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

6 月 27 日， 上海市政府今
天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就上海
市业已完成的首批 262 家行业
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的脱钩
试点工作进行总结， 部署第二
批 349 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的脱钩试点工作。

会议透露， 首批顺利实现

与行政机关脱钩的 262 家行业
协会、商会中，包括市级 92 家，
区级 170 家。 已基本实现“五分
离、五规范”，即机构分离，规范
了综合监管关系；职能分离，规
范了行政委托和职责分工关
系；资产财务分离，规范了财产
关系；人员管理分离，规范了用

人关系； 党建、 外事等事项分
离，规范了管理关系。

会议还就上海市第二批
349 家（市级 140 家、 区级 209
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的脱钩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明确该项任务必须于今年 9 月
底前完成。 （据央广网）

� 四川省政府决定开展首
届“四川慈善奖” 评选表彰工
作，将评选出 80 名“四川慈善
奖”拟表彰对象。 据了解，此次
评选推荐重点要面向基层一线
干部职工、 社会群众、 部队官
兵、企业和社会组织。

拟表彰团体 35 个，个人 35
名，项目 10 个。 其中，“最具爱

心慈善楷模”10 个 (其中团体 5
个、 个人 5 名)、“最具爱心慈善
个人”20 名、“最具影响力慈善
组织”10 个、“最具爱心捐赠企
业”10 个、“最具影响力慈善项
目”10 个、“慈善工作奖”20 个
(其中团体 10 个、个人 10 名)。

候选对象将通过推荐和自
荐两种方式产生。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上报的拟推荐对象进行初
审后， 提交专家评委评选出 96
名首届“四川慈善奖”候选对象
接受社会公众网络投票。领导小
组按照专家评委投票、社会公众
网络投票、领导小组成员投票各
占 30%、30%、40%权重的原则，评
选出 80 名首届“四川慈善奖”拟
表彰对象。 （据四川在线）

四川：将开展首届“四川慈善奖”评选表彰

上海：首批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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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互助关怀 香港暖流涌动
� � 今年 5 月初，香港血库存量
一再亮起短缺红灯，最严重时仅
够维持全香港 4 天的血液供应。
为此，香港红十字会连续向市民
发出捐血的紧急呼吁。

呼吁发出后的首个周末，在
铜锣湾捐血站，排队捐血的人早
早就挤满了等候室。据统计，5 月
6 日当天共有 1728 人登记捐血，
血库成功收集 1338 袋血液，创
近年来单日新高。 香港市民何先
生说，平时整个捐血过程仅需半
小时，但今天从登记至完成足足
花了近 4 小时。

“社区内外，互帮互助”一直
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倡的重点之
一。 翻查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
的统计发现， 截至今年 6 月 12
日，全港范围内注册社工总人数
为 21322 人。 除此以外， 更有百
余万名服务于各慈善团体、机构
的义务工作者们，每天奔波在香
港的街头巷尾，为社区的和谐安
定出力。

社工注册服务全覆盖

据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
介绍，香港对社工采取强制注册
的管理方法，未注册或登记的人
士不得从事社会工作或自称社
工。 现时，超过 99.5%的注册社工
拥有社会工作的学位或文凭。

在香港，每 340 人中就有一
位社工，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水
平。 香港的特色在于，超过九成
的社工隶属于各个社区服务机
构，在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完
成社会服务。

以青少年服务为例，每个学
校都会配备至少一名学校社工，
每个社区内也会下设综合青少
年服务中心。 对于边缘青少年，
例如违法者、夜场少女、吸毒者、
性侵犯受害者等群体，社区内还
会配备区域性青少年外展服务
队等常设或项目性服务。

有社工介绍说，如果在校园
发生欺凌事件，学校社工会立即
开展 4 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对受
害者进行心理辅导， 若情况严
重，将转介至青少年心理辅导中
心或临床心理学家；其次对欺凌
者进行行为矫正，若行为问题严
重或有街头童党等情况，就由专
门的地区青少年外展队跟进；接
着是对同校其余同学的教育及
预防性介入；最后则对家长进行
辅导。

曾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
从本科一口气读到博士的裴谕
新是一名资深社工， 在她眼里，
学习、深造、工作，进而向无数需
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都是在
爱的名义下进行”。

“帮助家庭主妇树立职业观
念、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小区
内做试点推广新的福利政策
……”聊起之前参与过的社会工
作项目，裴谕新滔滔不绝。 她认
为，社工不仅要懂心理学，还要
兼备演说、 沟通和培训的技巧，
而且社交能力也必不可少。 同

时，因香港慈善机构很多，为筹
得资金，社工还必须跟社会不同
阶层的人打交道，进行游说。

据统计， 截至 2016 年 9 月，
全港共有约 9000 家规模不等的
慈善组织及机构。 创办于 1870
年的东华三院，已由一所向贫穷
和病患者赠医施药的医院，发展
成为今日香港最具规模的慈善
机构之一。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多次公开赞誉东华三院
“对社会贡献良多”， 包括医疗、
教育、安老、青少年及家庭以及
社会企业等。

义工灵活奉献在基层

相比于社工，义工的社会参
与则更为灵活。“施比受更为有
福”， 一位义工在获得嘉奖时这
样说。

经过多年积淀，义务工作在
香港蔚然成风。 香港特区政府社
会福利署署长叶文娟向记者介
绍说，截至 2016 年底，在香港提
供或参与义工服务的慈善机构
共有 2927 间，登记义工多达 127
万余人，约占全港人口近 1/5，全
年共进行逾 2400 万小时的义务
工作。

“其实人人都有条件成为义
工”， 已加入义务工作发展局近
20 年的黎同济认为，平时大家在
生活中一次让座、一次捡拾废纸
等小事，都是善心的体现，而如
果将这份善心用于服务社会，那
么每个人都可以是义工。

2017 年农历新年到来之际，
全港最具规模的非营利青年服
务机构香港青年协会在全港十
八区举行了暖心的“邻舍团年
饭”活动。 青协 100 支“邻舍第一
队” 逾 2500 名青年义工邀请 1.2
万位街坊邻居，席开 1000 余桌，
饱享盆菜宴，载歌载舞，共迎新
岁。

协助筹备工作的筲箕湾青
年义工代表朱可殷已是第五次
参加团年饭活动，她仍记得第一
年筹备时以“拍摄微笑”为主题
组织游戏，逗得老人小孩都开怀
大笑，她说：“我们青年人也可以
很有力量的。 ”

像朱可殷这样的青年义工
正逐渐成为义务工作者团体内
的中坚力量。 根据社会福利署的
统计，14 至 35 岁的学生及青年
登记义工人数已超过 65 万人，
占全香港义工总人数的一半以
上， 是推动义工服务的中坚力
量。

细水长流，积水成渊。 近年
来香港扶贫纾困工作得以不断
推进，民间各界的义工们功不可
没。

助人自助促融合共荣

近日，致力于服务新来港及
少数族裔人士的慈善机构新家
园协会举行慈善晚宴，共同见证
协会成立 7 年来累计筹款突破 4
亿港元。

会长许荣茂自豪地表示，协
会会员已超过 13 万， 服务人次
逾 140 万，包括协助即将移居香
港、新来港人士和少数族裔适应
文化差异、住房、求学、就业及法
律等系列问题，成功营运了香港
及内地共 13 间服务处和支援中
心。

“四海一家、和谐共荣、助人
自助”的理念不仅是新家园协会
的目标， 更是不少港人社工、义
工的愿景。

作为第一批北上服务的香
港社工，梁秋莎专注化解跨境婚
姻纠纷及青少年问题，一直活跃
于粤港两地。 20 年来，她经手的
个案超过 2000 个，成为“治疗”
粤港民间矛盾的“社会医生”。

随着粤港社情的变化，梁秋
莎的工作逐渐由点到面。 从跨境
婚姻矛盾，到跨境家庭小孩上学
难问题，再到就业辅导和养老难
题， 梁秋莎游走于各个政府部
门，求助、咨询、建议，她的忙碌
从未间断。“从红磡火车站到广
州东站，每月至少往返 3 次”，梁
秋莎 20 年的车费差不多近 30
万港元。 在街坊眼里，她是“拆弹
专家”， 更是粤港跨境家庭的稳

定器。
香港女教授罗观翠，在港从

事社工服务多年后，赴广州中山
大学创办了社会工作系，是首批
将社工服务带入内地的香港社
工之一。 在内地，她与服务对象

打成一片。 例如在厦门创办“启
福”社会工作服务点，特别配上
闽南人喜爱的功夫茶具，“一杯
热茶，就能够迅速拉近和爷爷奶
奶们的距离”。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 6 月 29 日下午， 全国首个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点亮心光”在深圳正式挂牌
成立。 该中心是由深圳市人民
检察院、 市民政局和团市委共
同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公益性民
间组织， 服务对象为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和刑事案件中的未成
年被害人。

据介绍，该中心成立后，将

以专业社工为依托， 利用社会
企业的支持， 建立涉罪未成年
人中途观护站， 为取保候审期
间、 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的
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就业机会，
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劳动技能
培训，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 此
外， 中心将与专业心理咨询机
构对接， 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
心理干预， 引导涉罪未成年人

积极从事社会义工服务。 中心
还将借助网络媒体开展对未成
年人的法治宣传， 以实现预防
校园欺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的目的。

另外， 未成年受害者也是
“点亮心光” 重点服务的群体，
主要是帮助他们从伤害阴影中
走出， 用积极健康的态度面对
以后的生活。 （据中青在线）

深圳：全国首家未成年人社工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 � 少数族裔服务中心内， 新家园协会大使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小朋
友交流，帮助他们认识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