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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5 月 31 日，卫生计生委网站
发布了全国爱卫会办公室、共青
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出的《关于
在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中充
分发挥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和青年志愿者作用的通
知》， 对充分发挥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和青年志愿者
作用、动员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作进
行了部署。

《通知》 强调， 各地要按照
“五个一”的要求，培育和扶持社
会工作和志愿者队伍，实化工作
内容， 开展好社会公益服务活
动。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
要》提出，要把健康城市和健康
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要抓手，保障与健康相关
的公共设施用地需求，完善相关
公共设施体系、 布局和标准，把
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
的全过程，促进城市与人民健康
协调发展。

针对当地居民主要健康问
题，编制实施健康城市、健康村
镇发展规划。 广泛开展健康社
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健康家
庭等建设，提高社会参与度。

重点加强健康学校建设，
加强学生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
评价，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传染病防控等相关政策。 加强
健康城市、 健康村镇建设监测
与评价。

到 2030 年，建成一批健康城

市、健康村镇建设的示范市和示
范村镇。

实现这一点，共建共享是基
本路径。《纲要》提出，要促进全
社会广泛参与， 强化跨部门协
作，深化军民融合发展，调动社
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
环境治理，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预防和减少伤害，有效控制影响
健康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危险因
素，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
共治格局。

《通知》要求，全国健康城市
试点市要将培育和引导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青年
志愿者作为试点工作的重要内
容，纳入健康城市健康村镇总体
规划和建设布局，积极开展实践
探索，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等方式提供
政策和资源支持。

按“五个一”要求培育社工
和志愿者队伍

具体工作内容上，《通知》要
求各地要按照“五个一”的要求，
培育和扶持社会工作和志愿者
队伍，实化工作内容，开展好社
会公益服务活动。

一是培育一批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试点城市要
加强部门沟通合作，以服务健康
城市健康村镇建设为目标，通过
支持依法登记、 完善扶持政策、
强化资金支持、落实财税优惠政
策等方式争取培育 3-5 个管理
规范、服务专业、作用明显、公信
力强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

二是开发一批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试点城市中
的每个县（市、区）至少开发 1 个
与爱国卫生工作相关的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专业岗位，鼓励条
件较好的街道（乡镇）和城乡社
区开发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不断探索完善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激励保
障机制。

三是培养一支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通过组织举
办专题培训班、开展实践实训等
方式，不断提高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从业人员运用社会工作专
业理念、方法和技能开展服务的
能力。 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设计活动方
案、开展项目管理以及协助做好
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等方面
发挥作用，促进健康城市健康村
镇建设。

四是培育一支青年志愿者
队伍。 要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从
当地城乡社区、 企事业单位、大
中专院校、青年社会组织中招募
青年志愿者，开展健康城市健康
村镇建设相关志愿服务。 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在现有志愿服务组
织中成立爱国卫生相关志愿服
务分队，由爱卫办、共青团、文明
办共同管理和指导。 通过集中培
训、交流观摩、案例分析等方式，
加强对青年志愿者的专业知识
和工作技能培训。

五是实施一批社会公益项
目。 围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的重点领域，设计实施一批社会
公益项目，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资金补贴等方式，支持引导青年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城市健
康村镇建设。

探索“社工+青年志愿者”
联动机制

《通知》提出，各地要以群众
健康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动员
群众的方式方法。

要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和青年志愿者作为新
时期动员群众的一支生力军，充
分发挥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的专业优势， 探索建立
“社工+青年志愿者” 联动机制，
提高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
社会化动员能力和专业化工作
水平，并通过青年志愿者带动广
大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要结合健康家庭、 健康单
位、健康学校、健康社区等健康
“细胞” 工程建设以及保护母亲
河行动等品牌项目，发挥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资源
链接、 项目策划等方面作用，组
织引导广大青年志愿者在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广泛开

展清洁卫生、绿化美化、环境保
护、资源节约、运动健身、健康服
务等群众性活动，倡导健康新风
尚，营造文明向上社会氛围。

《通知》强调，各级爱卫办负
责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和青年志愿者工作纳入健
康城市健康村镇总体工作部署，
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充分发
挥爱卫会统筹协调作用，搭建有
效工作平台。

共青团组织负责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青年志
愿者队伍的招募、培养、使用等
管理培训工作和具体项目的设
计实施。

文明办负责建立健全支持
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长效机
制。 民政部门负责支持推进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青
年志愿者队伍建设。

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在医疗卫
生服务、 健康促进和教育等工作
中， 发挥好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和青年志愿者作用，并
提供专业知识培训和技术支持。

五部门部署充分发挥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青年志愿者作用

实施“五个一”过程 推动健康城市、村镇建设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与民政部社会事
务司 5 月 31 日在北京联合启动
了主题为“普及村居服务，保护
全体儿童”的中国儿童福利与保

护宣传周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扬了中国
在 5.9 万多个村（社区）建立基层
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所取
得的显著成果。

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于 2010 年首次启动中国儿
童福利周系列宣传活动，倡导加
大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投入，该活
动今年正式升级为“中国儿童福
利与保护宣传周”。 民政部社会
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国务院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宋文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
华副代表郑道（Douglas Noble）
博士、 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代表、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
家出席了启动仪式。 四名来自四
川的儿童代表与歌手许魏洲也
来到活动现场，并分享了他们参
与活动的感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愿继续
与合作伙伴一道，进一步推动高
质量的儿童福利与保护项目的
发展，使其覆盖更多地区，以此
确保每一名中国儿童，不论他们
的身份及身处何地，都能享有优
质的保护服务与基本社会福利
保障，让他们得以健康而茁壮地
成长，并充分实现自身的发展潜

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副
代表郑道博士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标志着中国
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从补缺型
向普惠型全面转型升级。

去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
见》，其中明确提出“村（居）民委
员会要设立由村（居）民委员会
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
工作者等担（兼）任的儿童福利
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 ”这
一提法借鉴了由民政部与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共同支持的基层
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项目
的成功经验。 该项目为在中国最
偏远和贫困地区向困境儿童提
供福利保护服务探索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基层服务模式。

2010 年，基层儿童福利与保
护服务体系项目开始在五省区
（河南、四川、山西、新疆和云南）
的 120 个村试点。 目前项目模式
已被各地推广到 5.9 万多个村

（社区）。 在项目地区，当地居民
被选拔担任儿童主任，接受基本
的社会工作技能培训，对困境儿
童进行家访，督促或帮助儿童就
学、上户口，接种疫苗、就医及接
受其他的卫生保健服务，申请低
保或其他社会救助，组织儿童社
会活动。

“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和儿童主任们的
工作证明，我们有能力为生活在
最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困境儿童
提供支持， 通过政府的有力领
导、专家的技术支持，中国能够
将儿童福利和保护服务递送到
最偏远的‘最后一公里’。 ”郑道
博士说，“通过为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社会服务，确保这些服务的
可及性， 并有效地进行转介服
务，儿童主任能够帮助缩小不平
等，甚至预防困境发生。 实践证
明他们是中国正在构建的儿童
福利和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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