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工作者：

搭起“连心桥”，让爱与帮助近在咫尺
“还记得 4 年前，刚通过考

核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不
久，我又主动参加考试，取得了
一个新身份———持证‘社工’。
这让我的工作更专业。 很感谢
自己当时的选择。 ”站在万家灯
火的社区里， 已经成为社区工
作“主力”的小诗对记者说。

2018 年， 英语专业毕业的
小诗开始做社区工作。 一上手，
便感觉到了“本领恐慌”。 次年，
做足功课的她考取了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证， 成了一名专业
社工。“很快，我发现身边考这
个证的人越来越多。 街道、乡镇
的工作人员， 还有刚出校门的
大学生，都来了。 ”

像小诗这样的社会工作
者，近几年不断增多。 据民政部
数据，2019 年以来，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以每年
10 余万人的数量逐年大幅递
增，考生涵盖了社区工作者、社
会组织从业人员、 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 高校社会工作专业
应届毕业生等多个来源。

重要性凸显
社会认知度仍待提升

“社会工作者是新时代社
会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 ”南京
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
长、副教授刘晓峰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 我国社会工作迈入
新发展阶段， 出台了不少政策
文件促进专业人才队伍培养。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
等大城市以及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社工行业发展比较成熟，大
家对这一职业的认知度高一
些。 但从整体上看，大多数人对
社会工作和社工专业人员的工
作内容和性质了解不够， 有不
少人把社工当作志愿者， 或等
同于社区工作人员。 ”

一项小调查显示， 参与投
票的网友中，33%对社工专业几
乎完全陌生，35%听说过但不清
楚身边有无社工机构，15%接触

过少量社工有一定了解， 只有
17%表示自己“很了解”。

这正印证了小诗的切身体
会：“大家常常感觉不到社会工
作者的存在。 可能是因为我们
做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 润物
细无声。 其实，我们的服务就在
您身边。 比如社区里，办理各种
手续、督促管好宠物、无障碍环
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都有我
们参与。 ”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
道新田园社区党委书记李开珍
从 2007 年开始从事社区工作，
在她看来， 居民的美好生活除
了社区工作者细致服务外，也
越来越离不开专业的社工队
伍。“服务要讲求精细化，专业
的事情还得靠更多专业人才。
我们鹿城区 2018 年开始公开招
聘专职社工。 也有很多地方政
府采用购买服务的形式， 请专
业的社工团队上门为居民提供
相关帮助。 比如社区养老、居民
心理咨询、重点群体关怀，可多
着呢。 ”李开珍说。

提供“大帮助”
也增添“小美好”

在快乐沙爱心帮扶中心负
责人林风谦眼中， 社工是连接
不同社会群体的“连心桥”。

十年间，身为“资深社工”
的林风谦一直把山东青岛市虎
山路街道汇益港湾当作“阵
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图
书馆建设。 有一天，他回到老家
村里， 发现很多乡亲常年生活
在外，“老宅子荒废了， 门前的
枣树也没人打理”。他想
到， 为何不把这样的空
置房屋利用起
来，为村里建书
屋呢？ 想法得到
了村民们一致
支持。 很快，在
他和社工组织
的帮助下，书屋
建起来了，大家

以此为平台， 邀请各行各业的
能人回村做讲座，“村里一下子
热闹起来，生气蓬勃”。 在他看
来， 社会团体发挥作用的形式
非常灵活， 能较好地协调各主
体，实现承诺、互助、互惠。

社工的力量， 南京市江宁
区江宁街道牌坊村黄龙岘村村
民潘超也深有体会。

2015 年， 赶着黄龙岘打造
“茶文化特色休闲旅游村”的热
潮，潘超回乡开办农家乐。 一开
始， 村里几十家农家乐各办各
的，效益都上不去。 四年后，在
政府和社工共同帮助下， 黄龙
岘农家乐协会成立了， 一盘散
沙的农家乐成了有组织有规模
的团体。 潘超积极加入协会，很
快发现力量大了不少：“有了规
章制度，大家劲儿往一处使，互
帮互助往前走。 社工们金点子
特别多，组织我们办音乐节、搞
采摘，游客真是越来越多了。 ”

对村民们来说， 社工不仅
推动了产业发展， 更给他们增
添了不少“小美好”。“这些年，
日子过得丰富多了，有滋有味。
社工们组织‘茶乡丽人营’，把
我们‘半边天’聚到一起培训技
能；给孩子举办书法、绘画等培
训班，带他们了解节气、体验蔬
菜储存，又好玩又学本事；老人
家也经常一起包水饺……”潘
超说得如数家珍。

2020 年 9 月， 全国首家以
社会工作为主题的“如愿社工
村”在牌坊村揭牌。 作为督导，
南京工程学院社会工作系教
师、南京红叶社会工作服
务社理事长张伟见证着

牌坊村这些年来的喜人变化。
“这些实实在在的进步，让我们
对社会工作如何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更大作用有了更深思考。
我们希望以此激发村民参与公
共事务的主动性，打造从‘社工
助人’到‘村民自助’再到‘主动
互助’的全闭环服务圈，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
村治理体系。 ”

刘晓峰认为， 随着乡村全
面振兴步伐加快， 社会工作将
在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公共服
务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现
在， 很多乡村设置了社会工作
站，‘一村一社工’ 目标稳步推
进， 农村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已
经出现较大缺口。 下一步，要壮
大社工队伍力量， 提升服务的
覆盖面和有效性。 ”

给社工更多获得感

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王
琪选择做一名社工， 这让她成
为全班同学中的“独一号”。

王琪的老师谢倩雯研究员
告诉记者，据统计，社工专业对
口就业的毕业生仅占总人数
10%~30%，大部分学生流向了机
关或企业。 影响社工专业就业
吸引力的，除了薪酬偏低、工作
内容琐细， 还有对于社会工作
认可不足等多种因素。

王琪说， 自己开始也犹豫
过：“除了公认的‘工资低’之
外， 我还担心自己是个社会经

验‘小白’，服务对象向
我求助时， 我不知道怎
么帮他们。 ”而改变她想

法的， 是实习
时的经历。 第
一次带小组 ，
她对自己的服
务水平很不满
意。 但最后一
次活动时 ，一
位小组成员在
黑 板 上 写 下

“感谢王琪老

师”，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看着
一双双真诚的眼睛， 她顿时觉
得一切都很值得。

“工作中，我不断收获服务
对象的肯定。 他们中有些人还
会对我说：因为你们，我们的条
件变好了。 你们去帮助更需要
的人吧。 这让我很感动。我时常
觉得，我们工作是为了‘治愈’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又何尝不
是‘治愈’了我们呢？ 这才是‘助
人自助’的真正内涵吧。 ”王琪
说，“我们不仅帮助服务对象解
决具体问题， 更帮他们提高解
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过程中，我
发现自己进步也很快。 ”

“获得感”几乎是所有社工
都会提到的词。 小诗曾经在上
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收入
不少，但工作无趣，疲惫的她想
追寻更多意义 ， 便回到了家
乡———一个东部沿海的小城社
区里，“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
投身社工行列后， 她逐渐感受
到另一种乐趣：“一开始的手忙
脚乱过后，我发现，每次帮居民
解决一件事、调解一桩纠纷，都
会特别有获得感。 工作比预想
要忙，工资自然也不如以前，但
我不后悔———以前的我并不知
道， 自己还能为别人做这么多
有价值的事。 ”不过，说到未来
的规划， 小诗也有些迷茫：“虽
然我很喜欢社工工作， 但职业
上升空间的确比较小， 同事和
领导都鼓励我考出去。 ”

刘晓峰认为， 当前社会工
作存在薪酬待遇较低和职业晋
升渠道狭窄两个主要瓶颈，而
且社工要下沉基层， 工作内容
较杂、工作环境较差，影响了职
业吸引力。如何拓宽专业社工人
才的晋升渠道，是亟待破解的一
大难题。 另外，稳定的社工队伍
依赖于可持续的社会服务项目。

“目前， 政府采购社会服务是这
类项目经费的主要来源。 未来
还需探索更多社会服务提供模
式，吸引多方力量踊跃注入。 ”
刘晓峰说。 （小诗为化名）

（据《光明日报》）

编者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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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年 9月 20日，全国已有 92.9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社工们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穿起基层工作千根
线、架起座座连心桥，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贡献着光与热。这份职业有什么样的苦乐？如何在这平
凡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与您一起走近他们，探寻答案，倾听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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