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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行 前路有光
———北京“大学生社工计划”走过十年

【起步】

2007 年秋，党的十七大开幕
前两天，宋贵伦被任命为北京市
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
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 那时
大多数人不知道社会建设为何
物，宋贵伦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

“光杆书记”“皮包工委”闯新路。
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市召

开社会建设大会、出台“1+4”文
件，初步形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
路， 特别提到以党的建设为龙
头，夯实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
设两个基础，建设社区工作者和
志愿者两支队伍。

彼时，北京市共有 2512 个城
市社区。“我们调研发现，社区工
作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再就业
人员，老化问题严重，他们敬业精
神可嘉，但专业化职业化不够，文
化水平不太高。 ”宋贵伦说。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
济衰退，这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
也是严峻的。 2009 届 611 万名高
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突然收窄。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
是社区工作者队伍不足，受大学
生村官计划的启发，北京市社工
委正式向市委、 市政府提出建
议：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从
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中， 选用
5000 名本科生、 研究生到社区，
基本做到一个社区两名社工，分
三年招录。 这些社区服务岗位由
北京市财政出资“买断”。

北京此举在全国是首创，消
息甫一发布，引发关注。 尤其是
在 2009 年全国两会期间， 宋贵
伦作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会上提及此事，社会各界颇觉
新奇。 在当时的公众认知里，社
区还是大爷大妈工作的地方，社

工还只是贴贴通知、 盖盖章、劝
劝架的岗位。

招聘启动， 大学生蜂拥报
名。 全市统一组织考试，2009 年
招聘 3000 人， 超出年计划 1000
人，2010 年招聘 2000 人，提前一
年完成招录。

事实证明此举确有远见。 大
学生社工进入社区后，契合了政
府公共服务职能延伸到社区的
改革大势，效果非常好。 从 2011
年开始，北京市将政策的执行权
下放到各区，由各区继续根据实
际情况面向高校和社会招聘大
专以上学历人员进入社区，确保
大学生社工持续不断“进得来”。

11 年后， 北京市现有社区
3309 个，社区工作者 5.8 万人，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90%，平均年
龄 40 岁以下。 而在 2009 年，1.6
万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仅占 29.2%， 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仅占 9.8%。

很难衡量，也无法说清这个
队伍的巨变对每一个普通北京
市民的意义，但是历史进行了一
次无意中的检验。

2019 年年底， 新冠疫情暴
发。 在社区防控阵地，社区工作
者和志愿者的表现不仅得到高
层的肯定，也收获了数以亿计普
通市民的嘉许。 仅就北京而言，
今年 6 月疫情局部暴发，短时间
内得以有效控制， 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的表现可圈可点。

【波折】

任何一项新的事业都很难一
帆风顺。“大学生社工计划”遭遇
的波折，经历过的人记忆犹新。

2009 年年底，大学生社工流
失的新闻就开始见诸报端。

至今还在北京门头沟某社
区工作的社工小刘记得，当时跟

他一起进入社区的大学生社工
陆续离开， 尤其在 2011 年到
2013 年，干满三年合同期、拿到
北京户口，一些人就走了。 2009
年，门头沟区第一拨“尝鲜”的大
学生社工共有 42 人， 但几年之
后留下的只有小刘一人。

报端消息称，北京大学生社
工政策实施两年间共流失 1111
人，再加上部分未报到的，流失
比例约 20%。“大学生社工遭遇
水土不服”“避免大学生社工临
时就业”等声音此起彼伏。

“大学生社工计划”还能不
能继续？ 当时，天津、南京、青岛、
宁波等地也开始招聘大学生社
工到社区工作。 北京的动向牵动
人心。

压力最大的当数北京市委
社会工委。 那几年，各种质疑纷
至沓来，甚至网络上，有人点名
指责宋贵伦是“骗子”，“把我们
忽悠来了”。

大学生社工为何离开？
时任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

学科研处主任白新睿，对朝阳区
大学生社工工作状况做了问卷
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该群体
对工作的满意度比较低，满意率
仅为 23.4%。

调查发现流失原因集中在
几方面： 一是社会认可度低，很
多人认为，大学生社工做一些婆
婆妈妈的事情，没出息，这让他
们感到尴尬和失落。 二是薪酬待
遇低，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不
过千把块钱，在北京，这个收入
连保障基本生活都做不到。 三是
对社区工作缺乏了解，心理预期
与现实差距太大。 此外还有身份
的尴尬，“大学生社工”既不属于
公务员， 也不属于事业单位，既
不属于慈善机构，也不属于企业
管理人员，身份、待遇模糊。

大学生社工流失的状况也
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为了回答疑问， 北京市社会
工委在全市范围内做了实地调
研。 宋贵伦说，经过调查，当时北
京各行业大学生流失率平均为
15%，大学生社工的实际流失率在
18%左右，总体上处于正常范围。

“当时有个情况，社区每三
年一换届，三年合同期满，双向
选择。 严格说来，大学生社工走
的不能全算流失，许多是正常流
动。 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导向，一
味埋怨流动的大学生社工，也不
能形成扎根社区干一辈子的思
维定式。 社区不仅是锻炼人的地
方，也应当是培养人的地方。 ”宋
贵伦说。

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直面。就
拿待遇来说，如何确保“留得住”？

“我开始时每个月到手也就
800 多元，到了 2015 年，从 1000
多元涨到了 3000 多元， 翻了一
番。 ”小刘回忆，2015 年真是一个
分水岭，从那之后，大学生社工
流失率很低，“说实话， 在北京，
1000 多元不能生活，3000 多元就
能，就是这个差别。 ”

据宋贵伦透露 ，2008 年到
2018 年，全市社区工作者先后五
次调整工资待遇，十年间工资涨
了 10 倍，由原来的每月人均 800
多元提高到 8000 多元， 达到了
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使社区
工作者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最
近三五年，社区工作者的招聘非
常抢手， 招聘比例不是几选一，
而是几十、几百选一。

既要“留得住”，还要“流得
动”。 2016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
实施了“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
规划，明确提出打破“天花板”，
按照有关程序，优秀社区书记可
以直接选聘到机关事业单位。

2019 年， 全市首批 40 名优
秀社区书记进入公务员队伍，彻
底打破了社区与机关、事业单位
的人事关系壁垒，使社区不仅成
为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的平台，
也成为培养锻练干部的渠道。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北京市
已经形成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
社区工作者队伍，许多大学生社
工已成长为社区党委、社区居委
会、 社区服务站领导班子成员，
有的已成长为全国和市、区的党
代表、人大代表。

【挑战】

虽然在西方，社工作为职业
存在了六七十年， 但在中国，对
这个 2004 年才被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验明正身”的新职业，人
们的认识还需要过程。

“社会工作者是专业化的、广
义的慈善工作者， 把社会善的理
念通过科学的方法传达给需要帮
助的人。 一定要明白， 在现代社
会， 有爱心和有爱的能力是两回
事， 所以专业化恰恰就是要培养
一个人爱的专业化能力。 ”北京师
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赵孟营说。

1917 年美国学者理查曼的
《社会诊断》一书出版，把这种助
人的工作作为一套独立的知识
系统加以研究和传授，从而成为
社会工作专业建立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他用了一个诊断的医学概
念，也就是说社会的问题也需要
诊断。 从那之后很多人就认为社
会工作者是一个社会的工程师，
是一个社会的医师。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社会
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
化，70%的人群和 70%的组织、
70%的经济贡献率都在社会领域，
都在传统体制之外， 社会服务也
应当适应这种新变化， 来满足各
类人群的需求。 ”在北京从事社会
建设十几年之后， 宋贵伦如今在
国家高端智库———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从事
社会建设研究教学工作。

中国社工的职业化、专业化
这几年有喜有忧。 随着 2018 年
人社部和民政部出台《高级社会
工作师评价办法》， 助理社会工

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
作师的职业序列初步建立。 据统
计，北京市持证上岗的专业社工
有 3 万多人，社工持证比例居于
全国第一。 但很多地方，每个社
区只有一两名专业社工，更谈不
上持证上岗，全国各地社工专业
化、职业化程度差距很大。

“十几年里，我觉得自己的
工作实现了从工作到职业的转
变。 以前有人可能觉得大小伙子
怎么去社区工作，但是现在社工
是很正规、很朝阳的职业。 在很
多重要的场合，社区一次次被提
到，我觉得这个职业能干，而且
能一直干。 ”刘玉伟说出了很多
大学生社工的心声。

“供需之间存在信息不对
称， 有些高校的社工系被取消，
其实应该根据国家发展大计加
强社会工作专业建设。 多方面加
强社工教育，未必是设立多少社
工系和社会学院，而是增加选修
课， 特别是与社会打交道的专
业， 应该对社会工作有所了解。
另外，教材建设也不够，应当形
成更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教材
体系。 ”宋贵伦说。

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宋贵
伦建议，借鉴北京经验，在全国城
乡社区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
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之危为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之
机。他阐释了这个建议的原因：今
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 874 万，
创历史新高。 行政事业单位机构
改革，经济下行压力，加上新冠疫
情的冲击， 使我国当前就业市场
萎缩， 许多高校毕业生向往的公
务员、企事业单位大门收窄。

“而有一个广阔的就业市场
应当引起重视，那就是城乡社区
居委会。 ”宋贵伦说，据民政部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全国有 65
万个城乡社区、400 万名城乡社
区工作者。 这样，现在平均每个
社区才有 6 名工作者。 从具体实
际看， 每个社区应当至少有 10
名社区工作者才能满足基本工
作需求。 不难看出，全国社区力
量严重不足。 如果按平均每个社
区 10 名工作者计算，缺口有 250
万人。 如果今年平均每个社区吸
纳两名高校毕业生， 也能解决
130 万人就业， 可有效缓解当前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这是一个广阔的就业市场
和大有用武之地。 从更长远的意
义来说，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
将有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
化。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社
区建设还存在许多短板和弱项，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一些城市社区工作者不
仅力量严重不足， 而且素质不
高、 能力不强的问题尤为明显。
在全国社区持续实施‘大学生社
工计划’， 将使全国社区工作者
力量显著增强、队伍素质发生质
的飞跃，将有利于加快推进社区
治理现代化。 ”他说。

（据《中国教育报》）

� � 北京市首批“大学生社工”、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副
主任王敏参加社区垃圾分类值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