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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社工年会即将
于 3 月中旬召开， 作为年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度社工
人物评选也已经进入最后评审
阶段。 2 月 24 日，主办方公布
了候选人的相关情况。

据主办方介绍， 年度社工
人物的评选， 旨在以榜样的力
量推动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化发
展。 最终将从候选人中评选出
“2016 年度中国十大社工人
物”和“2016 年度中国百名社
工人物”。

2016 年 12 月底，2016 年
度“寻找中国最美社工”活动启
动。 参评“2016 年度中国十大
社工人物”，要求是在社会工作
理论研究、实务拓展、队伍建设
等领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成
绩突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且
对行业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的社会工作者或组织领导者。

参评“2016 年度中国百名
社工人物”，要求是积极投身社

会工作事业， 秉承社会工作价
值理念，不怕困难、深入实际，
解决社会问题， 在社工岗位做
出突出成绩的专业社会工作人
才。

通过各地社会工作行业组
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
作专家学者、 社会工作者的推
荐和自荐， 目前共产生了三百
多名候选人。

他们来自 20 多个省份，既
有东部社会工作比较发达的北
京、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的社
工， 也有西部正在迎头赶上的
重庆、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社
工。

从工作岗位来看， 他们分
布在政府、社区、社工机构、福
利机构、养老机构、医院、学校、
企业等不同的地方， 显示出社
会工作岗位在近年已经得到了
极大拓展。

其中最多的还是来自社工
机构的社工人， 涉及的社工机

构有一百多家。 这说明社工机
构正在蓬勃发展， 尤其是社会
工作比较发达的广东、上海，参
评的社工机构最多。

从工作领域来看，候选人
的服务领域涉及社区治理、关
爱留守儿童、 残障救助融合、
机构社区家庭养老、青少年服
务、企业社工、优抚安置、志愿
者支持、妇女儿童、灾害救助
安置、公共危机处理、司法矫
正、婚姻家庭、心理健康、外来
工就业、流动儿童权益、社会
组织培育、流浪救助、环保、学
校、党建、医务、禁毒、计生等
方方面面。

从工作分工来说， 候选人
中包括各级各类社工， 既有一
线社工、督导、机构负责人，也
有研究人员、教授，还有政府主
管人员和行业组织从业者。

据主办方介绍， 最终评选
结果将在第八届中国社工年会
上予以公布。

第八届中国社工年会将在 3 月 18 日举行，据主办方透露，年会的各项议程已经进入最后准
备阶段。 2016 年度社工人物、百优社工服务案例、第二届全国社工微电影大赛、第二届全国社会
工作微课大赛的最终结果都将在年会上予以发布并颁奖。

那么，目前这些评选活动进展到了哪一步，都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公益时报》为您带来最
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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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
办、国家开放大学社工学院承办、
公益时报社支持的第二届全国社
会工作微课大赛日前落下帷幕。
最终 2 部作品获得“一等奖”，4 部
作品获得“二等奖”，6 部作品获得
“三等奖”。

在 2015 年第一届全国社会
工作微课大赛的基础上，2016 年
7 月 15 日，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社会工作微
课大赛。 旨在展现当代社工人风
采， 传播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理
念， 扩大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影
响力。

大赛面向全国社会工作行业
相关高校、机构的管理人员、一线
实务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 以及
各类院校的专兼职教师和有志于
在社会工作行业有所发展的人士
征集作品， 以老年社会工作和社
区社会工作两个实务领域方向为
主要内容范围。

通过 4 个月的作品征集，截
止到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共征集
到作品 95 部， 其中有效作品 91
部。 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到 2017
年 2 月 18 日，大赛组委会对有效
作品进行了初审、复审、专家评审
和成绩公示。 各级审议均本着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从作品内
容、形式、效果等九项指标来进行
打分。

最终 2 部作品获得“一等
奖”，4 部作品获得“二等奖”，6 部
作品获得“三等奖”，另设有 1 个

“最佳系列微课奖”，3 个“理论解
析奖”，3 个“实务案例奖”，3 个

“独特视角奖”，其余 70 部作品获
得“优秀奖”。 同时，有 8 个报名作
品达到 5 部以上的机构获得本次
大赛的“最佳组织奖”。

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大赛呈
现了四大特点：

一是实务机构作品多。 在获
奖的作品中有 72 部来自社会工
作机构或社会工作一线社工，13
部作品来自高校。

二是组织关注度提升。 自大
赛征集作品以来，陆续有北京、广
东、深圳、天津、山东、重庆、四川
等地的高校与实务机构组织参
赛。

三是作品内涵深刻，形式多
样。本次大赛征集的作品在老年
社会工作的需求挖掘、 危险预
防、心理健康、临终关怀等方面
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解析，在社
区社会工作的需求摸底、焦点小
组、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等方面
进行了剖析，用沙画、情景重现、
图文并茂的形式诠释了作品主
旨。

四是评审科学合理， 竞争与
鼓励并存。

（本报记者 王勇）

� � 第二届全国社工微电影大赛
进入最后评选阶段， 据主办方介
绍，目前，经过组委会初评，已经
评出入围电影 13 部和入围剧本
20 部。

第二届全国社工微电影大赛
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社社
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主办， 社工中
国网承办， 旨在进一步扩大社会
工作行业影响力， 提升社会工作
从业者社会地位， 在业内普及各
领域优秀工作理念及方法， 加大
社会工作宣传推广力度， 促进社
会工作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2006 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决定》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决策，十年间，社
会工作迎来了 10 年的黄金发展
期。 为致敬社会工作十年发展，本
届微电影大赛将竞赛主题确定
为： 追随镜头 记录点滴———用
影像展示社会工作十年发展。

征集内容包括微电影作品和
剧本两种，所有关心社工发展、热
爱社工事业的单位、 机构和个人
均可参赛。

参赛内容要求包含社会工作
元素，围绕社会工作行业，反映行
业整体精神面貌、 各领域优秀工
作理念及方法、社工个人风采、典
型优秀案例等均可。 内容新颖，格
调高雅， 思想健康， 富有创新精
神；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有

一定的故事性、观赏性、艺术性，
利于传播。

据主办方介绍， 截止到 1 月
20 日， 共计收到视频、 剧本作品
100 多部。

微电影来自 13个省份，剧本来
自 18个省份。 内容涉及禁毒、反家
暴、援疆、校园欺凌、留守儿童、企
业、自闭症儿童、刑释人员帮教、失
智老人、社区矫正、司法、心理辅导、
经济发展、灾害救助、医务、孤寡老
人、社会融入、居家养老、学校、家
庭、亲子关系等众多领域。

经过组委会初评， 已经评出
入围电影 13 部和入围剧本 20
部。 5 位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第二届社工微电影大赛评审团将
对这些作品再次进行评审。

从中将产生最佳电影 1 部、
优秀电影 2 部、提名电影 4 部、优
秀组织 3 部；最佳剧本 1 部、优秀
剧本 2 部、提名剧本 9 部、优秀组
织 3 个。

最终获奖名单将在 3 月 18
日举办的中国社工年会上宣布。

大赛入围作品将在新华网、
第一视频网、 社工中国网等网络
媒体持续进行展播，在公益时报、
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社会与公益
杂志等平面媒体推广介绍。 社工
中国网微信公众号也将宣传。 部
分优秀剧本， 大赛组委会将和作
者洽谈版权相关事宜， 后续或将
改编出版发行及衍生其他产品。

3 月 9 日，2016 中国百优
社工服务案例评选结果正式公
示。据主办方介绍，最终评选榜
单将在 3 月 18 日第八届中国
社工年会上发布。

2016 中国百优社工服务
案例评选活动由国家开放大学
社会工作学院和公益时报社联
合主办。 旨在通过评选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领域的优秀案例，
鼓励社会工作领域从业人员提
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务能
力， 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
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彰显我国
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特色。

2016 年 11 月 21 日正式开
始申报。 凡各省、市、区（县）街
道（乡镇）、乡社会福利、社会救
助、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
家庭、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
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
犯罪预防、 禁毒戒毒、 矫治帮
教、人口计生、纠纷调解、应急
处置等社会工作相关领域内，

专业服务机构或专业社工，运
用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工作
方法开展社会工作所形成的典
型案例均可参加。

参评案例需符合真实性、
专业性、 规范性、 完整性的要
求。

第一， 参评案例需来源于
实际专业社会工作， 具有真实
的服务主体、 服务对象和服务
过程， 所提交的各项申报材料
真实有效。

第二， 参评案例需具备社
会工作专业要素， 体现社会工
作专业理念， 运用社会工作专
业方法与技巧， 发挥社会工作
专业作用。

第三， 参评案例需具有健
全的项目管理制度、 完整的组
织实施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
符合项目管理和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的规范要求。

第四， 申报案例要求是社
会工作者已经完成并做过成效

评估的服务。尚未开展、准备开
展和正在开展的服务不能参加
案例申报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 在申报期
内， 共有 26 个省及直辖市、60
多个市、近 1000 份案例作品提
交， 经过初步审核共计近 700
份案例符合要求， 涉及领域达
10 多个，包括精神、残障、青少
年、社区、社会企业、老龄、灾害
突发事件等诸多服务领域。

养老机构、 福利院、 基金
会、大学、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社会工作协会等多元主体参与
本次活动。

评审采用了高校教师结合
公益机构从社会工作专业角
度、 可持续推广角度进行双评
审。

据主办方介绍， 评选活动
结束后还计划出版实务案例教
材图书， 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
行业发展、分析案例项目、分析
业务模式、服务方式等。

13部电影、20部剧本
入围第二届全国社工微电影大赛

第二届全国社会工作微课大赛
落下帷幕

2016中国百优社工服务案例即将发布

300多名候选人角逐 2016年度社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