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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党委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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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 大会宣读了民政部部管
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关于同意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召开党员大
会进行党委换届选举的批复和
同意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成立
同级纪委的批复，听取和审议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党委党费收缴、使用
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表决
通过了选举办法，党委、纪委委

员候选人名单和监票人、计票人
名单。 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
的方式进行投票， 经投票选举，
周惠、康鹏、余华龙、黄琦、戴爱
姣、王谦、周冰当选为新一届党
委委员，黄琦、叶长松、吕莹当选
为纪委委员。

随后，新一届党委召开全体
会议， 选举周惠任党委书记，康
鹏、余华龙任副书记，并进行了
委员分工； 纪委召开全体会议，
选举黄琦任纪委书记。

周惠代表新当选的党委、纪
委领导班子感谢全体党员和组
织的信任，表示新一届党委要在
民政部党组和综合党委领导下，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带领全体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努力推动联合会各项工作实
现新发展、开启新局面。

大会闭幕前， 陈存根发表
总结讲话。 他对一直支持党委

工作的全体党员和广大员工同
仁表示感谢， 向当选的两委班
子表示热烈祝贺， 并对新一届
两委和全体党员同志提出殷切
希望。 一是要全面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首要政治
任务， 结合联合会工作实际，全
面学习好、领会好、宣传好、落实
好二十大精神，以及二十大报告
中关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的相
关要求。 二是要只争朝夕、时不
我待，切实抓好联合会党的建设
各项工作，不断推进联合会的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
律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努
力促进各项业务工作迈上新台
阶、实现新突破，真正把联合会
打造成全国社工之家、 行业之

家。 三是要努力开创社会工作
发展新局面， 持之以恒地推动
实现社工理论中国化、 社工工
作组织化、社工队伍职业化、社
工服务专业化、 社工经费预算
化、社工发展法治化目标，努力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工作理
论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
运营体系、 法治体系和党建体
系。 四是要不断加强领导班子
自身建设， 要下功夫把新一届
党委和纪委建设成坚强、团结、
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 要坚持
党建引领，充分挖掘、调动、发
挥社会组织的巨大潜能、 独特
优势， 全力推动联合会和社会
工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歌
声中顺利闭幕。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今年 6 月至 9 月，由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主办，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
作委员会、首都高校青年社会实
践理论发展研究中心承办，麦田
教育基金会协办的“守护朝阳
助力成长”2022 年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专项活动顺利开展。 活
动受到全国各高校团委的高度
重视及大学生们的积极参与。

本次实践活动创新性地将
青少年心理健康主题作为主要
关注重点，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和
青少年健康成长，围绕偏远地区
青少年理想信念价值观塑造、志
愿者精神弘扬及冬奥精神（体育
文化活动）、心理健康服务、安全
教育普及、家校社青少年成长环
境调研等五个维度，组织大学生
团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
活动，系统化开展青少年社会工
作服务，全方位高质量助力青少
年健康成长。

经前期精心筹备及实施设
计，自 6 月正式面向全国高校发

布后， 专项活动共收到来自 219
所高校的 858 支实践团队申报
书，通过“高校推荐初筛”以及评
审专家组通过对活动申报书结
构、实践主题及内容设计、成果
可行性、指导老师随团等多维度
的综合评审筛选， 最终共有 100
所高校团队入选，在暑期以各自
专业与地方特色实际相结合的
方式完成了精彩丰富的实践活
动， 并得到多家平台报道宣传，
具有一定积极社会影响力。

“守护朝阳 助力成长”社会
实践专项活动得到了青少年成长
教育专家的系列培训课程指导，
经过统一培训的大学生志愿团队
结合自身专业特色，返家乡、进乡
村，开展与主题相关的特色实践，
旨在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使
大学生有机嵌入社会工作， 培养
群众感情、树立群众立场、形成群
众观点；培养劳动习惯、树立劳动
思想、形成劳动素养；让青年大学
生了解社会， 熟悉基层， 热爱人
民，服务大众，熟悉我国国情，树

立报国壮志。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问题频

频发生。 在安全方面，据国家卫
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
每年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 少年
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 56%。此外，
交通事故、触电、拥挤踩踏……
各类安全事故都对儿童青少年
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在心理健
康方面， 我国 24.6%的青少年患
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儿童青少年
面临的压力愈大，抑郁、焦虑等
心理问题愈多。

“守护朝阳 助力成长”专
项活动鼓励大学生通过线上线
下方式开展乡村儿童青少年安
全、体育文化、心理健康教育等
主题实践，深入乡村一线进行青
少年成长环境现状调研，提高乡
村儿童青少年暑期安全意识，发
挥社工介入乡村儿童青少年安
全教育的独特优势，挖掘儿童潜
能，缓解乡村儿童青少年成长中
面临的相关问题。 此次活动运用
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与工作方

法，引入高校优秀志愿者参与公
益活动，减轻了家庭对儿童假期
作业辅导的压力，培育社区归属
感，为儿童营造友好健康的成长
环境，推动乡村青少年的健康发
展。 实践团队通过专业设计培训
的问卷调研及访谈，形成不同地
区的青少年成长环境报告，并由
多维度的报告最终汇合整理，为
编写发布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
《青少年成长环境蓝皮书》 提供
重要数据来源。

本次“守护朝阳 助力成
长”专项实践影响主要体现在乡
村青少年、高校大学生、社会影
响三方面。

对乡村儿童青少年而言，本
次专项活动的实践团队经过统
一专业的培训，从方法上遵循儿
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多方面促进
儿童完整人格的形成；实践团队
将五育并举的方法与实践团队
各自专业相结合，使儿童通过体
验、合作、探究的方法，养成良好
的感知世界的新方式；活动通过

音乐、美术、手工、体育等丰富的
方式帮助孩子开拓视野，促进全
面发展，帮助很多家庭解决暑期

“看护难”的问题。
对高校大学生而言，通过实

践引导青年学子关注乡村振兴，
培养奉献社会的精神，同时增强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
磨练本领、增长才干，提高青年
学生的综合素质。 此次活动将国
家针对“关爱儿童”政策方针落
实到底，为服务乡村振兴贡献青
春力量。

对社会而言，活动响应国家
对于青年学子投身社会实践的
号召，在欠发达地区开展留守儿
童青少年帮扶公益服务，对当地
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引领对点帮
扶， 助力当地乡村教育振兴，顺
应国家关于乡村振兴发展的战
略要求；推动教育帮扶，通过线
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建立长期
帮扶关系，运用“互联网+教育”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
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

本次“守护朝阳 助力成长”
专项活动积极响应团中央三下乡
活动的安排， 共遴选 100 支全国
高校团队参与实践，最终有 86 支
高校团队顺利圆满完成实践并提
交精彩丰富的成果：活动照片、视
频、实践总结报告、调研报告以及
相关媒体报道等成果共计千件以
上。此次专项实践立意创新、活动
主题实用有趣、培训及组织专业，
参与队伍众多，实践成果丰硕，获
得众多宣传报道及多方好评，为
团中央三下乡活动增添了亮丽的
一笔，也为助推“师生家校社”共
育， 推动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贡
献了应有的影响与力量。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守护朝阳 助力成长”
2022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专项活动成果显著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经民政部部管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批准，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于 11 月 22 日隆重召开党员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联合会会长陈存根出席会议，联合
会全体党员、部分在京副会长、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共 80 余人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大会。

贵州大学实践团队渤海大学实践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