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馆前，赵伟和几个社工围成半圈，手里拿着气球和鲜花。 伴随着其中一
个男生拉响的大提琴，半圈中间的西服男士单膝跪地，他手捧戒指，向面

前的女孩大喊：‘嫁给我。 ’
女孩泪流满面，激动得僵在原地，隔了许久才回答：‘我愿意’。
作为社区青年汇的专职社工，赵伟见证了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北漂青年，通过他

们组织的联谊活动，相识、恋爱、求婚并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让北漂青年融入城市，不再有漂泊孤独之感。 ’这是赵伟和其他社工同事们初

期的目标，随着社会发展，社工服务也日渐多元化，并开始参与社会治理。
2020年年初，参与疫情防控是赵伟的工作主题。 随着疫情结束，社工们又开始

筹备着，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来临之前，让冰雪运动在青年群体之间普及开来。
今年是赵伟从业的第十年，他见证了北京社工发展壮大，也逐渐成为北京专职

社工人数最多的机构总干事， 负责北京全市 300多家青年汇、400多个社工的运营
和管理。

到 2019 年，青年汇的社工和志愿者们已开展活动 50000 余场次，服务人数 80
余万人次。

赵伟说，作为一名社工，他更希望自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枢纽，将散落在
北京各个角落的青年们串联起来，不让任何人成为城市里的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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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老社工赵伟：连接每一座“孤岛”
社工就是“居委会大妈”？

“要是以前你问我社工是什
么，不就是楼下戴着红袖章的居
委会大妈吗？ ”赵伟回忆，最初加
入社区青年汇时，他对这份职业
其实“一无所知”。

2011 年，即将大学毕业的赵
伟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团委实
习。 2012 年，“海巢 HOT·社区青
年汇”正式成立，北新桥街道成
为试点社区青年汇，赵伟也以志
愿者的身份加入其中。

作为志愿者， 赵伟总在组织
各种各样的活动，篮球赛、野外徒
步、相亲大会。 当时他以为，社工
就是带着年轻人一起玩儿， 和大
学时的学生会主席没什么差别。

2012 年底， 工作培训结束
后，赵伟领到一张证书，上面写
着：“赵伟同志 2012 年专职社工
训练营正式结营，成为一名专职
社工。 ”

拿到证书的他愣了：“我怎
么成为一名社工了？ ”

一直以来， 赵伟都以为，自
己是做青年汇的志愿者工作，社
工是他身边的那些人。 他担心，
如果和同学介绍自己是社工，对
方可能会说：“赵伟你年纪轻轻
成居委会大妈了。 ”

两年后，在香港的一次学习
经历扭转了赵伟对职业的看法。
一天夜里，赵伟跟着香港的社工
们去做深宵外展（专业社工利用
夜间时间定期到 24 小时营业场
所，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观察
了解夜间青少年群体生活状况
及规律，对各类遇到困难的青少
年给予及时救助和引导）。

走到半路，赵伟看到 4 个醉
酒的年轻人发生争执，其中一人
已经受了伤。 社工走上前去，出
示自己的证件劝导后，几名年轻
人随即安静下来，跟随社工们去
醒酒。

赵伟有所触动，他希望自己
也能成为一名对社会有价值的
社工， 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并
且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工作，让
更多人知道，社工是一份什么样

的工作。
九年来，他从志愿者到专职

社工， 从社工督导到项目总监。
如今，赵伟所在的北京厚德社会
工作事务所负责北京全市 200 多
家青年汇、400 多个社工的运营
和管理。

但“社区青年汇专职社工”，
一直是赵伟最喜欢的名字前缀。

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

每到国家重大事件来临，赵
伟都会和同事们组织策划相关
活动，让国家意志渗入社区的每
个青年角落，成为政府与社会沟
通的桥梁。

这是社工人参与社会治理
的重要工作内容。

当下正值冬季，坐在办公桌
前，赵伟和社区青年汇的社工们
讨论着，在 2022 年冬奥会来临之
前， 如何组织滑雪等各项活动，
让冰雪运动在青年群体之间普
及开来。

2020 年年初，疫情防控则是
社区青年汇的工作主题。

每天早晨 6 点， 赵伟戴着口
罩和手套走出家门，先去值班社
区的快递点帮居家隔离的住户
领取快递， 再走上楼喷洒消毒
水， 把门把手用消毒水擦拭一
遍，带走居民家门口的垃圾。

两小时后，赵伟站在了社区
门口，手持测温仪，检查出入人
群的出入证。 为了避免露天吃饭

带来的感染风险，近 6 个小时的
时间里，他不会吃一点东西。

初期防控物资并不太够。 赵
伟和同事们没有防护服，手套已
经看得见五指， 口罩摘了又戴。
同事的口罩绳子断了，就自己编
个绳子，打个结接着用。

持续几月的防控工作，让赵
伟成了“孤家寡人”。 妻子从家里
搬了出去，父母也不曾和赵伟见
过面。 家人一致认为，赵伟每天
出门，有时候还得和高风险地区
回来的人接触，他也就成了家里
的“高风险人物”。

虽然家人对这份工作理解
和支持，但他们仍然希望和他保
持距离，这样的话，“一旦他被感
染，家里还有人能去救他”。

除了户外防控，赵伟还组织
了社工，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真
人演示的防控小知识，怎么戴口
罩、怎么做好消毒、怎么保持卫
生的环境。 各个青年人的微信群
里，赵伟和同事们组织了学习阅
读等活动，引导居家隔离的年轻
人们充实自己。

连接“孤岛”

回忆儿时，赵伟是在院子里
长大的，到各家各院奔走嬉闹是
常事，街坊邻居就像亲人。 长大
后，住进小区高楼的人们彼此隔
绝开来，进进出出似乎只有自己
的世界。

因此， 让北漂青年融入城

市，让格子间里的年轻人不再有
漂泊孤独之感，是赵伟和同事们
在很长时间里的工作内容。

小到充当他们的“垃圾桶”，
大到终身大事，赵伟都愿意为他
们提供服务。 除了北漂青年联谊
会，赵伟还牵头了篮球赛、桌游、
登山等活动。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临时起
意去登五台山的事情。 2012 年的
圣诞节前夕， 海巢 HOT 社区青
年汇的会员 QQ 群消息闪个不
停， 有人提议：“圣诞节到了，要
不咱们去登五台山吧！ ”

群里的登山爱好者纷纷响
应。 看到大家这么积极，赵伟当
即买了两张站票，与时任北新桥
街道团委书记的韩亚军一起前
往山西。

第二天清晨，一群人兴致勃
勃地来到五台山脚下，裹着军大
衣跃跃欲试，登山计划却因当天
大雪封山而被迫取消。 即便如
此，大家也没有扫兴，他们在山
下发着微博， 商量着互相点赞。

“现在回想起来， 做一线社工的
那几年，为了凝聚青年，干了不
少看似冲动的事。 ”

欣慰的是，他曾费尽心思聚
集起来的这帮年轻人，至今仍然
是社区青年汇的活跃会员。

“一个好玩的俱乐部，一个
靠谱的朋友圈”， 这是团北京市
委建设社区青年汇的初衷。

多年来，这都是赵伟的工作
宗旨，他希望，自己和其他社工
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枢纽，
将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青年
们串联起来，为年轻人打造专属
的熟人社会， 友好而和谐地共
处，不让任何人成为一座孤岛。
将爱传递出去

做社会工作久了，要与形形
色色的人打交道，赵伟曾遇到过
几次矛盾，有人因活动报不上名
打 12345 投诉， 也有人因活动中
没有得到好位置而当场骂人。

矛盾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为
冬奥助威的徒步活动中，有一位
姑娘崴了脚。 赵伟记得，当时社
工们带她去做了处理，谁知第二
天一大早，办公室门被几名男子

踹开， 其中一人边骂边推搡着：
“你们办的什么事儿？ 我女朋友
腿都断了。 ”

几个年轻人闹了两天，社工
们一直在给他们做情绪疏导，说
要带姑娘去医院拍片子。 两天不
到的谈话里，这些年轻男士开始
逐渐理解，这些社工们，一直在
免费举办各种活动。

最终女孩的男友选择道歉，
并且在社区青年汇此后的各项活
动中，带着女朋友来做志愿者。

面对这些事情，赵伟和同事
们也会感到委屈，但是每次在矛
盾中平息戾气，让赵伟成长了不
少。 9 年来，他觉得自己在更加包
容的同时，也让别人学会了尊重
他人，带动他们为社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赵伟还记得， 自己曾经帮助
过一个非常励志的姑娘。 在北京
二环的一个小胡同里， 小女孩和
母亲一同居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一进门就是一张床， 转身便是一
张单人书桌， 上面放着一盏沾满
油渍的小台灯，屋子里黑乎乎的。

原来，女孩的父亲吸毒后杀
人，最后在监狱里自杀。 母亲年
纪轻轻便头发花白， 瘦弱不堪，
平日里靠给街坊领居打扫卫生
维持生计。

知道这一情况后，赵伟组织
了中石油、 电信的员工前来看
望、慰问，给她们带一些生活用
品， 自己每年还拿出五千元钱，
鼓励女孩好好生活。

如今， 女孩已经考上了 211
大学。 疫情期间，胡同里设置防
控岗位， 女孩刚知道就报了名，
每天在胡同口站岗，为社区保驾
护航。

疫情后，赵伟和女孩再次见
面。 女孩和他开玩笑说：“以后不
要当社工，太累了。 ”但他觉得，
女孩在积极向上去生活的同时，
还能尽自己所能为社区服务，已
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正如他所希望的，在每个
年轻人串联起来的链条上，都有
一份爱在传递着，“无论身处哪
个节点的人，都能自发地把爱传
递出去”。 （据《新京报》）

赵伟（右）在社区活动中

社区青年汇逐渐成为青年们聚集的活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