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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社会工作协同发展将驶入正轨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 � 记者清明回家时发现，保定
客运中心可以办理京津冀一卡
通了，这无疑是京津冀一体化带
来的变化。 而在我们所知道的

“一卡通乘”、 产业融合之外，社
会组织的三地协同合作也已经
悄然开始。

4 月 13 日，北京、天津、河北
三地社会工作行业协会（促进
会）在京共同签订《京津冀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协同发展框
架协议》， 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合
作走向深入。

从民政部门到民间组织的联合

早在去年 11 月 6 日， 京津
冀三地民政部门就共同签署了
《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合作
框架协议》。 提出了 10 大重点合
作领域， 包括区划地名管理、养
老服务、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
助工作、区域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建设、殡葬服务、城乡社区服务、
优抚安置、公益慈善事业和志愿
服务、社会工作。 提出要形成三
地规则对接、政策互惠、资质互
认、资源互助的融合发展局面。

4 月 7 日， 京津冀社会组织
协同发展研讨会在天津召开，达
成了两点共识：1. 组建京津冀社
会组织联盟；2. 三地各自找出领
域、 区域作为共同扶持对象，建

立社会组织服务基地。
社会工作领域也紧跟国家

战略，4 月 13 日，北京、天津、河
北三地社会工作行业协会（促进
会）在京共同签订《京津冀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协同发展框
架协议》。 这个协议中包含了社
会工作者教育培训、社会工作信
息建设、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连锁
发展、 社会工作资源共享四部
分，可以说是非常具体而实际的
可操作性文件。

其中，《京津冀专业社会工
作机构连锁发展框架协议》对社
工机构区域发展可能最为重要，
协议提出，积极协调当地社团管
理部门给予政策许可，鼓励三地
已有的品牌社工机构到第三方
城市实现加盟式连锁，鼓励社工
机构以项目团队形式先行服务，
时机成熟时以直营机构的形式
再注册连锁，扎根发展。

专家支招合作突破点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
书长史柏年教授表示，社会工作
区域抱团式发展是一个趋势。 三
地合作上， 京津冀各有优势，要
选取一些人民受益、 社会关注、
政府重视的突破点，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中找好位置。

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建设

来保驾护航， 三地协
同发展中间会有一系
列问题和需要。 比如
流动人口、 留守人口
的服务， 这两部分人
口现在正是社会关注
的问题， 也是政府的
压力。 过去社工也在
做，但各做各的，将这
两部分结合起来，跨
区域的项目、 机构就
会出现。三地民政、社
协也可以共同设计招
标项目。

产业调整带来的
外迁人口的社会融入
问题、 留在原地的家
属的问题、 子女教育
问题等，如果现在不跟进，可能
将来会有遗留问题。

另外，“精准扶贫”是十三五
规划的重中之重。 政府提到社会
工作要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对于
社会工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
机。 当然也不要夸大社会工作在
其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现在不
做，这个时机就没有了。

然而能够介入精准扶贫的社
工队伍在哪里，看不到。民政部现
在统计的 50万社工人才队伍，大
部分在城市的社区、机构，农村很
少。 精准扶贫如果只是城里人到
农村去做一些小项目， 起不到太

大作用。 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村又
不流失的人才队伍一定在当地。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
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 )》提出
到 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
量要达到 145 万人，剩下的那 95
万，要有相当一部分在农村建立，
这其中， 可以包含各级民政工作
人员，还有工青妇系统。所以将来
的社会工作培训、 教育经费要有
相当部分投向农村。 现在已经有
些相关政策，比如三区计划，可以
把这样的政策、 项目跟精准扶贫
对接起来。 一方面为社会工作队
伍建设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配合

精准扶贫战略目标。
还有突发事件的应对。 天津

爆炸事件后， 社工做了很多事
情。 将来，尤其是大城市，要建立
应对机制，京津冀也可以建立突
发事件协同应对机制。

社区治理是当前政府非常
重视的，但现在还在摸索，没有
非常理想的模式，三地合作将来
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创新。

京津冀社会工作协同合作，
找准突破点，去设计项目、培育
机构、提供服务、总结经验，就一
定会得到群众、社会和政府的认
同。

� �“18 年前，我和爱人、孩子来
到中国，当时我们相信可以支持
中国家庭安置的发展，但是我们
并不知道我们能够一做就做 18
年，看到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 ”

4 月 12 日至 14 日，“家庭优
先—长期安置之路”会议在北京
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 与 关 爱 儿 童 组 织 (Carefor
Children)共同主办。

在回顾推动中国的儿童家
庭寄养工作历程时，被孩子们昵
称为“大萝卜”的关爱儿童组织
创始人兼执行理事罗伯特·葛路
德颇为感慨。

始于 1998 年的长跑

儿童家庭寄养，是指经过规定
的程序，将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委
托在家庭中养育的照料模式。

1998年的春天，关爱儿童组
织与上海市民政局开展了合作，
开始来推动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
培训和支持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2000 年，民政部明确提出要
使家庭寄养成为儿童福利社会
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2003 年，关爱儿童组织和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合作开展“孤
残儿童家庭寄养培训项目”。 据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刘

良玉介绍，13 年， 项目共投入
3000 多万元（不含福利院为此项
目投入的费用）， 举办了 170 期
培训班， 对儿童福利院的管理
者、工作人员、寄养家长计 5000
多人进行了培训，范围覆盖了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结合英国
家庭寄养的先进经验和我国开
展家庭寄养的实际情况，共同编
译了《选择寄养》和《步入社会
走向自立》等书籍。 为了更好地
落实 2014 年 12 月 1 日民政部下
发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项目
和全国 12 个省市自治区儿童福
利院合作，正在开展福利机构家
庭寄养工作现状与研究课题，为

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数据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期间，

2003 年 10 月底我国出台了《寄
养暂行管理办法》，2014 年公布
了实施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
在寄养条件、 寄养关系的确定、
寄养管理解除等方面做了规制。
项目的实施为这些法规的制定
提供了实践支持。

刘良玉表示：“项目的开展，
为儿童家庭寄养工作在理念上、
政策上、管理上、模式上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

“在家庭寄养领域，中国社
工联合会与英国关爱组织的合
作交流，是中西方合作交流的典

范。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
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在致辞
中表示。

英国皇室成员、关爱儿童皇
家荣誉主席迈克尔也表示，关爱
儿童组织已与中国开展了 18 年
的合作，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
的数字：18 岁代表一个人走向成
熟，18 年也预示着关爱儿童组织
和中国的合作走向成熟。 他希望
将这份长期承诺延续到未来更
多项目中。

为寄养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家庭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 在家庭中，孩子能得到
良好的培养，并可以成长为健康
的、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 ”罗伯
特·葛路德表示， 家庭寄养是社
会福利机构寄养的重要补充方
式，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孤残
儿童的成长，也会对寄养家庭产
生积极影响。

“早期的时候，我在中国上
海见到了一个女孩， 当时她有 5
岁，她当时对我说，自己在机构
的时候， 就好像一条毛毛虫一
样， 但是到了寄养家庭以后，突
然就变成了整个家庭的掌上明
珠。 ”罗伯特·葛路德强调，这印
证了家庭寄养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她当时的

感受，她对于具有关爱家庭的渴
望。 ”

作为替代式的寄养方式，家
庭寄养将来对孤残儿童生活的
改变发挥极大的作用，同时可以
帮助他们在他们成人之后，以一
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生活。

迈克尔强调：“所有的家庭
安置工作背后真正英雄是当地
的家庭， 他们愿意接纳弱势儿
童，给他们永久的家。 我们要确
保我们能为这些国家真正的英
雄提供最优质、最有利的服务。 ”

罗伯特·葛路德表示： 随着
家庭寄养模式越来越广为人知，
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也要
进一步提供方案管理这种转型，
为寄养家庭提供技能帮助，在政
策方面也给予这种模式实际支
持。

为此，会议还特别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十位寄养家庭代表颁
发了荣誉证书，而在他们的背后
有成千上百位家长，在为孤残儿
童奉献他们的精力、 财力和爱
心。

为了推动家庭寄养工作的
发展， 为寄养家庭提供技能帮
助，会议还邀请来自英国、中国
的多位专家进行了专题报告，并
采用工作坊的形式进行了培训，
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通过会议
平台进行了交流沟通。

“家庭优先—长期安置之路”会议在京举行
家庭寄养：从英国到中国的 18 年历程

关爱儿童组织皇家名誉主席迈克尔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