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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者学堂：让打工青年服务打工青年
� � 9 月 8 日， 由北京市协作者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协作者”）发起的协作者学堂项
目举行 2019 级第三学年开学典
礼暨发展论坛，总结回顾学堂第
二学年的成效经验与挑战，来自
政府、社会组织、高校、企业、基
金会以及打工青年群体等多领
域的嘉宾参与了论坛，对如何更
好地支持和培育打工青年参与
社会工作建言献策。 活动通过电
信星播客进行直播，线上有超过
10 万用户观看了本次活动。

服务大众是社会工作的根
本使命， 核心目的是促进社会
的改变和发展， 促进人类社会
的凝聚。 协作者认为，要推动流
动人口的健全发展， 流动人口
自身及专业社会工作者是极为
重要的改变力量———以“助人
自助” 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工作
是恢复和增强困境人群社会功
能的重要专业。 协作者学堂即
是在这样背景下发起的“没有

围墙”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为
有志于投身公益而又缺乏资源
与学习机会的打工青年， 提供
社会工作专业学习与实践机
会， 通过赋能使其能够在改变
个人自我命运的同时， 投身到
服务流动群体命运当中。

培育打工青年成为社会工
作者是协作者在 2003 年成立之
初就有的一个想法，2018 年协作

者开始筹备相关工作，但在 2020
年疫情暴发之后，协作者决定要
加速启动学堂项目，不能让更多
的打工青年掉队。

协作者学堂主要培养学员
包括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分析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专业服
务，组织与行政，田野实践以及
研究等六大能力。 学员主要采取
三学年的进阶式培养方式，第一

学年学习社区实务，第二学年学
习项目管理，第三学年学习公益
领导力。

在第一学年，学员从“打工
青年”的角色逐渐转变为社会工
作学习者的角色； 在第二学年
里，学堂的学习和服务实践进一
步深化，逐渐成长为具备独立主
持和开展活动的助理社会工作
者的角色。 在课程方面，通过项
目管理课程学习用项目化视角
来理解和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如
何系统性地回应和解决问题；通
过小组社会工作课程学习如何
用小组工作的方法来为服务对
象开展服务；生命教育课程也着
重让学员认识我与他人的关系；
通过专题分享、社会新闻事件分
析与写作等课程更好地学习和
认识弱势群体与社会。 在服务方
面，学员们也从原来服务一个个
具体的个体，逐渐建立了服务一
个群体的认识。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 全国首

批高级社会工作师、 协作者中心
主任李涛通过教学、服务、管理、
招生、 督导和传播等六个方面回
顾了学堂一期第二学年的工作成
效和挑战。 在广东流水线工厂打
工超过 10 年的的蔡冬英，以及在
北京打工超过 20 年的张艳艳，已
经从第一学年的社会工作“小白”
成长为具备面向流动儿童及困境
家庭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准社会
工作者———在第二学年里， 两位
学员总共为流动人口提供了 115
次服务，服务了 2575 人次，并带
动 126人次的服务对象作为志愿
者参与到助人服务中。

学堂作为培育打工青年参
与社会工作的创新实践，虽然两
学年的成效显著，在落实执行过
程中仍旧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包
括打工青年的招募困难，学堂没
有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支持等。 与
会的嘉宾也结合各自所在的不
同领域和专业经验提供了建议。

（王勇）

9 月 6 日， 由中国社会责
任百人论坛主办、中国三星公
益赞助并提供场地支持的第
十四期分享责任公开课在京
开讲。本期课程采取“线上+线
下”的形式，面向来自央企国
企、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各大
高校、NGO 组织等近 300 名
学员开展 ESG 公益培训，促进
企业对 ESG 的系统认知，帮助
企业建立健全 ESG 治理机制，
掌握 ESG 工作的思路、方法与
技巧等。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
秘书长彭华岗指出， 随着我国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
融市场和监管行业的国际化水
平不断提升，ESG 在国内进入
加速发展期， 推动着中国资本
市场的投资理念与投资方式不
断变革。 国资委、证监会、交易

所、 行业协会等机构正积极地
推动构建中国本土 ESG 体系。
对中国企业来说， 如何深入践
行 ESG 理念， 投身我国本土
ESG 体系建设已成为一项面向
未来的重要议题。

中国三星首席副总裁王彤
表示，九年来，由中国三星和中
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共同发起
的分享责任公开课项目培养了
大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人员，
企业在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
治理方面的管理意识不断增
强， 国企上市公司也全面参与
ESG 体系的建设。 ESG 已经成
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抓手

中国社科院教授、 中国社
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
讲授了《ESG 概论》课程，向学
员详细介绍了 ESG 基本概念、

ESG 最新动向、中国 ESG 挑战、
中国 ESG 体系等内容。他强调，
ESG 已成为国内外共识， 中国
企业 ESG 也应提质增速。

据介绍， 分享责任公开课
旨在为中外企业管理人员提供
免费社会责任专项培训， 借此
普及社会责任知识、 推广社会
责任理念、提升社会责任能力、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 帮助参训人员管理复杂的
社会、环境议题，应对多元的挑
战。 该项目已在全国 7 省成功
举办 14 期，来自政府部门、科研
院所、大型企业和知名 NGO 组
织的百余位名师走进课堂，为
来自 400 余家企业、20 余家教
研机构、20 余家 NGO 组织和
20 余家新闻媒体的近 3000 名
学员提供专业培训。

（皮磊）

促进企业系统认知
多方联合探讨 ESG工作思路

9 月 5 日，由恒隆地产（以
下简称“恒隆”）发起及主办的恒
隆“她领航”计划正式启动，项目
与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教委主办
的“海鸥计划”携手深化合作，在
徐汇区妇联及静安区妇联协办、
益社承办下， 聘请 40 名来自各
行业的精英女性担任公益导师，
通过为期六个月的师友指导、多
维培训、沪港线上对话及社区实
践活动等方式，提升 200 名全国
在校女大学生的个人及职业技
能 ;表现优秀的学员，更可获得
由恒隆及“她领航”公益导师提
供的实习机会。

恒隆地产行政总裁卢韦柏
表示：“恒隆坚持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发起面向女性群体的社区
投资项目———恒隆‘她领航’计
划。我们希望该项目通过精英女
性，其中包括来自恒隆租户伙伴

的女性领导，与青年女性的双向
赋能，携手培育及提升下一代年
轻女性的个人潜力，帮助她们成
为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好决策的
未来领导者，共同促进社区多元
共融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优享生
活空间。 ”

上海市妇联副主席翁文磊
表示：“恒隆‘她领航’计划与‘海
鸥计划’深化合作，共创共建，形
成可持续工作合力，助力女大学
生人生出彩、绽放光华。 ”

据悉， 恒隆对女性群体一
直保持持续的关注， 通过恒隆
一心义工队为女性组织公益活
动， 包括为抗疫前线妇女提供
防疫礼包、 为基层妇女组建工
作坊提升技能等。 恒隆“她领
航” 计划首阶段将在沪港两地
共同开展。

（张明敏 ）

恒隆地产启动“她领航”计划
成就女性力量

近日，聚焦“遴选并赋能新
兴的优质公益项目” 的 2022 中
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路演
线上评审会圆满举行， 北京爱
它动物保护基金会的领养平台
“宠安家”荣获“三星优质项目”
称号。

本次大赛由中国公益慈善
项目交流展示会组委会主办、
深圳市民政局承办、 深圳市社
会公益基金会与深圳市中国慈
展会发展中心执行， 遴选并赋
能新兴的优质公益项目。 大赛
设置主赛程与深圳赛道， 共收
到 668 份有效参赛申报材料，其
中主赛程项目 546 个、深圳赛道
项目 122 个。

大赛 30 强项目将获得共
计 270 万元的资助金，并以社
创种子特训营、拾点公益联合
募捐支持计划等形式展开全
程赋能及资源链接服务，促进
项目可持续成长，打造中国新
兴的优质公益慈善项目标杆
示范。

9 月 5 日，第七个“中华慈
善日”，由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
局指导、 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主办的第二届北京慈善文化创
享会在北京电视台举办。 作为
大赛组委会重点推出、展示、打
造和扶持的慈善品牌之一，“宠
安家”也登上舞台。

这已经不是“宠安家”第一

次获得认可。 今年 4 月，首都公
益慈善联合会主办的以“携手
做慈善 传播真善美” 为主题
的第二届北京公益创投大赛正
式拉开序幕。 进入 8 月，大赛组
委会围绕乡村振兴、社会救助、
社区治理、 民生服务等领域，
“宠安家”作为大赛遴选出的 21
个优秀项目之一， 获得 6 万元
扶持奖金。

“宠安家”能不断获得认可，
证明整个社会已经开始愈发关
注“流浪动物”问题，这是爱护
动物的伙伴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 平台方希望能有更多伙伴
加入到推广“领养代替购买”队
伍中来。 （徐辉）

流浪动物领养小程序“宠安家”获社会认可

� � 99 公益日期间，菲仕兰联合
携手孩子王、爱婴室、乐友、爱婴
岛、丽家宝贝、高鑫零售、华润万
家、 华润万家 OLE 和永辉超市
等大客户合作伙伴助力“爱加餐
一起捐”公益行动，通过线上和
线下多渠道，呼吁消费者关注乡
村儿童营养状况，为欠发达地区
的乡村儿童筹集 50000 多份爱
心加餐，支持“爱加餐”项目惠及
更多乡村儿童。

菲仕兰中国总裁陈戈表示：
“希望通过联合助力爱加餐公益
项目的全新尝试，启动未来与客

户伙伴高效开展联合公益模式
的探索， 合力提升社会价值，支
持健康中国国策。 ”

活动鼓励网友参与，前 7000
名参与助力行动的网友可通过
抽奖获得包括刻度奶杯、 身高
尺、跳绳在内的儿童奶商礼包或
正式出版的乳品科普绘本《神奇
的菲菲牛》。 除此之外，菲仕兰旗
下的美素佳儿品牌还首次在私
域平台发动会员用积分兑换“爱
加餐”捐赠，降低会员参与门槛，
也彰显品牌温度。

（张明敏）

菲仕兰助力乡村儿童
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