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广东社工双百计
划” 公布了 14 市社工服务站
面试录用的社工人员名单。 能
为 “双百计划 ”输送社工精英
人才， 作为人才的提供方，可
见不少社工机构团队服务素
质的不同寻常 ， 这点自不必
说 。 但 “双百计划 ”的实施落
地 、 社工人才的招聘配备过
程，对本就资源稀缺的粤东西
北已有的本土社工机构的服
务实践沉淀及机构发展，究竟
是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呢？
这需要我们作另一番认真的
思考。

今年年初，广东省民政厅
重点推进 “广东社工双百计
划”， 大力推进社会工作在东
西北地区的发展，通过自下而
上 、择优推荐 、逐级申报的方
式 ，由乡镇 、街道办事处提出
申请 ，经民政部门 、财政部门
逐级审核，省民政厅最终审定
200 个镇（街）建设社会工作服
务站点，孵化 200 个志愿服务
组织， 培育 10000 名志愿者，
并招聘一线社工共 940 名，主
要录用粤东西北本地社工或
者已在外地从事社会工作人
才回家乡开展社工服务，建立
稳定的、本土一线社工服务队
伍、 本土社会工作支持平台、
本土社会工作机构，探索本土
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同时，在岗位福利中，“双
百计划”明确了招聘的 8 点说
明，其中包括第一年年薪人均
5 万（含税 ），通过年度考核按
5%比例逐年递增。

诚然，“双百计划”的服务
设想 、立项愿景 、投放资源等
对于当地社工的成长和发展
无疑是巨大福音，也得到广大
社工的欢迎。 但岗位招聘人员
来源定位于“录用粤东西北本
地社工或者已在外地从事社
会工作人才”实在有待斟酌。

今年 3 月，对于粤东西北
目前阶段的本土社工机构及
项目发展现状，广东省民政厅
党组成员王长胜副厅长在“双
百计划”的宣讲会中概况得非
常深入独到， 他说：“十年来，
我省社会工作主要集中在珠
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社会
工作仍然普遍存在缺人才、缺
资金 、 缺路径等问题 。 截至
2016 年底，粤东西北地区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数 1104 个 ，仅
占全省 7% ； 年 度资 金 投 入
2330 万，不足全省 2%。 二是破
解社会工作专业化不强的问
题。 近十年，我省主要采取向

社工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的模
式推进社会工作，并取得一定
成效，但也逐渐暴露出服务项
目延续性不长、一线社工薪酬
待遇偏低、 社工流失率高 、社
工服务专业性不强、机构之间
恶意竞争等问题。 ”

而 “双百计划 ”这巨大的
资金资源投放及服务愿景对
于当地原有的社工机构的发
展是否也是巨大福音，抑或是
引起原有本土机构项目骨干
社工人才流失、原有政府购买
社工岗位价普遍低于双百计
划岗位工资标准却在短时期
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及人力
物价水平标准无力提升的困
境导致项目运作陷入社工人
才紧缺甚至面临项目服务被
叫停的“雪上加霜”局面呢？

不少本土社工机构负责人
对近期机构内共同出现的社工
主管骨干们纷纷提离职、 摩拳
擦掌对“双百计划”跃跃欲试、
暗流涌动的危机及困境现象进
行了探讨，都预感“双百计划”
对当地本土社工机构尤其是成
长型的小机构来说， 似乎有着
一种“狼来了”、“一不留神就会
被吞噬掉”、“双百计划冲刷中
断了本土已有特色服务经验的
探索沉淀历程”、“社工骨干人
走茶凉， 导致服务经验沉淀的
中断”的感慨。

“双百计划 ”如此巨大的
资金、专业师资资源投放到粤
东西北地区各镇街，鼓励和培
育社工探索当地特色服务模
式 ，促使 “计划 ”内社工 “当家
作主”， 实现社工创立自主发
展的“本土社工机构”的初衷，
那么原有本土机构作为当地
特色服务模式探索历程中初
见端倪的“原住民”力量，是否
能在 “双百计划 ”中争取资源
共享，实现共赢呢？ 抑或只能
听天由命，源源不断地将自身
辛苦培育的社工骨干团队不
求回报无私奉献地向“双百计
划 ”输送人才 ，长此以往被动
地为“双百计划”实施落地“做
嫁衣”以至于原有项目陷入人
才紧缺困境被叫停而葬送原
有的探索本土服务前程呢 ？
“双百计划” 与本土原有机构
或项目的资源如此悬殊的对
战，本质上是否也属于承接机
构或不同服务项目之间的社
工人才争夺 “恶意竞争 ”的一
种折射呢？ 这一发展困境局面
粤东西北原有本土机构应该
如何来破……或许值得同行
共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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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财产不得侵犯

据新华网西安 4月 27日报道，
针对陕西省合阳县黑池镇蔡苜村原
党支部书记违规转让村希望小学的
问题， 合阳县纪委已分别对该镇党
委书记、镇人大主任、包村领导、镇
纪委书记进行了诫勉谈话。 黑池镇
党委、纪委分别作出决定，给予原党
支部书记魏赵平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 原党支部书记魏学科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对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马
增全行了诫勉谈话处理。自华商网 4
月 21日以 “希望小学耗资 36万建
成，变村干部私宅”报道此事，至问
题查清并及时处理， 仅仅用了 6天
时间，工作效率令人欣喜。

这一事件发现和处理， 可以
反映出，一是媒体监督非常必要、

十分有效； 二是规定纪律问题有
违必究、保持高压。而更为重要的
是表明了社会公共财产姓公不姓
私，必须依法保护。

依据《刑法 》第九十一条 ，公
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 国有
财产；（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
财产；（三） 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
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
财产。 蔡苜村希望小学是用捐赠
财产和集体财产（或国有财产）建
成，是不折不扣的公共财产。

希望工程实施规则规定 ，希
望小学如需撤并，要坚持“两个不
丢” 的原则， 即希望小学校牌不
丢、希望小学捐赠财产不丢。希望
小学的动产部分， 要并入新的学

校；不动产部分，要在保证公共教
育资源不流失的前提下， 由县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希望工程实
施机构共同提出置换、处置方案，
且处置后的资产须用于当地公共
事业，并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报
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希望
小学的资产并入新学校后， 新学
校仍以原希望小学的名称冠名或
一所学校两块牌子， 并在新学校
的显著位置竖立爱心碑记， 铭记
捐赠人捐资助学的善举。

蔡苜村希望小学不管是否继
续办学还是改作其他用途， 财产
性质并没有改变。 蔡苜村两任原
党支部书记未按希望工程规定处
置捐赠财产， 也未经村民代表大
会通过处置集体财产， 未履行任
何法律手续， 就将学校让渡给私
人，违规违纪是明确的。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但这类事
情并不会是最后一个。 最重要的误
区，就是人们缺乏对公共财产的认
识，好像事不关己，实际是损害了
公共利益、大家的利益。 尤其是捐
赠财产，不论是捐给政府还是捐给
集体，始终是公共财产，不是无主
财产、私有财产，即使进行置换，置
换所得财产也必须用于公共事业。

社会公共财产需要公共关
心，需要依法保护。

除社会救助与贫困帮扶、劳动
就业与社会保障、健康教育与心理
疏导、法律普及与权益维护这些相
对典型的需求外，社会工作还可以
为农民工提供以下服务。

第一，人际交往与关系调适。
人际交往不妥或过于封闭自

己是部分流动儿童和新生代农民
工面临的困扰， 他们亟须建立起
自身的人际交往圈和支持网络 ，
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搭建多元平
台和载体协助他们融入其他社会
群体。 社会工作者主要运用个案
工作、心理辅导、小组工作等专业
手法协助农民工处理好与他人关
系， 逐步建立起自身发展的的社
会支持网络， 进而促进农民工与
当地居民的交往和关系建立。 而
关系调适则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民
工的重要内容， 这其中包括农民
工家庭中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的
调适，农民工与同事关系的调适，
情感关系中朋友关系的调适等。

第二，子女照顾与亲子互动。
子女照顾和亲子互动是当前

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服务的重
要内容， 在农民工的服务需求中，
农民工群体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子

女照顾和亲子教育。 根据目前的社
会工作实践，这部分的服务内容主
要是在农民工工作、生活及自身知
识能力局限的三重压力下产生的，
介入流动儿童社区照顾、 学业辅
导、兴趣培养、朋辈群体互动及亲
子互动、情感交流等服务，并在一
定意义上发挥“家长替代”的作用，
缓解现实情境下农民工的压力。 流
动儿童照顾、课业辅导和兴趣课堂
已经成为了社会工作服务流动儿
童的重要内容。

第三，社区参与和城市适应。
农民工社区参与和城市融入

是推进农民工纵深服务的重难
点， 也是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
重要目标， 其包含的主要内容是
依托社区与相关组织合作积极创
造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 ，
搭建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的平
台， 组织开展适合农民工参与和
居民融入的社区服务活动， 并通
过系列外展服务、 适应城市新生
活的系列培训等带动农民工适应
城市生活、融入城市当中，充分了
解当地城市文化。比如，新公民计
划组织开展的以“玩转城市”为主
题的流动儿童系列城市体验活动

就是一个优秀案例。
第四，文化生活与休闲娱乐。
随着农民工需求层次的不断

提升， 文化娱乐已经成为了农民
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的更高需
求， 并成为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民
工服务的新内容。 社会工作介入
农民工文化服务的内容有着多样
化的形式和内容，包括文艺活动、
劳工文化作品创作和节日性文化
活动等。 在农民工聚集社区，组织
开展文化活动是较为有效且易于
被服务对象接受的服务形式 ，并
在创新流动式服务方式的同时 ，
丰富他们的工余生活。 比如，协作
者运用小组工作和文艺创作相结
合的方法建立文化艺术团队 、创
作劳工文化作品并进行公开演出
等， 这很好地丰富了农民工的文
化生活。

第五，政策咨询与宣传倡导。
政策咨询和宣传倡导是社会

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的重要内
容， 这与其社会政策宣传者和倡
导者的角色相一致， 但却是较为
容易被忽略的内容。 社会工作介
入农民工服务不单是解决服务对
象面临的困难和需求， 也应在服
务过程中促使服务对象及时有效
地了解与自身相关的政策制度 ，
更应考察研究政策制度现存的问
题和不足， 进而逐步形成社会工
作服务农民工过程中遇到的政策
制度障碍报告， 通过一定的途径
发声表达并尽力影响决策者。 社
会工作直接服务农民工具有明显
的局限性， 即受众者常常是有限
的， 这与农民工群体的数量之多
形成强烈反差。 而政策倡导则打
破了这一局限， 能够从制度建设
上使得更多农民工受益。

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的内容与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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