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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专业社工参与脱贫攻坚新实践———

养老院来了一群年轻人
教老人做手指操，陪老人做

纸黏土……今年 5 月至 11 月 ，
北京市西城区睦邻社会工作事
务所的一群社会工作者，来到河
北省故城县仁德养老中心，帮助
老人们提升手脑配合能力，增强
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 同时，他
们还帮助当地民政部门培养专
业社工人才，孵化出了该县首个
社工组织。

这是近年来中国各地开展
社工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7
年 8 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下发《关于支持社会工作
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
意见》， 明确支持社会工作专业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参与贫困群
众救助帮扶、贫困群众脱贫能力
建设、促进异地搬迁贫困群众融
合适应、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及针对其他特殊困难人群
开展关爱保护等工作。

2020 年，中国要打赢脱贫攻
坚战 ，消灭绝对贫困现象 ，少不
了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参与。 专
家表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可以
发挥其独特优势和专业特长，为
贫困群众 、留守儿童 、老年群体
等提供服务 ， 帮助他们树立信
心 、增长见识 ，也为脱贫攻坚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老人们过得越来越舒心

河北省故城县仁德养老中
心 2015 年开办，拥有 22 个房间，
40 张床位， 一些子女外出务工、
无人看护的农村老人住在这里，
接受养老中心提供的院舍养老
服务。

不过，养老中心创始人崔洪
梅也坦承， 养老中心成立之后，
虽然为老人提供了许多服务，但
是在细节方面做得还不够，尤其
是养老中心工作人员的护理技
能还有欠缺。

睦邻社工来到中心之后，
不仅带领老人开展小组活动，
还邀请专业护理医师对养老中
心的工作人员进行服务技能培
训。 一来二去，老人们过得更加
舒心， 养老中心的服务水平也
明显提升。

韩丙坤老人今年 83 岁了，
身体仍然很硬朗， 每天早上、下
午都要在院子里走上好几圈。 对
于养老中心现在的服务，他觉得
挺好的：“服务态度好、 吃得好、
休息得好。 ”尤其是睦邻社工来
养老中心之后， 韩丙坤感觉更
好，有人随时记录自己的身体状
况，对自己照顾得更细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
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熊跃根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农村老龄
化程度高， 年轻人基本外出，养
老基础设施不完善，许多老人缺
乏家庭成员陪伴，在精神上缺少
关爱，心理问题突出。 这种情况
在贫困地区更加突出，因此在帮
助贫困地区老人实现物质上脱
贫的同时， 也要注重老人心理

“脱贫”，而社工可以为此提供专
业服务。

“老年人成长小组面向的服
务对象主要是仁德养老中心 65
至 85 岁之间的老人， 大部分行
动相对自如、有一定的交往和参
与意愿，当然部分老人也存在行
动不便、表达有障碍的情况。 经
过 4 节的小组学习，老人们和同
辈群体之间更熟络了，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一天有说有
笑的。 ”睦邻社会工作事务所副
总干事胡洋说。

对老人的日常护理，“过去
我们的员工只是埋头干活，老人
日常情况的记录不到位，无法及
时了解老人们的身体心理状
况。 ”崔洪梅说。

经过睦邻社工事务所的培训
之后， 现在对老人的日常护理已
经做得十分规范， 比如每天都要
对老人做详细的记录， 包括吃饭
时间、 吃药时间和不同时间的血
压状况、老人当天的心情表现等。

“这样就可以全方位地了解
老人， 为老人提供更精准的服
务。 ”对这些变化，崔洪梅感到很
高兴，她认为这符合养老中心创
办的初衷。

可喜的变化还有不少。 仁
德养老中心过去只有一栋二层
楼，基础设施不完善，与睦邻社
工事务所“牵手”后，不断引进
资源，建设了新院址；经过培训
后， 许多员工和志愿者提升了
护理技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邓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工

作专业参与脱贫攻坚在各地已
经取得不少好的经验和效果，许
多社会工作院校积极参与贫困
群众的救助帮扶、脱贫能力建设
以及社区发展，面向农村留守与
困境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开展
不同方式的关爱保护服务。 一些
社会工作机构也通过“牵手计
划”等带动贫困地区社会组织以
及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

让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

据胡洋介绍，睦邻社工事务
所在故城县仁德养老中心一共
开展了 4 节老年人成长小组活
动， 两次护理知识专业培训，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故城县养老
服务机构的机构管理能力和专
业服务能力。

邵桂桃是养老中心一名护
理员，每天要负责 7 至 8 位老人
的护理工作，“从早上起床到晚
上睡觉都要我来负责，吃喝拉撒
都要我管。 ”

来养老中心之前，邵桂桃对
如何护理老人一窍不通。 跟着崔
洪梅出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才
逐渐上手。 这种粗放的护理模
式， 仅注重老人的饮食起居，在
心理层面关注比较少。

“睦邻社工教我们如何发掘
和培养老人的兴趣。 ”邵桂桃表
示，他们首先对老人进行兴趣爱
好方面的调查，然后设计相应活
动。 根据每个老人的喜好，设计
不同类型的活动，增加老人的参
与度。

经过胡洋的培训，邵桂桃开
始带领老人们学习唱歌、 跳舞，
但后来发现， 老人们只喜欢看，
不想自己动起来，所以就选择做
手指操。 结果，很多老人们喜欢
这个活动，都动了起来。“手指操
现在是我们养老中心的日常活
动了。 ”邵桂桃说。

78 岁的牛秀英对当时教手
指操的情景依然记得很清：“他
们一遍又一遍地教，大家就学着
做。 ”但是年龄大了，记忆力不是
很好，学了就忘，“现在每天下午
还要做呢，但我还是得看着图才
能做起来。 ”牛秀英笑着说。

除了做手指操， 牛秀英还
和服务人员、 其他老人一起唱
歌。“都是一些老歌，自己会唱
什么就唱什么，图个开心。 ”牛
秀英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社
工扶贫除了直接与贫困群众对
接，更重要的工作是在当地孵化
社工机构， 培养社工持证人才，
帮助当地实现社会工作规范化。

睦邻社工在扶贫过程中，就
在当地积极培养社工、 志愿者，
开展社会工作资格证书考前培
训、 志愿者能力建设工作坊、慰
问演出、技能大赛等。 如今，仅在
故城县仁德养老中心就有 6 位
工作人员顺利通过考试，取得了
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

邓锁表示，社工扶贫可以有
不同的实践方式，一些扶贫干部
可以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掌
握相关的理念与方法；具备专业
能力的社会工作机构也可以发
挥自身优势，通过“牵手计划”等
促进当地社会组织和人员的专
业能力建设；社会工作专业院校
还可以通过与贫困地区合作，建
立实习实训基地，发展壮大当地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探索本土化的社工扶贫模式

经过努力，故城县首个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仁德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这标志着
故城县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正式

迈上专业化道路。 崔洪梅担任主
任，她说：“要培训人才，让人们
从思想上来认识社工的重要性；
同时通过与睦邻社工事务所的
项目合作来督导我们，希望实现
所有员工持证上岗。 ”

胡洋总结了近年来社工扶
贫的经验，包括要在方向上围绕
国家大政方针，思想上增强责任
和担当，方法上注重各方紧密配
合、发挥合力，角色上扮演好资
源链接者， 行动上敢想敢干、长
期作战。

社工扶贫的效果不言而
喻。 如今的仁德养老中心有了
新院址， 数位员工取得助理社
会工作师资格， 中心建立健全
了规章制度， 养老的工作越来
越专业化。“社工机构牵涉面比
较广， 它能把社会上各种资源
链接起来为我们的养老服务。 ”
崔洪梅感慨道。

“社工扶贫可以将社会组
织、义工、志愿者等整合起来，推
动社会政策的改变，缩小社会各
阶层间的差距，促进城乡居民的
社会权利趋向平等。 ”熊跃根说。

但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
顺的，社工扶贫也并不是没有困
难。 具体而言，一是社工扶贫是
个过程，需要时间去建立关系并
提供服务， 才能显示出效能；二
是社会工作依然是正在发展的
职业，经费、人力等资源困境存
在，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保
障；三是社会对于社会工作的认
知依然有偏差，需要加大专业宣
传与推广，同时在专业发展与社
会服务实施上进行顶层设计，强
化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此
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的发展。

这些困难崔洪梅也深有体
会。“在学习手指操的时候，老人
们还是十分排斥的，他们更关心
的是吃喝。 ”崔洪梅表示，后来经
过多节小组活动，老人们才逐渐
接受。

“下一步我们还将搞生日聚
会， 与老人共同商量膳食情况，
还组织老人子女来这里参加活
动等，主要就是提升老人们的社
交能力，增强心情愉悦度。 ”崔洪
梅说。

虽然故城县的专业社会工
作机构已经成立， 但是经费、人
员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崔洪梅，
“还是希望社工机构有独立生存
的能力”。

邓锁建议， 在未来发展中，
社会工作扶贫需要与地方政府
的整体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尤其
应当与乡村振兴、农村基本社会
服务体系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
发展等目标相结合，继续推动将
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纳入到当地
党委政府脱贫攻坚的总体安排
中。 另外，社会工作扶贫需要在
实践中及时整理总结本土化的
实务模式，发展和创新适合中国
制度文化情境的理论与方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参与可以让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

养老护理专业培训（胡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