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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联换届负责人陈存根一行
调研北京市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 本报记者 苏石伟

� � 3 月 22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换届负责人陈存根、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京、副会长何建民一
行赴北京市调研社会工作发展
情况。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
市民政局副局长赵济贵，市民政
局二级巡视员杨宝山，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政局社会工作队伍处
处长邢桂丽， 四级调研员幺树
熹，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李
新京、副会长兼秘书长沈小平等
一同陪行。

上午，陈存根一行赴大兴区
魏善庄镇赵庄子村调研社会工
作助力乡村振兴情况，参观了赵
庄子村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社
区综合服务站、老年驿站。 社工
机构负责人韩春光等介绍了社
工机构发展情况和社会工作服
务情况; 大兴区委社会工委区民
政局副书记李洋介绍了大兴区

近年来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社会动员和志愿服务情况，以及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情况。

下午，调研团一行到石景山

区环山新视野社会工作事务所，
了解北京市社会工作发展和人
才队伍建设情况。 沈小平介绍了
北京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发展

历程、团队建设、社工管理、工作
思路等情况；邢桂丽介绍了北京
市社会工作全面建设情况，深度
剖析了北京社会工作的长处与
不足，对未来工作的重点提出了
规划与建议。

陈存根充分肯定北京市社
会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表示，北
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
作，政策措施精准有效，部门行
业落实有力， 理念思路清晰明
确。 可以说，北京市的社会工作
践行了宗旨，推动了工作，取得
了成绩，树立了样板，走在了全
国的前列。

陈存根对进一步推进社会
工作提出要求。 一要秉持社会工
作初心，将社会工作实践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二要组织动员广大
社会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助人自助、扶弱济

困，通过服务社区，从基层切入，
解决老百姓中千变万化的矛盾
纠结，满足老百姓个体千差万别
的利益诉求，来体现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和党的温暖，从而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三要加强社会工作
宣传，包括社会性宣传、业内宣
传和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宣传，推
动党政干部和社会各界了解社
会工作，支持社会工作；四要提
升社会工作专业能力，通过专业
服务让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认
可社会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五要
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努力推进党建与业务相
融合， 以党建促进业务发展；六
要扩大社会工作队伍建设，鼓励
大学生加入社工行业，一方面解
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同时提升社
会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

王思斌：要让社工留得住、用得上、做得好

社工参与乡村振兴有
现实、制度、专业合理性

从“十四五”开始，我国进
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发展新阶段。《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要求，“十四五” 时期推动
高质量发展， 必须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

王思斌认为，《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 针对的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 对推进我国社会工作事
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要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并通过
自身能动性的工作， 解决社会
发展中的问题， 反过来促进经
济社会的发展。

2020 年 10 月，民政部召开
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推进会，提出力争“十
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都有
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会工

作者提供服务， 社会工作的作
用得到更加充分发挥， 社会工
作者地位得到普遍认可。

王思斌表示， 从我国面临
的总体形势来看， 结合中央已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我国社
会工作的发展要进一步走向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走进
城乡居民特别是贫弱群体的
生活， 向他们提供适宜的服
务，这是发展大势，有充分的
现实合理性、 专业合理性和制
度合理性， 社工行业对之应有
清楚的认知。

社会工作人才更多是流动
而非流失

1988 年，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 吉林大学在国家教育
委员会的批准下设置社会工作
与管理本科专业， 我国的社会
工作专业教育走上了正式恢复
重建的路程。

重建并不是简单恢复，而
是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
下， 对中国社会工作进行全面

发展， 实现教育和实践的双向
互动，为后续的发展储备人才，
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006 年 10 月发布的《中共
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
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 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是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
要，建立健全以评价、使用、激
励、 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
施和制度保障， 确定职业规范
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
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
业水平。

从这一年算起， 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 我国的社工人才队
伍逐步壮大， 但目前还存在职
业发展路径不够明确等问题。

从上海、 广东等发展较快
地区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路径
来看， 专业方面可以走督导路
线， 行政方向可以走总干事路
线。 但碍于数量限制，大多数社
工的职业前景不够明晰， 容易
遇到晋升的“天花板”，缺乏推
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晋升
体系。

与此同时， 虽然开设社会
工作专业的高校迅速增加，但
也还没有出现“桃李芬芳”的局
面。 高校增设社工专业后大量
招收学生，但由于薪酬、体制、
社会认同等问题的存在， 毕业
生对口就业率并不高。

王思斌认为， 我们更应该
从大口径上看待这种现象。 要
厘清社工专业毕业生和社工行
业从业者流失是流到了哪里，
是流失还是流动？

“社工专业毕业生毕业后

不进社工事务所， 可能去了社
会工作相关领域， 从事着社会
工作的相关职业， 这样来看社
工专业毕业生并没有流失，更
多是一种流动，而流动对于社
会工作专业来说更为利好，社
工的理论和技能可以在不同
领域中获得充分实践。 ”王思
斌表示。

社工要“留得住”“用得上”
“做得好”

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达 150 万
人， 持证社会工作人员突破 66
万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提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目标已经完成。

2021 年 1 月 6 日，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发布
《关于做好首次高级社会工作
师评审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首

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有
关事项。

2021 年 1 月，北京首次高
级社会工作师评审结果揭晓。
经过评议答辩、 评审表决、验
收及社会公示， 最终有 13 名
社会工作者获得高级社会工
作师职业资格。 这标志着北京
市三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梯
队正式形成。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已
经壮大， 如何让他们真正发挥
作用呢？

王思斌表示，首先要“留得
住”;其次是“用得上”，社会工作
是具有专业性的职业， 如果只
做一般劳动力使用， 实际上社
工就没有被“用得上”; 最后是
“做得好”， 要解决社会工作本
地化问题。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时间
看似不短， 但对于一个专业来
讲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现在看
来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还处于
相对初级阶段。 ”王思斌表示。

王思斌在 2021 中国社工年会上发言

� � 2021 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
展新阶段，社会工作的发展也迎来新局面。

3 月 12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大力发展社
会工作”被重新写入，社会工作将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
作用。

3 月 13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
务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搭建更多志愿服务平台，健全志愿服
务体系”。

社会工作迎来发展机遇，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何才能在
社会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认
为，要让社工在岗位上‘留得住’‘用得上’‘做得好’。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