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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社工：

七年了，他们温暖着一座城
最近，九龙坡区九龙街道

九 龙 社 工 荣 获 全 国
2020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九龙社工既是一个概念 ，
也是一个机构名称，是九龙街道
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打造
的一个社会工作服务载体。 ”九
龙街道社事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3 年开始开展专业社工
服务，2017 年“九龙社工”作为品
牌首次亮相，整合辖区社区社工
室、 专业社会组织为老年人、儿
童青少年、 残疾人等服务对象 ，
开展专业服务。

社工不断充电提升能力

近日，在“九龙社工”一楼会
议室，穿黄背心的九龙社工们有
的看书，有的做笔记，大家利用
午休时间进行充电。“打铁先要
自身硬。 ”中心主任陈会兰说。

2019 年 4 月，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之前是彩云湖社区党委书
记的陈会兰坦言， 赛道的变化，
服务对象的转变，特别是工作中
出现的各种棘手问题，让她和团
队小伙伴们更感觉到学习的紧

迫性。 大家自觉开启午间充电模
式， 利用碎片时间开展自学，通
读《社会工作政策与法规》等专
业书目。

此外，大家还利用每周一例
会，提出工作计划，并深入讨论
在工作中遇到的个案，周五复盘
总结工作经验，还邀请心理咨询
师做讲座培训。 同时，依托网上
专业论坛、内部微信群等学习平
台，以“线上+线下”“边学习+边
讨论”相结合，提高学习效率。

九龙街道还鼓励社区干部参
加社工专业学历教育， 拓宽学习
渠道和层次，今年街道的 10 余名
社会工作人员集体报考了为期两
年的电大社会工作专业课程。

目前， 已有 103 名社区工作
者取得专业社工资格证， 占比
75%，更评选出 5 个“优秀社会组
织”、5 个“优秀社工室”、10 名“优
秀社会工作者”。

建立“九龙社工+”模式

陈会兰介绍， 除了社工本
身，辖区的一些社会团体及成员
也在不断成长学习。

彩云湖社区艺术团是一支
活跃在当地的业余文艺团体。 艺
术团 2012 年 7 月创建，由最初不
足 20 人的合唱队， 发展壮大到
如今集合唱队、舞蹈队、时装队、
民乐队、柔力球队、健身球队和
太极拳剑队为一体的复合型文
艺团体。 艺术团还多次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社区以艺术团
骨干成员为主体，组建了“草根
明星志愿者服务队”， 下设纠纷
调解、安全、法律咨询等 6 支小

分队，在每月第一个周五的上午
开展多项为民服务。

多年来，九龙社工充分利用
社会组织领头羊的“鲶鱼效应”，
带动本土社工人才建设， 建立
“九龙社工+”的联动模式。 目前，
九龙社工中心已正式入驻市、区
社会组织 15 个， 登记备案社会
团体 138 个，中心入驻市、区两
级优秀社会组织， 涉及社区矫
正、残疾人帮扶、心理辅导等多
方面、全领域、深层次的专业社

会工作机构。

服务更多人，温暖一座城

社工以及社工团队的成长，
也带动了居民的成长。

广厦城社区 81 岁的居民张
杰， 是时事政治宣传小分队队
员，他每天的工作排得很满：“我
要创作适合宣传的音乐，还要帮
社区的舞队编曲，朋友在视频制
作上的问题，也会来找我……”

子女成家后各自离开，虽然
住家距离广厦城不算太远，社区
还是会定期上门关爱张杰和爱
人黄婆婆。

有一年春节，张杰和爱人受
邀参加社区的百家宴，可能是百
家宴的热闹气氛感染了张杰，他
决定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中，用
一技之长回馈社区。

据介绍，七年以来，九龙社
工已累计实施市、区级社会工作
项目 41 个， 培育引进社团组织
150 余个、 社工室 10 个， 链接 2
万余名注册志愿者， 服务居民 5
万余人次，致力于“服务更多人，
温暖一座城”。 （据《重庆晚报》）

9 月 23 日，罗新又照例在完
成新的社区工作。 此前她负责维
护一个路口人行道的交通秩序。
今年 7 月以来，3000 余名志愿者
分赴宜宾市区各个社区的交通
路口，义务为这个城市服务。

罗新已经退休 ， 对她而言 ，
帮助社区做一些工作充实而愉
快。 人也变得越来越年轻。

罗新所在的宜宾市酒都义
工联合会就入驻在叙州区金鱼
社区，这里有宜宾叙州社会组织
培育服务中心 ， 已经入驻了 14
家社会组织，其中 3 家枢纽型社
会组织。

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在这里
有办公和交流学习的平台 ，有
“社工之家”和“志愿者之家”。 这
些社会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满足
社区居民需求。

多方力量合唱社区治理曲

“社区管理千难万难，社区主
任人称‘小巷总理’， 过去千头万
绪，现在各就各位，充分联动社区、
社会组织、社工这‘三驾马车’，事
半功倍。 ”金鱼社区书记李琼说。

走进叙州区南岸街道金鱼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
志愿服务站、摆放着各类商品的
城乡经济产品直通车展示区、有
专业人员陪伴的童萌亲子园吸
引眼球。

“志愿服务站主要为居民提
供咨询服务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城乡经济产品直通展示区和童
萌亲子园则是我们创新社区管

理方式，引入的企业和第三方机
构， 其根本目的也是方便群众，
通过三社联动，更好地加强社区
治理。 ”李琼介绍道。

党委有要求， 基层有需求，
社会组织有追求。 这是建设叙州
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背景。

叙州区民政局办公室副主
任、南岸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主任
杨运红介绍，中心作为政府和社
会组织之间的桥梁，力求促进政
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联、 互动、
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大量
工作下沉到社区，必然需要大量
的人员去完成，但事实是社区工
作人员有限、精力有限、经费有
限， 仅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
斗，已经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三社联
动则是破解这一尴尬，撬动多方
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
因此，市区两级组织部和民政局
联合打造了社会组织培育中心，
培育社会组织，壮大社工人才。 ”

杨运红说：“城市快速发展，加
之新冠肺炎出现后的就业难，必然
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通过社会组
织去化解矛盾，效果非常好。 ”

公益活动凝聚力更强

李彬是宜宾市酒都义工联
合会的一名专职志愿者，从 8 月
底到 9 月初，她在开展人口普查
入户信息核实工作。 和她一起开
展这项工作的， 还有其余 30 多
名志愿者。

“政府向我们义工组织购买

了服务， 我们的志愿者每完成 1
人的信息核查， 有 1 元的补贴。
这种形式很好，一方面有效化解
了社区工作者的压力， 另一方
面， 也有利于志愿者们积极参
与。 ”李彬表示。

宜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
长孟庆华也充分肯定了三社联
动的好处。 他说，以前志愿者组
织全凭爱心去开展服务，或者一
些爱心企业募捐爱心物资和善
款， 但也都是用于每一次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组
织的发展壮大和活动的开展。 三
社联动，一方面志愿者组织可以
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获
得一定的经费，用于组织的更好
发展，另一方面，志愿者们也可
以更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形成
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组织壮大了，公益活动开展
起来也更快捷有效。 宜宾文明城
市创建中，无数志愿者身穿红马

甲，走上街头文明劝导，走进小
区宣传文明知识，成为城市的一
道靓丽风景线。

目前， 宜宾市有实名注册志
愿者 37.6万人， 累计有效服务时
长 378.2万个小时。有专业社工机
构 13 家，持证社工 807 人。 叙州
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中心从 4 月
投入使用以来， 已孵化萌芽型社
会组织 19家，初创型社会组织 17
家， 回访已登记的社会组织 66
家。成功包装社会服务项目 7个，
引进成熟项目 4 个， 其中 9 个项
目已落地。 这些服务项目直接覆
盖 72个社区，惠及 3万人以上。

居民生活便捷和谐

家住金鱼社区的苏女士，向
人推荐社区引进的“E 修就好”
APP。她家卫生间的门坏了，通过
平台预约，一个小时内维修人员
就上门了。 因为不涉及更换零

件， 所以零收费。“真正又快又
好，省去了我到处找维修人员的
麻烦。 ”苏女士说。

“E 修就好”APP 是金鱼社区
引进的一家网络维修服务平台。
负责“e 修就好”后台管理的工作
人员介绍，“一旦居民有维修需
求，只需在微信公众号报单或者
拨打维修电话，我们就能在第一
时间派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一
年缴费仅仅 36.5 元。 ”

“以往，居民需要找维修人
员，要么就去找‘游摊’，要么请
朋友推荐，要么只好打小广告电
话，但是维修收费、维修质量等
没有办法保证。 此外，随着近两
年开展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整
治， 原来到处乱打乱摆的维修

‘游摊’取缔了，社区也急需寻求
专业的维修队伍常年为居民提
供优质服务。 该平台入驻一个多
月以来，已经为辖区居民服务上
百次，对其服务质量，居民们也
大多表示满意。 ”李琼说。

在金鱼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还设置有供辖区居民开展阅读、
声乐、书画、茶艺等娱乐活动的
专门场地。 来参加这些活动，陶
冶情操的同时， 也无形中提升
了居民的素养， 再加上社区联
合辖区单位的共驻共建， 医院
为居民提供药理知识咨询服
务，银行提供理财、防诈骗知识
宣传，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法规
免费咨询，司法所及时介入纠纷
调解……社区居民自己都清晰
地感受到，社区的文明和谐氛围
越来越浓了。 （据四川新闻网）

金鱼社区：“小巷总理”的“三驾马车”

幸福感满满的金鱼社区居民

每个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三，社工都要为居民免费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