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攻读社会工作学养老专业硕士的纪斌，没有
选择日本高薪社工工作，而是回到青岛，毛遂自荐到市北区福山老
年公寓当了一名专职社工。 他每天要抽出三个多小时，陪伴平均年
龄 85 岁的老人们，活动肢体和大脑

老年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恢复发展之后，实务工作开展较早的专业领域之一。 根据养老方式的不同，老
年社会工作开展工作的场所主要分为福利院等福利机构和社区两类。前者或自建社工部，或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
引进社工；后者则主要是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服务机构、人员的不同，使我国的老年社会工作呈现出不
同特色的发展形态与趋势。

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开展老
年社会工作的历史并不长。 2003
年 2 月，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成
立， 将长者服务归入社区工作
部， 这已经是比较早的记录了。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开展、社会
组织注册的逐步放开， 近几年，
民办老年社工服务机构的发展
开始提速，曙光显现。

个案服务与网络构建

无论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
自主开展的服务项目，民办老年
社工服务机构的阵地主要扎根
于社区。

“我们在社区开展的服务包
括居家老人专业照顾服务、社区
老人互助、老年妇女援助。 ”北京
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主任、创办人王艳蕊说。

针对社区空巢高龄的老年
人，乐龄会通过对老人的前期评

估，制定个性化服务菜单，通过
社工、 专职护老员和志愿者专业
队伍，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生活
照顾、精神陪伴方面的上门服务。

乐龄还会与试点社区合作，
结合试点社区的特点，整合社会
各界资源，鼓励社区老年人积极
参与社区建设，推动老年人主动
参与、自主活动、自我管理。 天翔
社区夕阳红乐园就是这样一个
社区老人互助组织，社工通过参
与式方法征求老人们的意见，建
立了这个组织。 周一至周五下午
开展唱歌、编制、聊天、保健、棋
牌五个兴趣小组，社区老人自选
小组长，自己制定管理规则。

对经济和身体有困难的老
年妇女， 乐龄发动社区互助组，
通过技能培训，支持她们开发手
工艺品，通过义卖等方式让她们
取得收入，同时还组织有针对性
的团体训练，为老年妇女提供精
神和物质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与乐龄开展的上述服务更
多采用社工个案跟进、实地操作
不同，中部城市合肥的爱邻社会
工作服务社将着重点放在了构
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平台网
络上。 在民政部门支持下，服务
社建立了“爱邻居民服务热线”。

这是一个集服务加盟、服务
呼叫、服务派单和服务跟踪评估
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的平台。 合肥市区范围
内的老人有帮扶救助、生活服务
等各方面的需求时，都可以拨打
这个热线求助，为老人提供相应
服务的社会人士、企业和社会组
织也加盟到热线中。 热线对双方
的信息进行合理、 有效的安排，
达到为老人个性化服务的目的。

在建设服务热线之前，爱邻
社会工作服务社也曾专职为老
人提供各项具体服务。 服务社理
事长周军表示，之所以开辟这个
热线，是感到社工对老人一对一

服务的范围是有限的，而通过这
个热线希望能辐射到全市范围
内有需求的老人。

资质、资金、人才的困扰

无论是个案服务，还是平台网
络建设，都离不开社工服务机构自
身的发展、完善。

乐龄是 2006年开始筹建的，正
式注册成立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
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拿到民办非营
利单位资质已经到了 2011年 10月。

“我们最开始是一个志愿者组
织，2006 年说起做老年社会工作
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不可思议。 ”
王艳蕊表示。

2008年 10月，北京乐龄老年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以公
司的身份而不是社会组织的身份
开展工作，多少让人感到无奈。

随着四类组织直接登记政策
的落实，民办老年社工服务机构注

册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但资
金、人才的问题依然存在。

据王艳蕊介绍，乐龄的资金目
前 40%来自政府购买服务，20%来
自个人收费服务，40%来自捐赠。

“捐赠中大部分来自基金会， 个人
的捐赠只有5%。 没有公募资质，这是
个很大的问题。 ”

机构自身发展的资金成了问
题。“政府购买服务只购买项目，并
不包括人员工资、机构运营费用。 ”
王艳蕊强调。

资金的问题严重影响到机
构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 王艳蕊
表示，很难招人，专业对口的应
届生也尝试招过， 但很难留住，
因为“工资待遇、工作条件没法
保障， 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看不到明晰的未来”。

作为“北京市爱老敬老为老
服务示范单位”， 乐龄尽管有不
少专业的护理人员，但专业社工
现在却只有两三个。

� � 国际社工日前夕， 民政部网
站对第三届全国优秀社会工作案
例评选结果进行了公示。 9 个一
等奖中有 3个是老年社会工作的
案例， 其中两个是由福利院系统
的社工实施的， 显示出老年社会
工作在福利机构的蓬勃发展。

制度化的社工体系

梁娟娟是一等奖案例《我的人
生毕业礼———广州市老人院长者
生命教育计划》的参与社工之一。

“长者生命教育计划是老人
院宁养服务生命关顾计划的一
部分。宁养服务在我们院从 2008
年慈爱楼建立就开始了探索，我
是从 2010 年开始接手这项工作
的。 ”梁娟娟表示。

2010 年，是梁娟娟通过公开
招考入职广州市老人院社工部
的第一年。 据她介绍，社工部里
的社工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
和她一样， 陆陆续续通过公开招
考入院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
生； 一种是老人院原来的职工通
过转岗进入社工部， 当然前提是
必须通过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拿
到证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拿
到社会工作师资格的人员担任活
动员，辅助专业社工开展工作。

广州市老人院社工人才队伍
建设的这种做法， 有着政策推动
的背景。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
社会化的意见》，随后民政部制定

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
范》，明确提出引入社会工作专业
制度，聘用专业社会工作者。

随后，各地福利院开始引进
专业社工，陆续建立社工部。 广
州市老人院正式成立社工部是
在 2005 年 7 月， 这是广东民政
系统第一个社工专业部门。 2007
年 8 月， 广州市老人院等 90 个
单位被确定为全国民政系统社
工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

2008年，《关于民政事业单位
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 发布，
明确要求民政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岗位原则上以社工岗位为主。

2010年 3月，民政部命名全国
首批 15家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试点
示范单位，广州市老人院位列其中。

社工在福利机构中有了专
业的岗位，随之而来的是比较规
范的薪酬体系。“我们的薪酬是
严格按事业单位薪酬体系、专业
职称薪酬执行的。 ” 梁娟娟说。
《关于民政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的指导意见》规定，社会工作
师一二三级岗位属于中级专业
技术岗位，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
术岗位；助理社工师一二级岗位
属于初级专业技术岗位，对应十
一至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

为了促进社工的专业成长，
广州市老人院还邀请香港圣公
会等机构的老年服务专家为社
工们提供培训督导服务。“除了
来院里进行培训，我们平常还可
以与他们通过邮件沟通，保持联

系。 ”梁娟娟表示。

一条龙式的老年社工服务

据梁娟娟介绍， 目前广州市
老人院共有一千多位老人入住。
社工部的十几位工作人员为他们
提供从入院到离世的专业社工服
务。“我们称为一条龙服务，包括
轮候评估、院舍适应计划、活动开
展、心理问题跟进、临终关怀、追
思会和家属跟进服务等。 ”

“对于等待入院的老人广州
市现在实行轮候制度，” 梁娟娟
说：“社工作为评估小组成员会
和医生、护士等一起对老人进行
综合评估。 ”

对刚刚入院的老人，社工会
开展院舍适应。 提供导向、咨询
和辅导服务，并联络转介相关的
服务和资源给有需要的院友，帮
助其尽快适应和融入院舍生活。
“我们院离市区远、传统观念、新
环境等都会使老人产生心理上
的失落，社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
了解老人的问题，通过沟通帮他
们熟悉环境、调适心理。 ”梁娟娟
表示。 家属的工作同样必要，社
工们会抓住家属来院的机会与
其进行面对面交谈，也会有电话
沟通，而院方在网上进行的信息
公开也是渠道之一。

老人在院中生活时同样会
不断产生心理问题。 梁娟娟表
示：“我们这的老人有很多卧床
的、生病的，疾病会影响他们的

情绪。 社工会采用举办健康知识
讲座、个案跟进、专业小组等不
同方式为老人提供服务。 ”社工
组织的小组、开展的活动有着自
己的专业性———通过日常接触
及时了解挖掘老人需求，构建病
友小组， 帮助老人学习团体管
理，互相支持，分享、鼓励，实现
助人自助的目标。

对于临终的老人， 老人院会
开展宁养服务。 社工会定期评估
老人需求，“比如在营养方面，临
终的老人会有一些特殊的饮食需
求，社工对老人比较了解，会将需
求提供给营养师。 ”梁娟娟说。

长者生命教育计划正是宁

养服务的生命关顾计划的一部
分。 生命关顾计划开展的服务有
很多种，比如：为有需要的老人
制定人生历程回顾纪念册；开展
生命教育系列讲座及工作坊；以
大型集会、小组、个性化关怀的
形式为老人开展祈福、助念等宗
教活动及符合老人自身风俗习
惯的灵性活动；为相关工作人员
提供情绪疏导和减压服务；为老
人家属提供殡葬事务咨询指引、
哀伤辅导及支持服务；开展跨专
业善终个案服务，为临终老人营
造温馨、安静的生活环境，满足
老人遗愿；为有需要的离世老人
举办追思会等。

冷暖自知的民办老年社工服务机构 ■ 本报记者 王勇

老人院里的专业社工价值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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