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社
工”，这个称呼日渐被大众所熟悉，专业的社会工作
者群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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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开展
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 在公园草坪、
林下空间以及空闲地等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建帐
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
需求。 试点为期一年。

我国将开展城市公园绿地
开放共享试点
鼓励拓展绿地类型，增加绿色活动空间

� � 北京时间 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地
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社会力量迅速响应，多支
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卫星电话、搜索装备、
破拆装备、搜救犬等赶赴灾区，在风雪交加中争
分夺秒开展搜救工作。

驰援土耳其地震
中国社会组织在行动

【导 读】

08 版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者：搭起“连心桥”
让爱与帮助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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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青团中央、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全国妇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
部、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 15 部门联合
印发《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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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管理办法》
更加贴近各系统创建单位的工作职能和青少年需求

习近平回信勉励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队员

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
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月 9 日给第 19 批
援助中非共和国的中国医疗队队员
回信，向他们以及广大援外医疗队员
致以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你们在中非
克服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用心服务当

地民众，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
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 今年是中国
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谨向正在和
曾经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同志们致以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珍视生命，援外医疗就是生动的体现。

希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
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
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以仁心仁
术造福当地人民， 以实际行动讲好中
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援外医疗是我国援外工作的重
要内容。 1963 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
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 60 年来，累
计向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
的 76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
万人次，诊治患者 2.9 亿人次，赢得
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目前，援外医疗
队在全球 56 个国家的 115 个医疗点
工作， 其中近一半在偏远艰苦地区。
近日， 第 19 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的
11 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当地
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等情况，表达为推
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
量的决心。

（据新华社）

第 19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 来信收悉。 你们在中非

克服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用心服务当
地民众， 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也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今年是中
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 谨向正
在和曾经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同志
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珍视生命，
援外医疗就是生动的体现。希望你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不畏
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仁心仁术造福
当地人民 ， 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
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3 年 2 月 9 日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回 信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支持西藏、新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日前，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援藏援疆工作中加强乡镇（街道）社工
站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各对口援藏援疆省（市）和受援地民
政部门将支持西藏、新疆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改善民生和凝聚人心，提升西藏、新疆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可行路
径，纳入本地援藏援疆工作整体规划，
统一部署、 统筹协调， 进一步加大项
目、资金、人才等援助，力争到“十四
五”末，支持西藏、新疆基本实现乡镇
（街道）社工站全覆盖。

《通知》提出，通过西藏、新疆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将各类援藏援疆
项目资金、 专业人才和先进经验向民
生倾斜、向基层倾斜，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精准发力，破解西藏、新疆基层
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痛点”，夯实西
藏、新疆基层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全力
兜牢兜好民生底线，促进西藏、新疆繁
荣发展和长治久安。

《通知》明确了在援藏援疆工作
中加强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主
要任务。

第一，协助完善制度设计。各对口
援藏援疆省（市） 民政部门要围绕西
藏、新疆乡镇（街道）社工站“怎么建”

“怎么管”和“怎么用”，了解困难需求，
总结自身经验，精准帮扶措施，创新实
践路径，帮助西藏、新疆完善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的制度设计，制定完善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指导规范性文
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服务标准、服
务评价标准、政府购买服务规范细则、
督导管理办法、 人才选用评价办法等
制度性规范，夯实西藏、新疆乡镇（街
道）社工站长效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二，持续深化人才支援。各对口
援藏援疆省（市）民政部门要在原有对
口支援工作基础上，积极引导有实力、
有品牌、 有经验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参与援藏援疆工作，采用孵化、培育、
督导和跨地区在岗实习等方式支持西
藏、 新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成长。

第三，创新“五社联动”机制。各对
口援藏援疆省（市）和受援地民政部门
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西藏、 新疆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着眼落实惠
民便民利民政策， 增强基层民政服务
能力，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创
新推广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
动”机制，推动受援地乡镇（街道）社工
站打造一批群众认可、特色鲜明、具有
示范带动作用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第四，加快本地人才培养。 西藏、新
疆民政部门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资金保
障， 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
生、相关社会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和本地
优秀人才投入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统筹现有民政专干、 社会救助协理员、
儿童主任、养老护理员等开展社会工作
服务。 持续组织社会工作业务知识培
训，培养更多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老
年工作、未成年人保护和社区治理等领
域具有专长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通知》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强
化组织领导，落实资金保障，做好宣传
激励。 民政部援藏援疆工作领导小组
要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纳入重点
工作，加强规划引领。各对口援藏援疆
省（市） 和受援地民政部门要高度重
视，将加快推进西藏、新疆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作为新时代民政系统援藏
援疆工作的重要举措， 切实做好对口
支援的统筹协调和落地实施。

各地民政部门要定期向民政部
援藏援疆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慈善
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报告工作进
展情况及好的经验做法。民政部将视
情将各地在援藏援疆工作中加强乡
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情况纳入有关
评估工作，强化工作指导，协助各地
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