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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脱贫攻坚路上的社工力量
� �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
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目前，
我国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
的冲刺期， 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 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注入了不竭动力。

镜头一
云南省文山州

“守着大山无吃喝，牛粪成堆
无法下脚，靠着墙根晒太阳，全靠
老天栽玉米。 ”一年前，村支书这
样介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马关县仁和镇的大嘎吉村。
为探索符合文山特点的社会工
作助力脱贫攻坚的路径，2018 年
1 月， 文山州民政局选择在本地
有服务基础的第八天青少年事
务社会服务中心为“牵手计划”的
受援机构，并把国家级深度贫困
县之一的马关县仁和镇大嘎吉
村作为项目实施地，开展脱贫攻
坚社会工作服务。

大嘎吉村里有一座老式学
堂， 社会工作者在此建立了文山
州的第一个乡村社工站。 从儿童
服务入手，逐步挖掘边境村庄苗
族文化， 组建苗族妇女绣娘队、
芦笙队， 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增强文化自信， 拓宽脱贫道路。
一年来，大嘎吉村村民门口早已
不见了牛粪的踪迹，村头的小广
场每天都是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不断提
升……这些都是脱贫攻坚带给
大嘎吉村的变化。

镜头二
贵州省六盘水市

为了让孩子们有学可上，让
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有活可
干，贵州省六盘水市的社会工作
者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盘活
本地自然资源、存量资产和人力
资本，促进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生
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

当得知盘州市板桥镇薛官屯
村的部分村民有传统的竹编技

能时，社会工作者尝试开展产业
扶贫，支持竹编户成立竹编专业
合作社， 从而发展当地特色产
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提高村
民经济收入。 为了不让农村孩子
失学，社会工作者在盘州市旧营
乡实施“生计助学”项目，为 50
户贫困家庭提供土鸡苗， 支持
其组成互助养殖小组， 开展土
鸡生态养殖。 项目结束后，有的
家庭获益近万元， 有的家庭仅
通过售卖鸡蛋 ， 每月就增收
400-600 元，还有的家庭通过养
鸡生蛋，蛋孵小鸡，获得了循环的
经济效益。

镜头三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

八里台镇位于天津市津南区
西部， 镇里有重度残疾人约 340
名，其中贫困家庭 109 户，占重度
残疾人总数的 32.06%， 因残致贫
成为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
骨头。 为助力残疾人精准脱贫，
2017年 6月， 八里台镇引入天津
市若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实施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

日常出行不便、 家庭没有固
定经济来源、与社会脱轨……这
些原因都使残疾人不能了解相
关福利政策，所以向残疾人及其
家属普及福利政策， 如社会救
助、残疾人补贴、助学政策等，成
为社会工作者的日常主要工作
之一。 另外，为帮助残疾人解决
就业问题，社会工作者链接手工
制作厂家，与其合作建立残疾人
帮扶的长效机制，并通过发送手
工制作视频、 组织厂家讲演、现
场体验等方式，帮助残疾人更好
地了解工作要求。 目前，已有 10
余位残疾人通过参加手工坊的
劳动，不仅能够在家灵活就业，而
且增加了经济收入。

镜头四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每一个小山村都有落后的一
面， 但也有充满希望的一面。 重
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
集偏远贫困山区、 革命老区、少

数民族地区为一体的国家级贫
困县。 当地因病、因学致贫人口
较多，资源匮乏，财力薄弱，脱贫
攻坚时间紧、 任务重、 难度大。
2016 年 6 月，重庆市黔江区顺意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入驻酉阳县
小岗村、车田村，开展脱贫攻坚
社会工作服务。

社会工作“助人自助”，最终
要落脚于服务对象的主动性。 社
会工作者从村民跳“坝坝舞”切
入，建立互助会、老年协会、妇女
协会等组织，逐步促进村民的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为
了更好助力精准脱贫，社会工作
者充分利用现有的政府人力资
源，创新探索“帮扶干部+社工”
的服务模式。 帮扶干部发挥政策
支持、资源整合、行政支持的优
势， 社会工作者发挥个性化辅导
优势，双方优势互补，联合发挥帮
扶作用，助力脱贫攻坚。

镜头五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脑山， 多指位于青海省的气
候较寒冷，农作物不易生长的地
方。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峰堆乡
上帐房一村、二村就是乐都区最
贫困的脑山村。村中中青年劳动
力常年外出打工，留老人、孩子、
妇女守在村里。 2018 年，青海天
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会工
作者进入上帐房村， 积极探索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服
务路径。

服务开展以来， 社会工作者
积极链接资源，邀请农业专家和
省内知名企业家， 发掘当地能
人， 共同试验培育羊肚菌工程，
还与村民讨论改变种植结构。 通
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帮助贫困
家庭的年收入至少提高了 30%，
使村民对劳动致富有了信心，尤
其改变了以前听天由命、依赖政
府扶贫的思想。 针对有特殊困难
的困境儿童、留守老人或低收入
家庭，社会工作者制订个性化的
服务方案，帮助服务对象提高生
活水平。

� � 社会工作者盘活村寨党员活动中心场地资源，联动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开展暑期儿童功课
辅导、普通话学习及兴趣培养等活动

社会工作者在学校开展专业服务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贫困工
作的切入点主要是提升农村贫困
群众的能力，其中包括人力资本建
设与社会资本建设。人力资本是个
人的知识储备、文化水平、身体素
质等，如果事先能够加强贫困群众
的人力资本建设， 包括身体素质、
智力水平等，那么就能够提升其生
活动机， 也就能从源头上预防贫
困。而社会资本就是要让贫困群众
有更好的社会指示体系，贫困地区
社会组织的结构比较松散，很难依

靠集体的力量去摆脱贫困，这就意
味着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建设能
力有待加强。

另外，精神扶贫、对接政策也
是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的重点
工作之一。很多时候，贫困群众并
不知道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以
至于不能及时申请到相关福利政
策。 所以，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
应积极宣传涉及贫困群众切身利
益的政策， 让符合条件的贫困群
众充分享受到政府的福利。

向德平 武汉大学中国减贫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
服务内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参与贫困群众救助帮扶。 配
合当地扶贫部门对贫困群众开
展需求评估、 分析致贫原因、制
订救助方案，促进精准识别和精
准管理，推动健全物质资金帮扶
与心理社会支持相结合、基本救
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相
补充的新型社会救助模式；二是
参与贫困群众脱贫能力建设。帮
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转变
思想观念，增强脱贫信心和内生
动力，促进其发挥潜能、提升技
能、互帮互助、积极就业创业，通
过增加稳定收入脱贫致富；三是
促进易地搬迁贫困群众融合适

应。 帮助因自然条件恶劣需易地
搬迁的贫困群众疏导不良情绪，
加强关系调适， 联系就业资源，
发展自助互助组织，重构社会支
持网络，促进其更好地融入新的
社区生活； 四是参与贫困地区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以留守儿
童为重点，积极开展成长辅导 、
法制宣教、 临界预防 、 行为矫
正、 社交指导、 情绪疏导等服
务； 五是针对其他特殊困难人
群开展关爱服务，例如，为贫困
地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精神
慰藉、生活照顾、权益保护服务
等； 为贫困地区特殊困难妇女
提供精神减压、心理支持、权益
维护等服务。

谭祖雪 西南石油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反贫困是社会工作的基本
服务领域，也是社会工作的专业
使命。 作为一支具有专业优势的
重要新兴力量，社会工作在反贫
困工作中扮演着服务提供者、能
力建设者、社会资本构建者的角
色，可以为贫困群众提供心理疏
导、精神关爱等社会服务 ，可以
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帮助贫困
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我脱
贫信心、 提升自我脱贫能力，可

以通过关系调适、 资源链接等，
为贫困群众协调社会关系、提升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是
社会扶贫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扶
贫的有效补充，有助于推动纯经
济式扶贫向综合性扶贫发展，由
输血型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有助于推进物质帮扶与精神关
爱的同步介入，为贫困治理注入
新的活力。 （据《中国社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