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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正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 自2015年起，武定县被选为云南省“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中的一个
县级受援点。 2015 年 3 月，武定县正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正心”）

成立，这也是云南省武定县第一家民办社工机构。
作为一个立足本土、 关注乡村教育、 儿童综合发展及危机与灾害预防干预的新机

构，正心重点关注并服务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特别是寄宿制儿童问题和处于困境中
尤其是危机状态下的儿童、家庭与社区综合社会救助的联动机制，致力于乡村儿童安全
成长环境建设，推动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综合网络系统打造。

目前， 正心已经组建了一支由 10 名专兼职社工和 100 多名志愿者的工作团队，
主要开展的工作有经济助学、困境家庭长期陪伴、学校社会工作、社区综合活动中心建
设、社会救助、正心少年营、社区活动、农村生计辅导、社会志愿者 / 专业人才、社会倡
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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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案”到“社区”
编织村庄治理支持网络

全面调研
区域内困境儿童现状

由于社区公共活动空间
不足， 家庭监管及教育缺失，
学校在教学和学校之外的心
理和生活方面难以跟进，使留
守儿童普遍处于“生活上缺少
照应，行为上缺少管教，学习
上缺少辅导”和亲子关系上亲
情疏远的状态， 面临着道德、
心理、教育、安全等诸多问题
的挑战与考验。

正心成立之初， 由三名全
职社工、三名“三区”选派社工
以及 15 名核心志愿者组成团
队，在当地陆续开展工作。 通过
持续深入走访各村庄后， 正心
发现困境儿童的家庭由于遭遇
天灾人祸或家庭变故， 使得孩
子们缺乏关爱与帮助，学习、生
活和成长面临极大困扰。

正心在成立五年多以来
的服务实践中发现，武定县农
村儿童中有不少的困境儿童，
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
因家庭贫困或在偏僻边远地
区因交通不便和经济负担重
而在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初一
初二阶段辍学的困境儿童；二
是因单亲离异或者父母一方
去世而缺乏照顾的困境儿童；
三是因少数民族性别观念而
在 13-16 岁就早婚早育的困
境女童；四是家庭中父母有暴
力倾向、 家庭成员有残疾、有
精神疾病导致家庭关爱支持
不足的困境儿童。

如何让这些处于“特殊困
境环境中”的儿童能健康成长
以及获得相对公平的权益保
障，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
键。 社工围绕乡村儿童开展多
元化、特定化 、专业化成长陪
伴服务，精准识别不同程度需
要陪伴的乡村儿童及其家庭，
特别是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 ,
从经济助学到心理关爱、成长
陪伴，对接家庭、学校、社区、
政府等多方资源来改善环境、
持续陪伴 、 影响一批乡村儿
童，最终实现一个孩子及家庭
以及类似群体中更多人从成
长“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
飞跃。

以县域社会组织
推动乡村儿童服务

正心在对不同乡镇走访的
过程中接触到大量的乡村儿童，
他们因家庭、学校、社区环境改
变造成不同程度的困境：或因父
母外出务工，由老人承担监护责
任； 或因单亲家庭生活陷入困
境；或因父母一方患有重大疾病
导致家庭困难。这使得这些儿童
不仅面临生活压力，也有学习压
力与成长压力。“三区”的选派社
工与本地社工一起，联动骨干志
愿者与不同的资源，为困境儿童
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支持。

根据每个困境儿童的家庭
情况， 我们一次性发放相应的
交通补贴或紧急援助金， 相对
减轻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负
担，使其可以继续读书，坚持顺
利完成学业， 并借此与儿童和
家庭建立深入关系， 以家庭探
访、 周末照顾等综合回应所资
助学生及家庭相关需求， 持续
陪伴关注其生活和学习， 帮助
一起渡过难关。 通过假期和平
时实地走访调查， 核实困境家
庭学生基本情况， 情况属实者
和情况特殊者将其列入社工跟
进个案重点介入， 定期进行家
庭走访， 随时掌握个案动态和
需求， 协同社区与基层各部门
联动响应及时跟进服务。

武定县高桥镇某村小的小
琪四年级以后就不太想读书。
正心社工通过家访认识了小
琪， 了解到她还很小的时候妈
妈就出走再也没回来， 爸爸在
小琪读二年级的时候把家里的
砖房盖到一半就出去打工也再
没回来过。 家里因盖房子欠下
了一笔债、 孩子跟奶奶和叔叔
三人相依为命， 因此没有固定
的生活来源，家庭生活艰难。 小
琪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担心自己
继续上学会让本来困难的家庭
雪上加霜，也不愿拖累奶奶，所
以才有了不想读书的念头。 正
心社工在了解了小琪一家的情
况后， 从儿童助学的角度为小
琪申请了助学款， 并在两年的
时间里一直通过社工和志愿者
持续对小琪进行陪伴与心理支
持， 进而避免了孩子再次陷入

辍学处境。
正心在提供直接服务的同

时还协助基层单位尤其是民政
部门， 建立由乡镇政府、 村委
会、教育部门、共青团、妇联、社
工机构、 村庄志愿者共同参与
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协同和乡
村综合发展模式。

具体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方
法介入， 重点探索为社会救助
对象提供基础的资金资助、个
案及家庭心理疏导和家庭生计
扶持、社会融入、团体互助、宣
传倡导等服务， 构建物质资金
帮扶与心理社会支持相结合、
基本救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
服务相补充的乡村困境群体社
会工作救助模式， 并借此提高
机构能力和培养参与服务的本
地社区骨干和专业人才。

项目的实施， 逐步健全和
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多部门联
动机制(如留守、困境儿童的救
助保护工作和精准识别工作)，
进一步明晰各责任主体职责，
转变和提升了社会工作者的工
作理念和专业服务能力， 促进
儿童、家庭、社区的多方参与，
理顺了多部门协同工作的操作
流程， 提升了村民能力意识和
基层各部门在乡村社区发展工
作中的工作效能。

同时， 正心尤其注重加强
对社会志愿者的招募使用及专
业人才的培养储备工作， 扶持
本地公益慈善力量和深度发展
工作， 进而推动本地各级部门
及社会对社工及公益慈善的认
识与支持。

社工通过搭建社区服务站
点，提供“一对一”陪伴走访服
务及儿童暑期夏令营活动等形
式，畅通社会工作、志愿者参与
基层治理路径渠道， 协同基层
社会治理， 并配合当地村委会
和乡镇级驻村扶贫队，以“五社
联动” 方式探索建立针对困境
家庭服务回应的基层联席会议
制度。 如，社工依托唐家村社工
站，让青年人驻点，通过儿童之
家等平台对孩子开展课外辅导
服务， 寒暑假组织大学生志愿
者到当地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实

践， 针对留守儿童开展兴趣小
组、心理辅导、假期作业辅导等
服务， 对儿童的中高危行为进
行辅导和干预等。

以困境儿童服务
为切入点助力乡村振兴

脱贫摘帽前的武定县，山
区面积占 97%、 少数民族人口
占 55%、贫困面达 43%，到 2019
年其仍是全州唯一尚未脱贫出
列的重点攻坚县份。 在前期精
准扶贫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大背景下， 正心针对当前基层
政府和民政工作任务重、 人员
少的情况， 对工作难以覆盖和
到达的部分贫困户、 政府低保
和临时救助对象的情况进行摸
排，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作用。

结合“三区”特点，正心将工
作内容由陪伴、教育、困难救助
等服务性、预防性的工作扩展到
连接家庭、学校与社区的网络建
设、群众生计扶持等较为丰富的
工作内容。从前期的儿童服务出
发，逐步延伸到与儿童相关的家
庭及社区，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
势，立足满足困难群众社会救助
基本需求综合利用社会资源，协
助基层民政部门做好救助对象
困难排查、发现报告、救助申请、
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救助政策咨
询、宣传工作，以探索村镇基层
创新型的社会救助协同制度。在
驻村服务和村庄调研的过程中，
社工及时发现社区真实需求，开
展利于百姓生计的有效服务。

通过社工专业服务与多种
项目结合的方式， 探索社会力
量协同各政府等基层部门在精
准扶贫中， 如何更好地识别农
村“动态返贫”或处于困境中对
儿童老人等群体及其社会需
求， 更好发挥社工机构作用的
具体实践， 实现对精障家庭的
可持续服务及跟进， 同时对有
儿童的精障家庭提供更切实的
成长教育救助与支持， 以社工
实践促进社会对精障群体的关
爱与支持。

从基线调研到社工试点，
正心确立了调研-服务-政策-

个案多角度探索路线， 推动残
联牵头确立政府部门联席会议
机制， 在实践中研发出一套社
工协力基层残联、 社区和民政
等共同介入精障家庭， 提供专
业服务与支持的综合救助系
统，从走访识别到资助，精准攻
克社区治理工作中的硬骨头。

村民汪某经过多年的打拼
有了一定的积蓄， 打算为家里
盖新房子。 但不幸的是，汪某在
一次施工中不小心从房顶上摔
下意外受伤，由于伤情严重、治
疗费用高昂，整个家庭陷入困
境。 汪某找到民政局进行求
助。 在掌握初步信息后，民政
局基于对社工的信任，委托正
心到汪某家进行家访和跟进，
协助民政共同对这个家庭提
供帮扶。 正心社工接到个案跟
进任务后 , 通过走访进行了初
步需求评估， 并制定了完善的
服务跟进计划， 从医疗救助到
协助申请低保， 再到辅导孩子
的心理和作业等持续了近一年
时间， 汪某家庭的困境也慢慢
得以缓和。

综上，历经五年基层实践，
正心探索了县域社会组织培养
本地服务团队参与乡村治理工
作的有效实践路径， 立足武定
县， 从一个村庄和一个乡镇的
儿童服务试点开始， 注重团队
中本地青年以及服务对象自身
的“人的发展与培养”，逐渐整
合社会资源和协同基层政府部
门的力量，从一个村、一个乡镇
到全县、 到全州五个县， 从 20
多个孩子到每年超过一万人次
的受益对象， 服务的圈层和影
响力在不断延伸。

目前， 正心社工已进入全
县 8 个乡镇小学开展各类服
务，共计投入资金 450 万元，募
集和投入物资近 1000 万元，困
境家庭和儿童中心照顾与服务
的受益对象近 450 人， 累计受
益人数超过 11500 人次。 正心
扎根城乡社区、 从服务到协同
基层治理的模式， 可为其他县
域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参与基
层治理提供一定参考， 也值得
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