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全龄教育社工人才培养平台
国家开放大学社工学院今年正式招生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 �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近日宣布消息，经过一年的筹
备，该学院将于今年正式招生。

据民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
量有 40 多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
数的 0.29‰，较“发达国家和地
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总人口
数 3‰左右” 的比例还有很大差
距。

从 198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
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起，我
国社会工作教育正式恢复重建，
到目前为止，全国有 300 多所高
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
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3 万多名。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
不足， 是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最主要
问题。 现有社会工作专业的人
才储备， 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服务需
求， 许多社会工作岗位招聘不
到对口人才。 ”中国社工协会副
会长、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院长刘京表示。

早在 2012 年 3 月，中央 19
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中长期规划 (2011—2020)》就提
出，到 2020 年，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总量要达到 145 万人，社
会工作硕士研究生要培养和引
进 3 万名。

事实上，除了人才总量不足
外，人才结构不合理、社会工作
实务模式不完善等“短板”也制
约着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时

影响了公益慈善等
相关领域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在《公益时
报》联合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举办的中
国公益新闻年会上
表示：专业化社工与
慈善没有结合，在体
制上没有很强的保
障，是中国慈善界三
大硬伤之一。

对此， 刘京强
调：“社会工作人才
培养必须走专业化、
本土化的道路。虽然
很多高校设置了社
会工作院系，但大多是‘拿来主
义’， 搬了国外的东西直接套过
来，课本里讲的社工实务跟实际
工作上的需求有很大差距，学生
和岗位对不上。 即使学生毕业从
事了对口工作，人才的流失率也
很高。 ”

据介绍，国家开放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将体现出“行业办学”
的优势， 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
突出社工实务及本土化研究。 学
院目前已经与多处国家级养老
示范基地达成合作意向，基地将
向学生提供实习及工作岗位。

“远程”与“线下”结合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挂牌成
立，是由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合作组建，中社协具

体负责的行业学院。
国开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高
校，国开大学以现代信息技术为
基础，面向全社会开展远程开放
式教育。

刘京介绍， 社工学院将利
用国开大学现有的远程教育平
台，结合社工专业的学习特点，
推出多种学习形式： 学习者既
可以通过登录平台随时点播和
下载网上教学资源进行学习，
也可以利用网上直播、 双向视
频等手段，与同学、老师即时学
习交流， 还可以选择到学习中
心（分院）参加集中面授学习或
参加小组学习。

“网络课程资源会整合高校
里最专业的相关领域教师，并不
局限于国内，让他们按照我们的
要求来录制课件。 ”刘京强调，对

于教师而言，社工学院只是提供
了一个平台，他设想的发展模式
是：像淘宝一样，任何教师在满
足基础要求的前提下，都可以上
传授课视频，学习者自主选择课
程， 课程被选择的次数越多，相
对教师获得的报酬也就越多。

据了解，社工学院将实行学
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
并举的“全龄教育”模式。 学历教
育方面，在社工人才培养上实现
专科、本科教育相结合，在将来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更高层次
发展。 目前，学历教育以社区社
会工作方向为主，非学历教育以
养老社会工作为主。

“学院还将提供高校毕业
生的岗前培训和社会工作相关
职业资格培训， 并为其颁发中
社协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 ”刘
京补充。

打造“学分银行”

2014 年 7 月， 国家开放大
学学分银行信息平台建设正式
启动，社工学院也将采取“学分
银行”模式。 顾名思义，学分银
行是借鉴银行特点， 以学分为
计量单位， 对学习者的各类学
习成果进行统一的认证与核
算， 是一种具有学分认定、积
累、 转换等功能的学习制度和
教育管理制度。

“就是说你进修了多少门学
科、在线上学了多少门课，都可
以累计成学分，然后通过学分换
算，多少分拿大专的文凭，多少
分拿本科的文凭。 甚至学历教育
的学生与非学历教育的学生也
可以根据这个机制互换，社会工
作相邻职业和工作岗位的人也
可以与社工专业进行学分转
换。 ”刘京解释。

他表示，国开大学推行学分
银行，切合“人人、时时、处处”的
教育特点，解决了受教群体人员
众多、覆盖面大、从事一线工作
无整段时间学习、人员分散不易
统一学习的问题。 而社会工作者
群体也具备这样的特性。

刘京总结，社工学院的受教
人群特征主要有四点：一、绝大
多数在基层或一线直接为受助
对象提供服务；二、从事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 却不是社会工作
者；三、有社会工作专业实际工
作经验却没有系统的社会工作
知识；四、知识普及和能力建设
教育培训需求相重叠。

互联网上“种蘑菇” 苏宁搭建公益梦想平台
穿着灰蓝色的棉布衣，戴着

具有傈僳族特色的帽子，52 岁的
民间艺术家和盛伟怀抱四弦琴，
弹奏着音乐走上舞台，跟在他身
后的是 5 位 10 多岁的小女孩，6
把四弦琴，配合着傈僳族舞蹈如
鸟鸣般响彻舞台，音乐里有天真
无邪的纯净，细细听，也传递着
一种坚强、希望和感激。

和盛伟和 5 名学生是云南

玉龙黎光小学的师生，不远万里
赶到南京，就是为了给苏宁送上
24 岁生日祝福，因为帮助他们实
现音乐梦想的，正是苏宁与爱德
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圆梦课堂”
公益行动。

很多人像和盛伟师生一样
有梦想，为了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实现梦想，12 月 26 日，苏宁延
续公益庆生的传统，宣布正式上

线苏宁易购公益频道，其中包括
公益捐赠和公益众筹两大平台。
苏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
发布会上说，互联网带来的阳光
雨露并不仅仅滋养着企业的经
营发展，还推动着公益模式的创
新， 通过公益平台化的运营，希
望凝聚更多爱心人士的力量，形
成更大更持久的社会正能量。

老吴眼里的“金蘑菇”

如果说和盛伟师生们的圆
梦课堂仅是苏宁在公益实践上
的延续，那么盱眙明祖陵村吴壮
的蘑菇案例则是苏宁利用互联
网发展公益的创新尝试。

49 岁的明祖陵村村民吴壮，
是家里的顶梁柱，靠着几亩田的
收入支撑上有年迈母亲，下有孙
子抚养的家庭，而妻子因病丧失
劳动能力，使得家里更是雪上加
霜。 老吴也想过外出打工，可是
一想到家里的情况，他只能打消
了这个念头。

2014 年，盱眙苏宁食用菌生

态农业培训示范基地的落成，给
吴壮带来了机会。 老吴被村委会
安排在基地工作，一年能多赚两
万块钱， 也能照顾老老小小，在
家门口打工挣钱， 安心多了，老
吴好奇地打听：“听说我们的蘑
菇种多了，苏宁还要用网站帮我
们卖？ ”得到肯定回答后，老吴会
心一笑，“我们的蘑菇都是生态
无污染的，吃的人多了，我的工
资还要涨啊，欠的七八万块钱债
也不愁了。 ”

种植基地给明祖陵村带去
了很多变化，不仅让许多村民就
近工作增产增收，还可以为村集
体带去 120 万元左右的收益，帮
助明祖陵村脱离经济薄弱村的
队列。

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2015
年苏宁也将通过捐赠和众筹扶
贫的方式联合社会爱心力量捐
赠 500 万元， 建立 5 个农村特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帮助农民获得
电子商务的能力， 创造收入、改
善生活。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段应碧说。

苏宁的互联公益梦

2014年 12月 26日， 张近东
与公益机构代表一起按下按钮启
动 2015年公益行动。现场大屏上
不断滚动着全国苏宁员工的实时
捐赠数据， 这些捐款全部是苏宁
员工通过苏宁易购公益频道“阳
光 1+1苏宁社工爱心专区” 进行
捐赠的， 截至当天上午 11 点，苏
宁员工自发捐款 250多万元。

在推出公益频道的同时，苏宁
还捐资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修建
校舍，建立集移动图书室、移动阅
览室、移动电影院等功能于一体的
梦想大巴车，扶持贫困地区体育文
化建设， 关注青少年足球运动发
展，延续高管捐孤助学等项目。

苏宁上线公益频道，实现了
公益机构与互联网平台的双向
联合，一方面可以动员更多的社
会力量， 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
题，同时也推动着公益走向开放
透明。 2015 年，苏宁更多的公益
行动正在继续。 （韩笑）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挂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 � 2014 年 12 月 26 日，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与公益人士一
起按下按钮启动 2015 年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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