出了行政、医护、社工
三者为支撑的养老机构服务模式。 事务
所派驻的医务社工自在北京市第二老
年医院开展医务社工服务以来，形成了
个案辅导、病房巡视、糖尿病患者俱乐
部、出院患者回访、志愿者管理与服务、
主题活动等服务项目。 事务所在社区开
展了“点面”相结合的老年社会工作服
务：所谓“点”，即聚焦在新街口街道西
四北六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的社
工服务：所谓“面”，即面向更多的社区
进行了“不倒翁”义工行动。

西城区开展的“身体不倒、精神永
葆”为目标的“不倒翁”义工行动，开展
三年来，受益老人已经达到两万人。

2013 年 10 月开始， 胡蕊到西城区

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担任党支书、 会员
部负责人。在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为枢纽、 以专业社工事务所为发
展平台的“以会带所”的社会工作
队伍建设体系下，与联合会的社
工团队共同打造了培育发展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促进职业社
会工作者成长的工作模式。

“以会带所”通过健全组织体
系、完善各项制度、管理社工
项目、配备督导机制、稳步推进
会员服务等实现了管理社会组织
发展规模和队伍内部建设的目的。

在从事一线社工的过程中，胡蕊
结合自己的服务体会和对社工的进一
步理解，多次到大学进行社工心得体会
的宣讲，如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
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对
社工专业的学生进行社工分享。

北京市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胡蕊

以会带所 推动社工发展

刘飞荣为社区引进专业社工

胡蕊带领老人做手指操

黄锂被团队成员亲切地称呼为“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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