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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北京的社区青年汇去年开
始运行， 今年已经达到 500 家。
看到街头青春洋溢的大幅社区
青年汇宣传海报，你是否对它有
些好奇？ 青年汇是做什么的？ 有
什么好玩的活动？ 或者作为公益
从业者，想知道这样一个服务青
年的创新性公益平台是怎样运
作的？ 那么请跟随《公益时报》记
者一探究竟。

靠谱的朋友圈
好玩的俱乐部

北京市团市委 2013 年开始
打造社区青年汇， 第一年 350
家。 口号是打造“一个靠谱的朋
友圈，一个好玩的俱乐部”。 北京
团市委社区部工作人员张吉昌
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青年汇
依托基层的社区居委会、 服务
站、楼宇服务中心等建设，初衷
是希望建成一个能够凝聚社区
内青年， 为其提供城市融入、交
友联谊、文体娱乐、教育培训、法
律心理服务等一系列活动、交
流、服务的平台组织。 每个区还
建了几家重点旗舰店做示范。

通过社区青年汇网站， 可以
看到五花八门的活动，吉他班、公
益活动、交友、参观等，有的青年
汇甚至联络了不少青年自组织、
社会团体一起开展活动。 在朝阳
区的一家旗舰店———CBD 的现
代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青
年汇， 记者看到跟他们合作的有
骑行俱乐部、白领艺术团、豆瓣的
摄影俱乐部、古风汉服社等，这家
青年汇的活动能力可见一斑。

全市青年汇统一开展的新
青年学堂项目，也正在筹备秋季
班，准备招募和选拔大学生作为
志愿者，为要参加成人高考的青
年尤其是流动青年进行课程辅
导。 新青年学堂项目分春季班和
秋季班，春季班主要是自主开展
的各种兴趣班，秋季班以成人高
考辅导为主。

张吉昌说，青年汇首先通过
逐层的团组织———团市委、团区
委、街道团工委来进行管理和服
务。 总干事一般由街道副职以上
工作人员担任，可以为青年汇协
调、融合辖区内资源。 具体执行
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招
标，由北京市的 7 家社工事务所
承接青年汇社工的人事、财务等
管理。 每家青年汇都配备专职社
工， 并发展自己的志愿者队伍。
然后每年通过两次大的考核，对
青年汇的服务质量把关。

挑大梁的社工
创新的服务

2012 年成立的朝阳区智耘
弘善社会工作事务所去年拿到了
首期 3年的青年汇项目。 谈到活
动的举办， 事务所主任马玉琴表
示，青年汇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希
望重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刚
开始大家也对这种公益活动有很
多不认可和不信任， 社工上岗初
期很艰难， 随着时间的持续和社
工的努力，才越来越得到认可。今
年新增的站点选址考虑的比较
多，有的建在了蚁族聚集区、打工
者聚集地，比如大屯路的青年汇。

这些地方工作量比较大，可以配 3
个社工，去年都是一个人。

三里屯街道中纺里社区青
年汇的地点原来在一个社区，但
社区还是老年人多，后来搬到了
三里屯 SOHO。 说起青年汇的工
作，中纺里社区青年汇的社工牛
爽表示：“我们这边特点是白领
多，他们最多的需求还是相亲交
友，还有参观一些平时想去但去
不了的地方， 比如特警基地，这
些还比较吸引人。 ”文娱类的、相
亲交友、 出去参观博物馆等活
动，很容易招募，每次都可能三
五十人报名，但工作日的活动招
募就比较难。“前期就利用社区
的平台，社区做活动的时候我们
去发宣传页。 在白领下班的时
候，跟他们介绍，建立起自己的
QQ 群， 当成员达到 100 多人的
时候，一些有吸引力的活动传播
起来就更快了， 现在有两三百
人。 再通过微博微信等途径传播
推广。 ”牛爽补充道。

由于青年汇位于三里屯 SO－

HO的楼宇服务中心，没有独立的
活动空间，每次办活动，牛爽首先
要想场地怎么解决。“旗舰店在选
址上有一些便利、 扶持上多一些，
也有很多独立活动室。我们这里场
地还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活动都移
植出去， 比如到三里屯 SOHO的
广场、商家的场地，有一些大企业
可以通过街道对接，有一些就我自
己去跑。 场地的钱我们没有花过，
毕竟这也是对商家的推广，顶多是
商家不赞助产品的话我们去买一
些。我们自主活动经费一年不超过
1万，街道能支持的全都支持，能不
花钱就不花钱。 ”

马玉琴表示， 与商户合作，
也是对公益理念的推广，商户会
意识到社会责任和对社会的反
哺。 所谓的社会治理，其实是一
点一滴做起来的。

最严格的考核
基本良好的结果

记者采访的这两周， 正遇

到青年汇的年中考核， 社工们
正对着表格查缺补漏、对名单。
在《北京社区青年汇考核评估
指标手册》上，列出了 90 余项
具体指标。 考核方案和标准的
确定由北京青年汇运营支持中
心制定， 具体的考核则由恩派
作为第三方机构执行。 考核员
的考察方式除了核对汇报表，
还包括暗访监测、 对服务对象
电话回访、 对青年汇所在街乡
的党政领导面谈走访， 杜绝任
何作弊的可能。

张吉昌介绍，每家青年汇的
基本考核内容是每年的 48 项活
动（今年的分配是，其中至少 24
次由团区委组织，12 次是团市委
集中开展， 还有至少 12 次由社
工事务所和青年汇根据自身特
点和青年需求开展， 团市委、团
区委组织的活动， 人员招募、组
织最终也落实在青年汇社工身
上）。 这 48 次活动，每次参加的
人数不少于 20 人。 此外，每年需
要联系至少 600 名青年。

考核排名靠前的有奖励 ，
比如奖金、外出考察、晋升机会
等， 也是为了鼓励待遇本来就
低的社工继续坚持下去。 至于
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 与各家
青年汇的基础条件、社区环境、
社工能力都有关系。 牛爽就表
示，48 项活动的指标， 听着难，
其实不难， 而且如果排除每次
20 人的要求， 半年做到一年的
指标次数都可以。

去年的考核结果还可以，张
吉昌认为活跃度是基本达到满
意的，大部分青年汇社工是去年
6 月份到岗， 到年底的时候几乎
完成了整年的活动目标。 也是基
于去年活动的基本良好，今年推
广青年汇的过程也比较顺利。 但
也有不那么让人满意的地方。 比
如青年社工流失率很高的问题
在青年汇也存在，有的青年汇社
工离岗后没有及时补充，会出现
工作的延误。

社工的流失
现实的问题

北京市处于起步阶段的社
工行业，其不足之处：待遇低、流
失率高、欠缺经验，在社区青年
汇的工作中也体现出来。

去年第一批青年汇社工，是
在青年汇筹备的同时招募的。 由
社工事务所发布招聘公告，组织
应聘人员参加团市委统一组织
的笔试、面试。 只有考试合格的
人数超过 20 人， 这家社工事务
所才能有承接青年汇的资格。 据
马玉琴介绍，他们事务所去年报
名的人数有 400 多，实际参加考
试的是 232 个， 笔试合格的 60
个，最终通过面试的 32 个。

今年新增的青年汇站点也分
配到 7家事务所，马玉琴说，经过
一年的运营， 今年再招募社工的
时候， 报名人数和人员整体水平
都有提升， 有很多参加青年汇活
动比如新青年学堂的人来报名。

社工的流失率，每家事务所
有所不同，承接全部西城区青年
汇的悦群社工事务所，流失率是
比较低的。 悦群负责青年汇的社
工安辰告诉记者，去年年底的时
候，悦群社工没有流失，合同满
一年后，有 4 位社工离开。 但在
朝阳区的一家青年汇，其负责的
街道领导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开始的 6 个月里走了 5 个社工。
出现这种走马灯式的换人情况
的不只这一家。

社工流失， 最主要的就是
待遇低，青年汇社工年薪 5 万，
包含五险一金。 这个待遇，招到
的多是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最
多有一两年工作经验， 工作年
限多的很少， 而且很多没有社
会工作知识和经验。 三里屯街
道中纺里社区青年汇的社工牛
爽，30 岁， 属于年龄偏大的，今
年刚考了社工证。 牛爽坦言，如
果工资能够达到 3500 元，可能
会长期做下去， 毕竟自己和妻
子家都在北京，还没有孩子，压
力不算大，但现在的待遇，如果
以后要孩子， 肯定就要为家庭
考虑一下。 而对于家在外地，还
需要租房、生活、社交的孩子来
说，这点收入肯定是不够的。

社区社工新“玩”法

青年汇打造“朋友圈”

CBD 现代城社区青年汇的安全课堂

社区青年汇整合利用了社区的图书室等很多资源 社区青年汇有着严格的考核体系

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