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巷总理”变身记
提到社区主任、书记，身为公益

人的你会想到什么？“小脚侦缉队”、
“居委会大妈”，还是“小巷总理”？

对于公益人来说， 很多公益
项目要想最终落地， 免不了和社
区打交道，对社区主任、书记难免
有所期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他
们会变得和你一样， 能够运用专
业的社会工作手法， 提到公益项
目的操作比你还谈得头头是道，
还能孵化社会组织？

这一点真的可以有！ 而且有
很多！ 在最近正在举办的寻找首
都最美社工活动中， 一大批这样
的社区主任正脱颖而出。

推动社区内生社会组织

社区是每个人生活的地方，
虽说社区主任们是最接近居民的
政府工作人员， 但除了必要的行
政事项，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的你
一年里会有几次参与社区的活
动， 与社区工作人员尤其是主任
打交道呢？

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地区
兴隆家园社区可不是这样。 这里
有居民 5000 多户、1.7 万余人，居
民来自祖国各地， 人员层次差别
较大，同时还有香港、澳门、台湾
的业主，以及来自回、蒙、满等 19
个少数民族和美国、 加拿大等 22
个国家的居民。 原本更加难以参
与社区活动的居民却在社区居委
会主任李秀芬的发动组织下参与
到了社区工作中来。

由于居民层次差别较大，社
区矛盾纠纷复杂多样， 传统的社
区调解已经无法满足社区调解的
需求。 在走访中，李秀芬了解到，
居民中有许多专业律师，能否发
动这些律师参与社区调解工作
呢？ 在社区的组织发动下，2010
年 4 月，11 名律师居民自发成立
了“律百和”志愿服务组织，这是
兴隆家园社区第一个公益性社会
组织。

2010年 10月，在区流管办的
协调下， 兴隆家园社区又成立了
流动人口女子读书社， 最初作为
流动人口管理探索的新模式出
现， 后发展为社区文化建设中的

重要力量，读书社中有教师、主持
人、律师等。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
台戏”，女子读书社的才女们经常
一起读书， 又碰撞出许多社区建
设的好点子来。“小葵花”早教俱
乐部、社区跳蚤市场、“漂书”活动
又应运而生了。

如此发展， 在一两年的时间
内，兴隆家园共诞生了“心相牵”
企业联盟会、便民理发队、巧手编
制汇、社区救援队、“金钥匙”督导
组、“银龄家园俱乐部” 等十余个
公益组织，产生了“漂书”活动、好
邻居“淘”世界跳蚤市场等社区特
色公益活动。

“提出问题在居民，解决问题
的资源是居民自己找， 解决方案
居民来出， 具体职责也由居民承
担，让居民参与决策、参与过程、
参与成果分享。 ”李秀芬强调，过
去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靠政策、靠
政府、靠社区工作人员，在人力物
力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需
要充分发动社区内部人才， 调动
社区内部资源参与社区建设。

不仅如此， 在公益组织越来
越多后，居民们经商讨和研究，将
原有的社会组织按照功能划分为
五个部： 分区平安部、 为民服务
部、文化创新部、志愿培训部和企
业联盟部， 以服务五个部为宗旨
又成立了综合办公室， 以上机构
联合起来成立了“兴隆家园心连
心社会组织联合会”，经过居民投
票， 还选举出理事会成员和监事
会成员，以及各分部的部长，建立
了相关的工作流程和财务制度。

在北京，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
断实践的社区主任还有很多。

为了营造社区环境， 东城区
前门街道前门东大街社区主任刘
宁通过申请公益金， 成立了由志
愿者组成的“前东社区绿脉环保
协会”。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米市主任
刘飞荣不仅培养成立了 8 个社会
组织， 还帮助他们以申请政府购
买项目的方式获得了资金支持。

朝阳区三间房地区艺水芳园
社区主任金东海不仅组织成立了

“艺水连心社”，还将社会单位也纳
入到社会组织当中， 目前已有 12

家企业和服务商以会员制加入。
怀柔区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

居委会副主任张颖辉参与组建了
社区的八点心语小屋， 提供心理
咨询疏导、法律维权援助等服务。
2014年 8月 8日， 小屋正式在民
政局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张颖辉还成为了法定代表人……

引入专业社工机构等社会
组织

当然， 并不是每个社区都有
足够的资源发起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对于社区主任们来说，引
入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工作也被逐步重视起来。

海淀区马连洼街道肖家河社
区就采用了联系高校、 基金会等
组织的方式来应对流动人口问

题。 肖家河社区是典型的农居混
住的平房区， 全社区 220 户户籍
居民，流动人群多达 12000 人，密
集度高。

流动人口生育健康知识相对
欠缺， 社区主任杨玉玲就此引进
了社区家访早教服务， 该项目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 全国
仅在北京和昆明设立两个试点单
位，肖家河社区就是其中之一。

杨玉玲组织了一批首都高
校志愿者团队，以结对的形式对
0~3 岁婴幼儿及其母亲进行帮
助服务，定期入户家访，通过对
母亲的渗透，关爱母婴健康。 用
志愿者的专业知识影响流动人
口家庭的早教问题，帮助孩子健
康成长。

50 名志愿者家访员分别来

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师范
大学、 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四所高校， 一对四长期
对接， 一个家访员服务至少四户
家庭，跟踪服务，时间长达三年，
直到孩子年满三岁。

针对孩子们每天放学后无处
可去的问题， 杨玉玲联系了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 与该学校达成了
长期合作关系，联合长期开展“课
后四点班”和“学习伙伴”项目，专
门服务社区里的外来务工子女。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 肖家河
社区居委会一间约 30 平米的平
房里布置成教室的样子， 周边的
希望小学、 风华学校等几所小学
的孩子们放学后陆陆续续到来，
这时候已经有三名大学生志愿
者在教室里等待他们了。 在这
里， 孩子们的健康得到保障，学
习得到监督，综合素质得到了培
养。 项目为年轻社工人提供了学
习实践的平台，达到互助共享的
效果，也为向社会输送新兴社工
血液做了贡献。

任正昊是丰台区东高地街
道西洼地社区主任， 了解到社区
一位年轻的居民患了疑难杂症花
费了巨额医药费后， 就主动联系
丰台区红十字会， 为她争取到了
连续三年的资助。

除了这种偶然性的联系之
外， 任正昊还连续四年成功申请
九个市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项目， 两个区级政府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项目。继而以项目为平台，
多方联系社会资源， 先后与航天
义工社、西城睦邻社工事务所、中
鼎社工事务所、壹家人爱心联盟、
盈创回收等各类社会组织取得联
系， 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
各类服务。

运用社会治理思维， 发挥
社会组织作用，提供专业服务，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 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北京“小巷总理”的选
择。 他们不仅推动社会组织发
展，更变身专业社会工作者。 在
最美社工活动推荐人选中，有
近三分之二的社区主任、 书记
取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 社会
工作师证书。

西洼地社区积极推广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活动 前东社区绿脉环保协会成立

肖家河社区项目活动现场培训

兴隆家园社区流动人口女子读书社参与早期教育讲座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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