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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宫蒲光：社工事业前景光明、前途远大
2018 年 4 月，卸任民政部副

部长后，宫蒲光任全国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还
是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两
会期间，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
访时宫蒲光表示，社工事业的发
展前景光明，前途远大，一定会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南都：你现在的另一个身份
是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这
个协会日常承担什么职能？

宫蒲光：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的前身是中国社工协会， 成立
于 1991年，2015年改为中国社工
联， 它是国家民政部主管的全国
性枢纽性社会团体， 是全国社工
领域行业协会， 它的使命是致力
于促进国内社会工作事业发展。

南都 ：过去一年 ，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做了哪些工作？

宫蒲光：我们深入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自身的专业优势， 在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城市社区治理、平
安中国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中，积极参
与，尽力发挥作用。

具体讲，我们搭建行业交流
平台，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召开
了一些行业会议，比如举办“第
九届中国社工年会”等一些高端
论坛、峰会、研修班等，同时开展
行业调查、行业培训，制定起草
《中国社会工作者伦理守则》和
一系列社工行业规范性文件。

我们积极落实社会组织扶
贫任务， 联合清华启迪控股公

司， 投入 1200 万元专项用于资
助贫困学生，还为定点扶贫单位
江西省花莲县投入扶贫项目及
资金合计 200 多万元。 大力推进

“美好社区计划”， 共有 28 个省
市，260 家社工机构参与，形成良
好的社会效应。 此外，还举办各类
培训讲座 140多期，与国家能源集
团合作，投入 1460多万元，救助先
心病、白血病儿童 1280名。还开展
了许多社工界的国际交流。

南都：目前国内社工发展情
况如何？

宫蒲光：现在全国社工从业
人员超过了 124 万人，持证社工
有 43.9 万人。 各地共开发了 38.3
万个社工专业岗位， 设置了 5.1
万个社工服务站。 现有社工服务
机构近 1 万个， 各级社工协会
860 多个。 发展最好的都在东部
发达地区，比如北上广深。 国家
计划到 2020 年， 社工从业者达
到 145 万人，从现在的发展势头
看应该能实现。

南都 ：现在提到社工 ，很多
人还不太了解，能否介绍一下？

宫蒲光： 好多人都问我，社
工是干什么的？ 以为是志愿者或
者是社区工作者，还有的认为是
广义的社会工作就是无所不包
的工作。 其实它的本质属性是一
种社会服务，是具有专业技能的
人对有需求的人提供专业社会
服务的工作， 它既不是志愿者，
也不是政府部门，是属于非营利
性社会服务机构性质的专业社
工组织，它主要承接政府购买社
会服务，为公众提供的专业社会

服务， 为政府提供解决社会纠
纷、化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关
系等方面的服务。 因为这个词汇
从国外直译过来的，加上在中国
语境下，原来已经有相对于经济
工作的广义的“社会工作”概念，
影响了人们的理解和接纳。

南都： 你说得太专业了，能
否说得再具体一点，形象一点？

宫蒲光： 社工不是医生，但
懂医技，不是心理学家也懂心理
学，不是中医，但也懂得基本保
健知识， 具备多方面的专业技
能。 我觉得跟全科医生有点像，
只是全科医生是看病的全能手，
社工是解决民众专业社会服务
需求的全能手，具备很广的知识
面和技能，提供着广泛的社会专
业服务，助力社会基层治理。

南都 ：在你看来 ，社工在社
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宫蒲光：社会工作是党和国
家着眼于加强社会建设做出的
重要制度安排， 在联系服务群
众，润滑社会关系，激发基层活
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社工组
织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可
忽视的重要力量。

我们传统的社会治理，是党
委政府“一竿子捅到底”，从中央
到省市县、乡镇村、街道、社区、
网格， 主要功能是社会管理，同
时也提供社会服务。 这种模式有
个特点，政府既当管理者，又当
服务者，把政府的责任无限延展
了，一旦民众对具体服务项目的
不满意，矛盾也就集中在政府身
上。 政府管理人员，更擅长管理

社会，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正
常秩序，在服务群众方面，以购
买服务的形式，让具有专长的社
工组织去做具体工作， 更专业、
更周全，更符合民众所需。

社工是用专业技能去服务
社会需求的人群。 他们知道如何
跟自闭症小孩玩游戏，做心理疏
导，比如有一些吸毒人员重返社
区，他仍需要后续管理，社区里
有一些个失独老人需要安抚，都
可以让专业的社工来，他们服务
好了，可以继续干，服务不好，可
以换。 政府是购买服务者，也是
直接从事服务的社工组织的监
督者，既履行了向公众提供服务
的责任， 又不被具体事务缠住，
也不会陷入具体矛盾纠纷之中。

南都：如何看待社会工作的
发展前景？

宫蒲光：2011 年， 国家专门

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中长期
规划。 近年来，又出台了许多鼓
励支持和规范发展社工事业的
文件，为社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也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快速增长，在追求物质生活富足
的基础上，更加渴望健康平和的
心态情绪，渴望积极和谐的人际
关系，渴望在参与社区治理和社
会生活中提升能力， 实现价值，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治理和
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会越来越
受到各级党委、 政府的重视，社
工事业的发展前景光明，前途远
大，一定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南方都市报》）

全国两会上， 一些代表委
员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建
议，涉及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社
工岗位设置、 社工作用发挥等
多个领域。

加强民政领域社工人才队
伍建设

“现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工人
才的高流动和高流失问题。 ”今
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省茂名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李兰
继续呼吁要提高社会工作人才
地位和待遇， 吸引更多有才能、
有情怀的年轻人选择社会工作
专业， 并且坚定社会工作初心，
愿意把社会工作作为自己一生
奋斗的事业。

同时，她建议要加强民政服
务机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探索高校社会工作人才由“通过
式” 培养转变为专才培养的模
式；或者采取民政部门与高校合
作定向培养的方式，培养一支优
秀的民政领域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此外，还可以探索晋升评优

的机制，让社工人才到民政机构
服务后，真正能沉下心来，扎扎
实实地做好专业服务，提升自己
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发挥社
会建设的生力军作用。

科学设置社工职级

在平日的工作生活中，发现
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职业前景
不明晰，社会工作人才易达职业
“天花板”；社工职业职级划分较
为粗糙，专业划分不精细；毕业
生对口就业率低，社工专业人才
行业留存率低。

“社会工作发展虽有 10 年
之久，但仍是一个新兴领域，在
社会转型期， 我国基层社会治
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余
雪琴十分看好社会工作的未来
前景，同样的，也针对上述问题
现状提出自己的建议，“要科学
合理设置岗位、 职级和相应的
薪酬水平可助推行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 将精英人才留在社会
工作领域。 ”

建立一套完善的具有指导
意义的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

在我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
和认定的基础上，以上海、深圳
等在社工职业职级上的探索为
依托， 参考港澳地区等先进经
验， 建立一套包括社工资格认
证、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
度、薪酬标准指导制度、教育培
训制度等在内的社会工作职业
制度体系，为各省市制定和职级
体系提供参考依据，疏通社工职
业路径，不断优化社会工作行业
和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

社会工作专业职级设置纵
深化，推动服务精细化。 为进一
步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和
职级纵深化发展， 建议将社会
工作纳入职称评定体系， 以国
家资格认证（初级、中级、高级）
为基础条件， 依托社会工作服
务领域（青少年、老年人、妇女、
禁毒、司法等），制定每个专业
领域的职级标准，推动社会工作
职级的精细化和专项化，推动服
务精细化。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根据专
业技术岗位设置合理的薪酬。 根
据社会工作职级划分，实行“差
异化”购买，推动机构完善职业

薪酬体系，支持社工机构服务向
专项化、精细化发展，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在社会民生、社会问题
解决方面的活力和专业。

进一步完善高校招生培养
制度， 引导学生做好职业规划。
推动高校完善教育体系，重视学
生专业价值教育、实践教学和职
业教育， 提升学生实务能力，正
确引导学生合理进行职业选择
和规划，减少就业的盲目性。

公立医院应健全医务社工
制度

作为一名医疗卫生领域的
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唐金海建议，公立医院应健全医
务社工和志愿服务制度，增进医
疗系统人文关怀。 他说，当前医
疗机构缺少理论性强、实践性高
的专业医务社工人才， 建议卫
生、民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制订医
务社工人才建设实施方案。 在财
政部门的支持下，通过设置部门
岗位、资金补贴、购买服务项目
等形式鼓励医疗机构和社会组
织通过“医务社工+志愿者”模式

开展服务。

建立家门口的社区心理服
务站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赵国祥带来了“关于
加强社区心理服务站建设”的建
议。 他认为，当前民众心理健康
问题日益凸显，建设社区心理服
务站是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的重要基石。 他建议，要加强政
策倾斜力度， 明确工作人员任
职资格、薪酬待遇、晋升发展等
问题，吸引心理学、精神医学、
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进入服务
站工作，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结
构合理、优势互补的人才队伍。
加强对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培训
督导和继续教育。 探索制定志
愿者参与心理健康服务政策，
完善奖励机制， 引导优质心理
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参加服务
站工作。 加强和高校合作，采用
“订单式”培养等模式，重点培
养一批符合社区心理服务需要
的复合型人才。

（据公开报道整理）

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社会工作

宫蒲光（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