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任孟婆：社会工
作者是一个维护国家基
层公正公平的辛苦工作 ，
需要协调各种社会问题 ，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并支
持他们的工作。

音符 ：从社工目前的
状况看，发展空间肯定是
大的，但是就像其他行业
一样，也是同样遇到很多
的困难, 有很多很现实的
状况存在。

范平雨 ：社工机构里
有不懂社工的社工、不懂
社工的领导甚至不懂社
工的督导 ， 要加强专业
性。

网友留言：

超七成网友表示遇到社会问题
寻求过或会寻求社工帮助

截至 3月 26日 10时

1、 遇到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时，你寻求过或者会寻求社工的帮
助吗？

A.� 是；74%
B.� 否。 26%

2、 你认为可以通过什么途径
获得社工的帮助？

A.� 找到社工服务中心；42%
B.� 通过当地民政部门；28%
C.� 通过社区居委会；20%
D.� 不知道。 10%

3、 你认为哪一项最符合社
工服务的定位？

A.� 为妇女、儿童、残障人士、
异地务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45%

B.� 开展社区服务，为社区成
员提供公共性服务；35%

C.� 为社区发展提供咨询、项
目策划和实施等服务；6%

D.� 以上都是。 14%

全国注册志愿者超过
8500 万人

据新华网消息， 我国的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超过
8500 万人，志愿服务团队 56.8 万个，志愿服务项目已
超过 110 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近 9 亿小时，广大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成为了保障民生的重要力量。

点评：志愿者数量需要增加 ，志愿服务的专业度
更要提升， 亟需社会组织开发更多专业的志愿服务
项目。

地球一小时活动
在中国进入第 10 年

3 月 24 日晚，“开启我的 60+生活”地球一小时北
京主场落地活动在鸟巢文化中心举行。2018 年是地球
一小时进入中国的第 10 年，2009 年，地球一小时首次
在鸟巢举办，北京、上海等十余座城市参与，多处地标
性建筑熄灯。

点评：作为倡导性项目 ，地球一小时活动声势浩
大， 但理念能否落实到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个
疑问。

武汉专业社工
缺口超过一万名

据《湖北日报》报道，目前武汉专业社工缺口突破
一万名。 武汉将加强社工人才激励，实施社工服务人
才、项目管理人才、机构管理人才三大人才培养项目。
今年将出台《武汉市公益组织社会工作者薪酬待遇指
导标准》，切实改善社会工作者待遇。

点评： 专业社工在全国各地几乎都处于紧缺状
态，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各地拿出切实的激励保障
措施。

环保税 4 月 1 日首征
4 月 1 日起，环保税将正式开征。国家税务总局财

产和行为税司副司长孙群介绍，目前，各地税务机关
已经识别认定环保税纳税人 26 万多户。 截至 2 月底，
全国累计辅导环保税纳税人 19 余万户， 占已识别认
定户数的 72.9%。

点评：新税种开征，各方都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对于环保工作会有哪些促进作用还有待观察。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3月 23日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300万元
设立融创奖教学金和校园文
化活动 哈工大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8年 3月 21日 周万祥 100万元 帮扶困难见义勇为人员家庭 云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2018年 3月 22日 中运富通控股集团董事长陈清 3000万元 成立“双一流”建设发展基金 湖北大学

2018年 3月 22日 海南开维集团董事长李黎明 1000万元 成立“双一流”建设发展基金 湖北大学

(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2018 年 3 月 25 日)
（制表：王勇）

■ 见习记者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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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0 日，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死去
了。这只北白犀的名字叫“苏丹”，1973 年出生在尚
贝公园（地处今天的南苏丹）被捕获，整个生命都
是在圈养中度过的。 继 2011 年西黑犀灭绝之后，
北白犀即将成为第二个被盗猎毁灭的犀牛亚种 。
研究人员称，“苏丹”的死，是人类无视自然的最新
残酷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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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0 日是今年的
“国际社工日”，主题是“促进社区
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为了庆祝这
一社工的节日， 进一步提高社会
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充
分展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和
服务成效， 民政部 3 月 19 日-25
日在全国组织开展了社会工作主
题宣传活动。

社会工作者， 即遵循助人自
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
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
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 协调社
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
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
者。

社工在社会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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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处置等领域都可
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

我国从 2008 年起在全国范
围开始实行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
考试制度。 社会工作师分助理社
会工作师（初级）、社会工作师（中

级）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
全国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

试举行 10 年以来， 全国累计有
32.7 万人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和
社会工作师证书。

2017 年， 社会工作者持证人
数比 2016 年增长近 4 万人，报考
人数增长 38%， 且近几年报考平
均增长率在 32%左右， 市场空间
巨大。

社会工作者是一个可爱可敬
的群体。 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
家， 组成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
体都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
争、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社会工作
者必须有一定的专业理论为行动
导向， 并处理好实现自身价值和
工作之间的关系。 具体到工作中，
社工们必须拥有过硬的专业素
质，将工作的方法技术熟练运用，
严格遵守职业守则。 弘扬社会工
作大爱精神， 展示社会工作者专
业形象与服务成就， 提高社会工
作认知度和影响力。

我国社会服务工作起步时间
晚， 目前社会工作者在国内的认
知度总体来说较低，《公益时报》

联合问卷网和凤凰公益推出本期
“益调查”——— 国际社工日：你
身边有社工吗？

调查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6 日， 共 1006 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74%的网友表示遇
到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时， 寻求
过或者会去寻求社工的帮助。

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社
工的帮助方面，42%的网友认为可
以通过找到社工服务中心得到社
工的帮助；28%的网友认为可以通
过当地民政部门得到社工的帮
助； 而 20%的网友认为可以通过
社区居委会来得到社工的帮助；
也有近一成网友根本不知道如何
获得社工的帮助。

在社工服务定位的认知方
面，45%的网友认为为家庭、妇女、
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
异地务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最符合社工的服务定位；35%的网
友认为社工的服务定位应该在开
展社区服务， 为社区成员提供公
共性服务， 以及提供满足社区成
员物质、 文化、 生活等方面的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