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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到治理：

“三区”计划走出来的云南社工与他们的基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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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 � 云南省自 2013 年起通过
选派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服务欠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
区和革命老区（以下简称“三区”
计划）， 在支持培养一批 “留得
下”的“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的同时，也协助他们在所在县域
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便
更加持续、 系统地服务本地，使
社会工作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
和人人都能享有幸福生活的价
值理念得到充分实践。

截至 2021 年，云南“三区”计
划项目累计向全省 165 个县次选
派 944 名社工， 带动培养 385 名
本土社会工作者， 推动培育成立
60 余家县域社工机构。 无论是选
派社工， 还是在地培养的本地社
工，在面对“三区”复杂多样的地
理生态、生计方式、宗教文化、民
族文化等系统因素时， 始终坚守
专业价值及专业方法， 创新探索
本土化方法，从“兜”住困难群体
基础公共服务需求，到“网”住居
民社区参与动力，再到“创”出社
区治理空间， 推动了本地社会工
作专业发展， 协同构建了多元主
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 也响应
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走向乡村振
兴的时代召唤。

不断深化丰富的回应基层
需求的专业服务实践

在“三区”计划开展的服务
最初以回应当地因劳动力外出
就业而产生的“三留守”问题，选
派社工在支持“在培”社工学习
专业服务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
同时，也针对地区“三留守”群体
的服务需求，协助“在培”社工开
展有层次的服务设计及探索。

随着服务人群的扩大，“三
区”社工服务的群体不仅涵盖了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
群体，也包括社区（村庄）中的各
类特殊人群。 面对服务对象需求
多样，社区还普遍缺少专业及精
准社会服务提供的情况，“三区”
社工的服务类型也从补救型服
务或普惠型服务，逐渐丰富到发
展型的服务。

在儿童服务方面，针对儿童
的救助、发展、保护及参与等方
面的需求，建立起社区为本的困
境儿童救助、留守儿童照顾及早
期教育等多元化的儿童服务体
系。 以儿童活动中心建设为载

体，在提供普惠型的儿童课外活
动及社区教育的同时，对不同年
龄段或不同成长环境的儿童开
展有层次划分服务，如学龄前儿
童的亲子活动、学龄期儿童的课
后活动、 困境儿童的救助支持、
冬令营、夏令营等，也有针对面
临特殊情况的儿童的个案服务
以及推动社区儿童保护体系建
立的政策倡导。

在老年服务方面，针对老年
人生活适应、生活照料、情感慰
藉、 康娱社交等方面的需求，社
工开展的服务既回应老年群体
的生活适应及需求，也为老年人
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提供情感慰
藉；通过搭建老年群体发挥才能
的平台，让老年群体有机会参与
到社区活动及公共事务之中，有
更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同时社
工也通过充分盘活和利用社区
资源，发动村（居）民参与到老年
服务中，在实现居民（村民）互助
的同时，推动社区（村庄）内生力
的成长。

在妇女服务方面，针对妇女
在社区（村庄）中因普遍承担家
庭照料的重担， 面临来自生计、
家庭成员关系、系统环境等多方
面的压力，社工开展的服务多以

“增能”为主，推动妇女在加强自
我关怀、 提升学习能力的同时，
以儿童、老人服务的增加协助妇
女生活“减负”，创新社区（村庄）
生计发展途径，推动妇女主动参
与或主持社区公共事务，发挥她
们在社区（村庄）中的性别优势。

在特殊群体服务方面，社工
通过对个案的需求评估开始，逐
步摸清区域内面临共同情况的
群体。 在为特殊群体提供个案管
理的同时，清晰政策资源，联动
社会资源，通过小组工作及社区
参与或支持， 为特殊群体“增
能”， 逐步编织对特殊群体的社
区保护网。

回归居民及文化的社区发
展与治理

“三区”社工在为各地居民
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增能”目
标逐步推动居民参与到社区（村
庄）事务，推动创新渠道和载体，
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
路径。 以传统民族文化创新社区
（村庄） 居民文化， 协同社区党
建，盘活社区资源，挖掘和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协助居民在
参与体验过程中产生“安全感”

“获得感”及“幸福感”。
“三区”计划在云南省推动社

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过程中， 逐步摸索了一条整合
民族文化传承、 中华文化认同与
文化自信的治理路径。 比如通过
民族传统童谣和故事传承、 民族
传统文化学习及村史馆筹建等，
促进儿童对于自身民族和村庄的
了解与热爱。 通过对少数民族村
寨的儿童、妇女、老人和整个社区
的文化动员， 逐步形成了激活边
疆少数民族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
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三区”计划推动边远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积累
了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经
验，例如将建设合作经济和合作
社作为增能赋权策略、困难人群
的社区服务型治理、困难村寨和
易地搬迁安置点的社区治理创
新等，为助力“三区”的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益的工作模式。

在助力产业振兴方面，社会
工作可以从村寨和易地搬迁安
置点村（居）民的创业、职业技能
提升和发展合作经济出发，对村
（居）民进行增能赋权，提高其收
入和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助力组织振兴方面，“三
社联动”的经验有助于增强合作
社、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及基层
专业社会组织等组织的活力，促
进基层民主和社区治理创新。

在文化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
以助力乡村和民族文化传承、文化
产业发展和文化认同的打造。

在生态振兴方面，社会工作
可以助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促进生态
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美化。

在人才振兴方面，“三区”社
会工作首先要培育一批具备专
业社会工作理念和实操能力，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本土社
会工作人才和社工机构；其次要
培育一批配合社区社工的社区
骨干和志愿者，共同推进“三区”
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

在“三区”地区，有曾面临深
度贫困的地区和易地扶贫搬迁
社区，社工不仅要积极探索适合
当地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
也需要探索社会工作助力贫困
村寨增收的工作模式。 在村民增
能赋权、农业技术培训、协助村
民成立合作社、促进市场对接和
网络销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有的在社区和村寨开展困
境儿童干预、困难家庭救助等工
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效果奠定基
础。 有的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
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开发困境人
群服务，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探
索“三社联动”工作机制，挖掘并
培养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和志愿
者骨干力量协助社区居委会开
展服务型治理，挖掘当地资源和
联动外部社会资源，应对易地扶
贫搬迁人群集中和复杂的经济

和社会适应问题。
在实施“三区”计划过程中，

社工与省市（州）县乡（镇）各级政
府、民政部门、社区（村）“两委”及
驻村工作队逐步形成紧密协作的
关系。 通过实施“三区”计划，地方
政府、 群团组织从不认识社会工
作， 到逐步支持社工在基层社区
（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推动成
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 进行社会
工作服务购买， 以多元主体合力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三区”计划社工同时探索
了“三社联动”的模式。 在基层社
区党组织领导下，“三区”计划社
工重点围绕培养社区骨干，提升
其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社区自
组织发展和能动性发挥，挖掘村
庄内生动力等方面着力，积极与
村/社区“两委”联动，促进社区互
助体系搭建，畅通并建立和完善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机制，这些都
大大增强了村/社区内部活力、
内生动力和主体性。

“三区”计划在回应社区居
民需求及社区治理需求的同时，
也需要回应因自然灾害带来的
对社区环境及生活的危机。 由于
云南省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
地质构造，加之山多、陡坡及降
雨等，决定了云南是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频发与
多发的地区。

“三区”地区也多处于地质
灾害多发地区，有专业的社会工
作力量参与灾害救助，能够有效
协助受灾居民应对灾害带来的
危机。 并在随后的灾后重建过程
中，通过“三区”项目由选派社工
协助本地潜在的培养对象，在灾
后重建过程中，帮助受灾居民及
社区重建房屋、重建关系，从救
助走向增能式的发展，以社区营
造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及主体
性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三区”计划持续开展，有助
于链接省内外各类慈善资源，扩
大社会工作的影响力与居民的
获得感。 如，链接各级政府及民
政、 妇联和团委等部门的资源，
实现中央财政资金、福彩公益金
等不同来源资金的联动；链接社
会慈善资源，如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壹基金、爱德基金会等，弥
补项目资金的不足，丰富社会工
作服务的内容；链接高校大学生
志愿者资源，开展支教支农等社
区志愿服务； 链接爱心机构、爱
心商家、爱心人士资源为特困群
体提供物资或资金援助。

本土化的专业探索与发展
展望

“三区”计划的社会工作者
在云南本土的实践，回应了国家
战略部署中边疆民族地区社会
治理面临的不同挑战，也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业实践。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通过
“三区” 计划推动的社会工作人

才与社会组织发展，使得社会工
作的云南实践更加的深入广泛。

“三区”计划回应了社区（村）
中服务需求最集中的群体，社工
将各类群体看作是有潜力改变
且有能动性的个体，相信无论处
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这些群体
都有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不仅成
为服务对象的支持者，也是他们
的合作者，更是改变生活状态的
同行者。

“三区”计划以专业且系统的
社会工作实践为核心的推动。 选
派社工与在地培养社工在实践
中不断将专业伦理价值、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在回应社区需求
的同时，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
务方式，总结服务路径。

“三区”计划从培养人才的专
业性为起点，在过程中推动人才
“扎根”本地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
构，使得服务有阵地，人才有归
属，发展有系统。在推动人才成长
的同时，合理有效地推动区域社
会工作行业的生态发展。“三区”
计划在社区（村）里为困难群体织
起的安全网，为社区居民搭起的
参与台，逐步为基层社会治理增
加了重要的社会力量，探索基层
社区充分发展的创新路径，结合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
要，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需
求和问题，回应不同群体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同时，由于“三区”不同社会
群体的生活需要、发展条件和环
境与发达地区有所差异，相较于
多服务于“城市”的社会工作而
言，面临更多新的挑战。

首先，“三区“多属边疆民族
地区， 在介入和干预策略上，需
要社会工作者有更高的文化敏
感性。 加之多民族的杂居融合，
对社会工作者的文化理解力和
整合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三区” 大多是收入较
低、公共服务匮乏的地区，“三区”
社会工作不但需要进行社会救
助， 通常还需要协助当地社区
（村）来组织互助性的公共服务，
推动居民参与经济发展等。

最后， 由于缺乏专业人才，
“三区” 的社工人才培养不能简
单地以学历来作为选择人才的
必要条件，而是需要培养具备一
定社会工作能力的社区工作人
员和社区志愿者，在补足专业人
员缺口的同时回应购买服务经
费有限的现状。

九年来，在“三区”计划支持
下的社会工作者们始终秉承着
对社会前途和远景始终持积极
乐观的态度，持续不断地通过专
业实践和服务关注“三区”群众
的感受、需求及发展，协助“三区”
群众在社区（村）的生活中彼此宽
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并进一
步推动了“三区”的社会进步。 社
会工作者在开展城乡社区社会
服务、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创新的
经验，也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