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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长者春晚展示长者乐观生活

2016 年末，民政部验收组专
家对深圳坪山新区推进“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
情况进行了实地验收，并给予了
高度评价。

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 新区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
视。2013 年出台国内首个专门性
社工人才扶持办法。 2014 年，新
区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会工作
服务示范地区”。 坪山新区是深
圳社会工作后发展地区，为何能
够在短短几年实现社会工作的
跨越式发展？

政策作保：稳定社工队伍

新区十分重视社会工作人
才，2013 年初， 坪山新区出台了
国内首个社工人才专项扶持政
策—《坪山新区社会工作人才扶
持办法（暂行）》，每年真金白银
投入 130 余万元， 推出 16 项扶
持措施：包括给予未能享受安居
房的持证社工每人每月住房补
贴，对优秀社工人才视职称级别
给予每月补贴等政策。

同时，新区将社工纳入新区
人才体系和人才安居政策范围，
符合条件的社工可以申请经济
适用房和公租房。 自 2013 年以
来， 新区已累计向社工发放 300
余万元的直接补贴，约 200 名社
工从中受益，有效吸引了优秀社
工人才，稳定了新区社工队伍。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
形势，2016 年 12 月，新区印发了
《坪山新区社会工作人才扶持办
法》，《办法》 进一步提高社工人
才扶持标准。 其中住房补贴直接
翻倍、将所有持证社工纳入星级
评定范畴，相同星级的社工补贴
金额一致、将考取资格证的一次
性奖励范围从户籍居民扩大到
传统社区工作者及广大社会工

作者等。

职能转移：
引入专业社工服务

2011 年，新区在深圳市率先
实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全覆盖，
并采用“政府购买，社会运作”的
模式，全部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运
营。 机构向每个中心派驻 5 名社
工和 1 名行政辅助人员。 截至
2016 年， 新区共设置社工岗位
72 个，服务范围涵盖残障、司法、
禁毒、教育、医疗、社会组织、民
族宗教、社会福利等 15 个领域。

在设置社工岗位的同时，新
区大力推动社工服务项目化、实
体化。 先后设立了幸福园区、来
深建设者子女及家庭服务、智障
人士社区增能等 7 个社工服务
项目，每个项目派驻 4 名专业社
工开展服务。 2016 年，在来深建
设者劳动关系协调、 法律援助、
社区融入及智障人士社会适应
能力提升等方面，社工服务取得
阶段性成果。

职业规划：激励社工成长

新区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
优势，聘请香港督导、国内社会
工作领域专家担任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督导和顾问，督促中心提
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每年组织开
展全体社工集中培训一场，继续
教育培训 20 场以上，组织至少 2
批 100 名社工赴港学习交流。

2016 年 4 月，坪山新区社会
工作协会组织开展 2016 年度社
工赴港跟班学习交流活动， 社工
分别驻点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
中心和循道卫理亚斯理社会服务
处进行为期一周的跟班学习。 据
悉，坪山新区自 2015年以来创新
培训方式，每年组织 30名优秀社

工赴港进行为期 1-2 周的跟班
学习；选拔 30名资深社工赴台湾
考察社会服务， 充分学习借鉴先
进地区社会工作经验。

此外，新区鼓励社工继续深
造。 对考取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博士的社工，新区分别给予 1 万
元和 2 万元的经费支持。 近年来
新区对符合条件的 18 名社工发
放了 18 万元资助金。 对通过助
理社工师、中级社工师资格考试
的户籍居民，新区分别给予 1000
元、2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金。

文化引领：激发社工活力

2016 年 10 月， 来自新区岗
位、项目、社区中心的 30 名社工
参加了坪山新区社工主题团建
活动。 据了解，这样的团建活动，
每年会举办四期。 坪山新区社会
工作协会负责人介绍说，“2013
年新区成立了社会工作协会，作
为新区广大社工的“娘家”，致力
为社工提供专业培训、业务指导
和权益保障等。 团建活动仅是其
中的一小块，我们还会向困难社
工发放关怀经费，增强社工队伍
的凝聚力。 ”

两年来，新区通过公益创投
支持社会工作协会开展的“留心
花园”项目，对帮助社工减轻职
业压力、保持健康工作心态起到
了良好效果。 新区还制作了社工
主题歌曲———《我是社工》 并拍
摄 MV，在新区 300 余名社工中
广泛传唱，增强了社工的职业认
同感和归属感。

新区还成立社工技艺协会，
设置音乐、微电影、游泳、烘焙等
多个特长和兴趣小组，并配套经
费为他们提供活动支持，极大地
丰富了社工业余生活，激发了社
工积极性和创造力。

（郑永旭 王秀明）

深圳坪山新区多措并举 打造社工发展高地

2017 年 1 月 12 日，“因
爱同行”2016 网络公益年度
总结发布活动在京举办，这
是中央网信办对 2016 年以
来组织实施“网络公益工程”
的一次系统总结。 会上发布
了 4 大类共 18 个网络公益
年度优秀典型， 集中体现了
一年来网络公益的丰硕成
果。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任贤
良在致辞中表示， 实施网络
公益工程， 旨在让互联网助
推公益事业快速发展， 让公
益正能量促进网络空间更清
朗， 努力使网络公益更好地
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的重要载体， 让公益
正能量弥漫到网络空间的每
一个角落。 任贤良希望网信
领域和公益界携起手来，紧
紧依靠亿万网民， 推动方兴
未艾的网络公益事业进一步
依法规范快速发展， 让互联
网更好地造福国家人民，让
网上精神家园更加清朗美
好。

据悉，此次“因爱同行”
2016 网络公益年度总结发
布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
会工作局指导、 中国互联网
发展基金会主办、 光明网承
办，旨在全面梳理 2016 年网
络公益事业发展成果， 树立
正面典型，凝聚社会共识，以

激励全社会更好地参与网络
公益。经过专家委员会审议，
新浪微博“9+1 我们一起过
大年”、首都互联网协会“互
联网公益联盟”、宁波市北仑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橘子地
图”等 18 个网络公益案例分
别获得“2016 网络公益年度
项目”“2016 网络公益年度机
构”“2016 网络公益年度传播
力”“2016 网络公益年度创
新”荣誉称号。 此外，主办方
还颁发了“2016 网络公益工
程组织奖”和“2016 网络公
益特别贡献奖”，以表彰在实
施网络公益工程中表现突出
的地方网信部门、 新闻网站
和公益组织。

作为“网络公益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 由中央网信
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主办、光
明网承办的“益言益行”网络
公益故事微视频征集展映活
动也在现场进行了颁奖。 中
央网信办、 国家社会组织管
理局、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
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中华
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光明
网等单位负责同志及公益学
界业界代表人士出席总结发
布活动，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主要商业网站及公益组织及
获奖单位代表近 200 人参
会。

（徐辉）

中央网信办网络公益工程年度总结
18项网络公益案例受表彰

2017 年 1 月 10 日， 一场
以“孝亲敬老、百善为先、老有
所乐、展示风采”为主题的社
区长者春晚在石景山海航和
悦家国际颐养社区热情上演，
著名音乐家付林、著名曲艺家
张蕴华倾情指导，著名相声演
员应宁、 王玥波到场送上祝
福。

此次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
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长者春晚
精彩纷呈， 经过前期社区评比
海选， 十几个节目登台跟大家
见面， 展现了演员们的多才多
艺。

为了这次社区长者春晚，
演员王健华和伙伴们加班加点
地排练，创作了一支舞蹈。 由于
高强度的密集训练， 王健华生
病了，但仍然坚持排练。 为了让
这次的舞蹈更具特色， 王健华
还特意找了几位年轻人加入到
演出队伍中。 由于年轻人的时
间不好协调， 队里的成员就把
各自排练的情况录成视频，每
个人再根据自己的站位情况协
调练习，反复尝试后，一支舞蹈
终于排练完成。

这次春晚还评出了“最有

影响力长者”奖，获奖者是 83
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社区的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光宇。“我
特别喜欢文艺，每天和大家在
一起唱歌，感觉人都年轻了。 ”
张光宇说，他们老两口儿每周
都从望京坐公交车到惠新里
社区活动室，义务教大伙儿唱
歌。张光宇还曾经跟著名主持
人鞠萍合作，出版发行《鞠萍
姐姐教我学唐诗》专辑。 为了
这次的社区长者春晚，张光宇
作词作曲并指挥合唱《阳光少
年中国梦》， 并把回老家过年
的火车票订在了春晚结束之
后。

在演出活动开始前， 主办
方还在“孝乐神州”微信号上进
行了春晚人气最高节目评选，
最终，“萌爷组合” 的《哎呦妈
妈》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推崇。
据此次活动的组织方介绍，社
区长者春晚明年还将继续举
办，同时，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
才信息中心孝艺术团还将深入
广大社区开展公益演出活动，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孝道文化，
推动孝老敬老。

（苏漪）

知名相声演员应宁、王玥波到场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