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扶贫济困中
推进社会工作落地生根

扶贫济困是社会工作发展
的初心，也是我国社会工作实务
推进的起点。 在社会工作专业
化、 职业化程度不高的初始阶
段，联合会多方链接资源，发起
系列品牌项目，在传统的扶贫济
困中推动社会工作服务扎根中
国大地。

自 2011 年起，联合会与国家
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联合推出
“爱心行动”项目，先后投入资金
6 亿多元，与 200 多家医院合作，
救助贫困地区的白血病、先心病
儿童三万多名，并完成两万多名
新生儿的先心病筛查。

2016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 联合会申请欧盟资金支持，
开展“青海、安徽两省流动和留
守儿童的社会保护项目”， 在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八个村，面向三江源生态
移民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开展
专业服务， 面向两省的社会组
织、 儿童主任进行专业培训，设
立 13 个社区儿童服务试点，直
接受益儿童达 2.7 万余人次。

自 2009 年起，联合会在西藏
地区连续多年推出“阳光浴室”

“西藏盲童之光”“寻找最美乡村
教师”“阳光球场”“阳光净水”项
目，为藏区儿童提供针对性援助。

2018 年，联合会组织专家学
者赴江西省莲花县进行精准扶
贫，先后为当地带去扶贫项目及
资金总计 200 多万元。

2021年， 中央财政示范项目
“童心共筑安心小屋” 在新疆、云
南、四川、甘肃、湖北开展示范服
务，联合会积极推动困境儿童心理
服务与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服

务困境儿童两万余人次……
依托这些多元的公益项目，

助人自助的理念传播到祖国的
各个角落，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2022年， 联合会积极推动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在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落地，组织召开全国首届社会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大会，为动员社会工
作参与乡村振兴，展示社会工作专
业优势搭建了全新的平台。

在专业服务中
积累社会工作本土经验

十年来，社会工作在各个领
域和重大事件的服务中历练成
长，彰显自己的专业价值。

2013 年四川芦山地震、2014
年云南鲁甸地震后， 联合会在民
政部的领导下， 积极引领行业为
灾区群众提供专业服务， 并在服
务中积累灾害服务的经验。 2013
年， 联合会结合《公益时报》社

“2013年中国慈善排行榜”活动募
集资金 3.9743亿元， 支持四川省
雅安市灾后重建；2014年，联合会
在云南鲁甸孵化社工机构五个，
并编写了《鲁甸地震灾难社会工
作手册》，提炼出灾害社会工作服
务的丰富经验； 自 2013 年开始，
在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下， 联合
会连续多年开展中西部地区受灾
群众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
目，在四川、新疆、青海、内蒙古等
地的 50余个城乡社区先后孵化、
培育、扶持社工机构 120 多家，培
育专业社会工作者 1000 余人，累
计服务群众三万多人次。

在服务边疆少数民族的探索
上，联合会借助“社会工作服务新
疆社会管理创新项目”， 培训、指
导、 扶持新疆各地的社会工作服
务组织， 动员项目资金 550 余万
元， 成功培育 13 家社工机构，服
务群众覆盖十多个民族。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 联合会一方面紧急链接资
源， 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另

一方面号召引导行业有序参加
疫情防控，主编了《社区“三社联
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在
湖北等 17 个省市援建 40 余家
“安心小屋”，为受疫情影响的重
点群体和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
灾后心理援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联
合会又积极引导行业， 总结经
验、提升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
的专业能力， 同时积极对接资
源，为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物资
援助。 2021 年 12 月，西安疫情发
生后， 联合会联合有关基金会，
向陕西省社会工作协会和西安
市社会工作协会捐赠价值 117
万元的抗疫物资；2022 年， 吉林
疫情期间，联合会对接价值 1700
余万元的 200 多台呼吸机支持
吉林疫情防控……

正是在一次次的突发事件
中，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不断累
积，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重要性
也不断凸显，受到党和人民的认
可，为行业的发展争取了更多的
政策和制度支持。

在人才培养中
推进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培养是行业发展的根
本。 十年来，在民政部的支持下，
联合会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工作
专业教育培训。

2013 年，联合会与国家开放
大学合作，成立国家开放大学社
会工作学院，面向基层开展社会
工作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培训。 目
前，已经开发 12 门专业课，为行
业培养了八万多名专业人才。

同时，联合会通过培训认证
的方式，在社区、医务、老年、青
少年、督导等领域每年完成 2000
多人的专业培训、单项技能培训
和继续教育培训。

在行业调研中
进行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

论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自 2011
年起，联合会针对社会工作实务
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连续发布实
务研究课题 60 个， 课题成果汇
编成《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与实
务探索论文集》， 大大促进了社
会工作实务创新。

联合会还连续发布《中国
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报告》《全国
社会工作实务创新优秀案例》
等，总结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并
根据不同专业领域服务经验，
编辑出版了《灾变心理援助与
社会工作》《中国社区社工职业
能力》《中国社区社工职业素
质》《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等
书籍， 为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
的一手资料。

在宣传交流中
提升社会工作影响力

为扩大社会工作宣传，联合
会建立了两刊一报一网站的媒
体矩阵，全方位进行社会工作宣
传。“社工中国网”于 2014 年建
立，与《公益时报》《社会与公益》
《中国民康医学》 三家媒体各有
侧重，共同提升社会工作的行业
认知和社会认识。

作为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在中国的唯一成员， 联合会
积极通过各种形式走出国门，
借鉴先发国家社会工作理论，
宣传推广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经
验， 在国际交流中传播中国社
会工作故事。

2011 年以来，联合会先后派
员赴墨尔本、曼谷、首尔、都柏
林、班加罗尔等参加社会工作国
际会议， 并与新加坡、 韩国、日
本、伊朗、俄罗斯等国家，以及中
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社会
工作团体和社会工作者进行交
流学习。

2017 年 9 月， 联合会在深
圳成功举办“第 24 届亚太地区
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
会议。 此次会议是继马甸会议

之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又一
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社
会工作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的
重要位置。

2020 年疫情期间，联合会及
时与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沟
通，将中国社工参与疫情防控的
经验分享给各国社工同仁，为社
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提供了中
国经验。

在党建引领中
坚定社会工作发展方向

联合会将党建与业务相结
合，探索社会工作融入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的新路径。

2016 年， 经上级党组织批
准，联合会在部管社会组织中率
先成立党委，全面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建工作总要求和民政部党
组各项决策部署，围绕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目标任务，发挥了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2017 年， 由联合会党委牵
头、街道社区参与、服务基层党
组织的“彤馨工程”项目开始试
点，对社会工作融入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被评为
中央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十佳案例”和北京市朝阳区
基层党建重点项目。

2021 年年底，联合会完成理
事会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
导班子。适逢第二个百年奋斗新
征程开始之际，联合会新一届理
事会将在民政部领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围绕
民政中心工作大局，推动社会工
作理论中国化、 社会工作组织
化、社工人才队伍职业化、社会
工作服务专业化、社会工作经费
预算化、社会工作发展法治化建
设， 在社会工作发展的春天里，
为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贡献全
国性行业组织的应有力量。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会长）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
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刚刚过去的十年， 是中
国社会工作快速发展、 成绩
优异的十年， 也是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
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与
行业同频共振，蝶变升华，再
启征程的十年。

十年来， 联合会在民政
部的领导下，团结引领行业，
勇担时代使命，以项目引领、
人才培养、理论提升、行业自
律、国际对话等方式，推动社
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 在基
层服务、 民生保障、 扶贫攻
坚、灾害救援、疫情防控等领
域不断成长蜕变， 逐步走向
职业化、专业化，成为新时代
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与行业同进步的十年 ■ 陈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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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安徽两省流动和留守儿童社会保护项目 鲁甸地震后为灾区群众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