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21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于不久前在全省各考点举行。 今年江苏省报考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人数达 68704 人，比去年增加了 11178 人 ，同比增

长率达 19%，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自 2008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开考以来，全省已累计
7.9 万人通过考试，数量位居全国第 3。

很多人不解，为何社工考证会这么火。 实际上，在江苏，越来越多持证社工活跃在养老服务、儿
童福利、卫生健康、司法矫正、禁毒戒毒、青少年事务、工会服务等众多领域。他们秉持“助人自助”理
念，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各类特殊困难群众服务，已成为助力基本民生保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完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然而，专业社工人才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于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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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职考”越来越热

江苏累计 7.9万人持证仍远不能满足需求

政策“加码”招聘挂钩
社工考证越来越“热”

刘遵艳是南京建邺区北圩
路社区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我们社区 15 个人，7 个人都有
社工证，还有 4 个人参加了今年
的考试，我也是其中之一。 ”刘遵
艳说，在复习备考的过程中可以
提升专业水平，本科毕业的她现
在是初级助理社工师，在社区是
5 级岗， 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工
资 3900 元左右。 有了中级社工
师的证后， 她可以被定为 6 级
岗，工资能增加 100 元左右。

根据江苏省民政厅慈善社
工处提供数据，2012 年， 江苏持
证社工有 4308 人，当年江苏省报
考人数为 15994 名， 到 2021 年，
全省报考人数达 68704 人， 是 9
年前的 4 倍多。

“2015 年，‘社会工作’一词
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从‘支
持、促进’到‘大力发展’，折射出
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提
升。 ”扬州市广陵区乐家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主任张瀚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一直在积极
推动社工这项工作。

江苏是最早通过“真金白
银”支持社会工作发展的地区之
一。 据了解，通过公益创投、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省级福彩公益
金每年专项列支 500 万元~600
万元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
目；近年来，在公益性事业单位、
城乡社区和社会组织中开发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培育发展民办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超 2100 家；对
获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的社区社会工作者，各地均发放
相应工作津贴，如无锡市滨湖区
就根据证书级别明确给予每月
500 元、800 元、1000 元的补贴；
张家港市支持本市社会工作者
参加社会工作硕士在职教育，毕
业后报销不低于 50%的学费，并
给予 8000 元奖励；各地还举办各
种类型的免费培训班，普及社会
工作专业知识与方法。

“很多居委会招聘时，会优
先考虑持有社工证的报考人员，
并在（村、社区）‘两委’候选人条
件中增加专业社工（通过社会工
作职业水平考试）资格要求。 ”淮
阴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赵
海林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职业准
入要求，不需要太多动员，很多

社区工作人员都会自觉来考证。

社工不是“义工”
既是专业也是职业

尽管考证的人越来越多，然
而目前在国内，很多人还并不了
解社工这一工作的真正性质。

“总有人问我， 你做志愿
者，是不是不拿工资？ ”南京东
山街道社工站的吴婷婷听到后
总是会耐心解释，社会工作和志
愿者虽然都是“助人”，但志愿者
是无偿地给予和帮助，重在“自
愿”，要求不严格。但社工是有工
资的， 需要有专业的背景和从
业资格， 有着系统的价值观和
伦理体系。

赵海林认为，这种误解主要
是源自国内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还是太少，人们没有更多机会根
据相关服务来认识社会工作。 所
谓社会工作服务专指非营利的、
服务于弱势人群的专业化、职业
化的活动。

“我们在开展专业服务时，
会邀请志愿者参与，做一些基础
性工作。 ”张瀚说，志愿者偏重直
接的给予和馈赠，社工则强调唤
起人自助的意识和能力的挖掘，
协助受助者看清问题，逐步获得
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或者重新
调动起其原有的潜力，即“助人
自助”。

“拿我正在做的社区帮教项
目来说，我也会邀请专家和帮教
对象谈心，请志愿者教他们做一
顿爱心午餐给父母，孩子也有很
多收获，但志愿者走了后，孩子
如何顺利度过观察期， 回归社
会？这就需要专业社工介入了。 ”
张瀚说，社会工作更考虑服务的
持续性、延展性和资源的链接。

此外，社工和社区工作者也
很易被混淆。

“社区内每一个人都是社区
工作者的服务对象，而社工的服
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 ”太仓
人孙陈从事养老服务 6 年后，回
到家乡，创办德颐善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 运用社会工作“助人自
助”的理念及方法，她带领 800 多
名员工，承接居家养老、日间照
料、“邻里家园”等多个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 如今，德颐善负责运
维的日间照料中心超 40 个、社
区服务项目超 30 个， 主要服务
周边 3 万多名老年人和妇女、伤
残等弱势群体。

政府采购专业服务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实际上，政府鼓励发展社工
事业，一大原因正是专业社会工
作服务可以有效助力基层社会
治理。

“社区工作者事务性工作已
经千头万绪，一些服务就要第三
方机构帮他们分担。 ”吴婷婷说，
东山街道社工站的定位就是综
合性服务枢纽平台。 在对周边社
区进行需求调研的过程中，有社
区书记就专门提到，当地拆迁安
置户多、外来人口多，社区融入、
生活保障、就业等方面的服务迫
切需要专业社工跟进。 这些，也
成为社工站服务的重点。

淮安生态文旅区滨河社区
下辖 4 个安置小区 3500 户 9600
多人，四个村的村民“张村不认
识李村，李村不认识王村”，社区
管理一度让社区党委书记袁彪
很头疼。 不过，依靠社区服务平
台， 通过专业化的社工服务，他
找到了治理社区、 粘合居民的

“良方”。
“服务是社区治理的根本。 ”

淮安市清江浦区心苑社会工作
服务社副总干事曹阳介绍，2017
年通过政府采购正式入驻滨河
社区后，社工团队通过开展入门
入户问卷、 量表等专业调研方
法，绘制社区资源地图，完成社
区需求调查与评估。 如今社区里
定期开展的居民议事会，以及巾
帼工艺坊、 魅力太极行、 亲子
“悦”读营等活动，都是以调研数
据为依托，充分利用和开发社区
已有资源、基于居民需求开展的
服务。

“都是养老服务，专业社工
设计的会更多考虑老人的需求
和参与，也会更关注服务资源的
整合。 ”孙陈介绍，在太仓市老年
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老年人会
进行“保健操”“手指操”的锻炼，
也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
“便民缝纫”“经典厨房”等活动。
中心还引入“缅怀治疗”等服务，
让老年人在社工协助下，回忆过
去的高光时刻，从正面的角度去
理解和面对当下的状态，从而更
好适应、肯定现在的生活。

作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专
业医务社工，金妍艳的服务人群
不再局限在本院的患者和医务
人员，医联体的医务人员、周边

社区有疾病咨询、心理关爱需求
的居民都是她的服务对象。“我
们联合医院其他科室定期家庭
入户探访、 轻度认知障碍筛查
等， 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
务；对医联体单位的医务人员进
行系列培训。 ”金妍艳认为，良好
的医患关系也是基层社会治理
的一部分。

普及面临现实困境
期待更多配套机制

眼下，社工事业的普及还面
临一系列现实困难。

“我省正全面推进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经
验丰富的社工。 ”赵海林跟记者说
了他的担忧， 怎么吸引专业社工
人才去乡镇一线开展专业服务？
如何保证社工服务的质量？

“从目前实践来看，很多社
工进入乡镇， 很容易‘被行政
化’，失去社工的专业优势。 还有
就是乡镇层面很难留住专业社
工，从乡村振兴角度来看，需要
大量专业社工开展服务，但因为
专业社工在职业声望、薪酬待遇
都没有比较优势，单凭情怀可能
难以持久，也不现实。 ”赵海林认
为，当前乡镇社工站建设需要坚
持“先城后乡，以城带乡”的思
路， 通过大力发展城市社工机
构，在此基础上，依据城市社工
机构辐射乡镇社工站，从而实现
城乡社工站协调发展。

采访中，还有不少人认为社
工工资与专业要求不匹配。“我
是南航社工专业硕士，曾经梦想
成为一名优秀社工，但在社区做
了 5 个月就换了工作。 ”“我是外
地人，工资太低了，拿到手还不
到 3000 块钱， 交完房租所剩无
几。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赵海林坦言， 一个职业薪酬
要与地区、 求职者心理预期相适
应，才能留住员工，在苏北专业社
工机构中， 要确保一线社工在扣
除四险一金后的收入达到 3500
元， 中层管理者或中级社工师的
收入约 4500 元，高级社会工作师
的收入要在 6000 元， 这些都是
“基准线”。“社工服务更多是面对

面服务，这种服务需要情感投入，
需要确保员工更少的流失。 ”

实际工作中的“困境”不止
于此。“我们开展工作要依附社
区这个平台。 ”张瀚说，在和社区
的合作中，社工往往处于次要地
位，独立性不强，所承担的任务
是辅助性的，导致社工在服务过
程中专业发挥空间不足，在工作
初期很难得到居民的认可，进一
步导致被“边缘化”。

面对大量的工作需求，专业
社工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34 岁
的纪杰杰是江苏首届“最美社
工”、第三批江苏社会工作领军人
才，今年 6 月，她通过公开招考，
进入淮阴师范学院， 成为一名社
会工作专业的老师。“我希望能将
自己的实务经验引入专业教学，
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让更多
学生愿意从事社会工作。 ”

纪杰杰做出这样选择的背
后，是目前“社工的教学和实践
还存在一定的脱节”的现状。“部
分教授社工专业的老师不太具
有实务经验，而有实务经验的社
会工作者，不一定有理论方面的
知识。 ”吴婷婷给记者举了一个
例子， 社会工作中有一项叫做

“进入社区”， 学校会教方法、教
谈话技巧、教注意事项，“但门敲
不开怎么办？ 敲开门后，人家说

‘社工是什么’‘你是谁’‘我们不
认可’等等。 ”这些，都需要社工
专业教育的改革与深化。

值得高兴的是，政府部门正
在积极“破题”。 今年 4 月 25 日，
江苏省召开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专家座谈会，就建立长期合作
机制、加强合作交流、加强决策
咨询合作、加强人才培养合作等
方面达成共识，着力形成社会工
作政校长效协作机制。 多地也在
酝酿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10 月 22 日，我院对首个助
理社会工作师职称进行了公
示。 ”金妍艳开心地告诉记者，她
的政工师职称也有望转为社工
师，“希望医务社工的职称路径
能在更多单位得到推进，让我们
社工更有社会地位。 ”

（据新华报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