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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五届“寻找首都最美社工”活动正式启动

互联网+社工 助力公益事业善门大开
� � 日前，由中共北京市委社会
工委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
2016 年第五届“寻找首都最美社
工”活动正式启动。 该活动以“最
美社工，筑梦同行”为主题，旨在
突出体现广大社会工作者“植根
社会，助人自助”的价值追求，进
一步明确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方向。
近日，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陈建领，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副秘书长、《公益时报》
总编辑赵冠军做客新华访谈，对

“寻找首都最美社工” 进行了解
读，并阐述了互联网对包括社会
工作在内的公益事业产生的影
响与改变。

首都最美社工不断涌现

主持人：“最美社工”活动已
开展了四届，对北京社工机构发
展和社工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能否具体介绍下这
些变化？

陈建领 ：自 2012 年起，结合
开展“国际社工日”纪念活动，北
京市委社工委、 市社会办与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时报》社
共同举办“寻找首都最美社工”评
选活动。 每年选出 10 名左右的
“首都最美社工” 和 40 名左右的
“首都优秀社工”， 并围绕社工的
优秀事迹进行广泛宣传。 截至去
年，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四届。

四年来，每一届“寻找首都
最美社工”活动都有着鲜明的主
题。 从 2012 年的“践行北京精
神，寻找最美社工”到 2013 年的

“热爱公益， 真诚助人”，2014 年
的“敬业专业，助人自助”到 2015
年的“最美社工，精彩人生”。

为充分发挥评选活动的引
领和辐射作用，在评选“首都最
美社工”的基础上，我们从 2014
年起，从评选表彰的最美社工和
优秀社工中遴选组建了“首都最
美社工宣讲团”。 宣讲团以介绍
个人事迹、交流工作经验、传授
实务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宣讲内
容，深入学校、机关、社区开展巡
回宣讲，用真情实感和真实案例
与一线社工产生共鸣，宣讲累计
达 200 余次，受众近 3 万人。

在“最美社工”先进典型的
带动和鼓舞下，共有 185 名社会
工作者当选人大代表、13 人被选
为政协委员、62 人被评为“三八
红旗手”、13 人获得“五一劳动奖
章”、206 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12 人被评为“中国优秀社
工”、9 人被评为“中国最美社
工”，11 人被评为中国年度“百名
社工人物”。

主持人：可以看出，在“寻找
首都最美社工 ” 开展的前四年
里，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今
年是第五届，能否给我们介绍下
今年活动的特色及亮点？

陈建领：今年主要突出体现
广大首都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
首都社会改革和服务创新，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价值追求。 与前四
届活动相比，本次评选主要有以
下三个特色：

第一，评选群体和推荐单位
更加广泛；第二，评选的项目和往
年相比有所增加；第三，宣传方式
更加多样化和立体化。 在宣传表
彰期间，我们将结合 2017 年国际
社工日纪念活动， 与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开展《首都社工在行动》
系列活动。 另外，举办“与社工同
行”健步走活动，与北京电视台举
办最美社工颁奖活动。

主持人 ：在您看来 ，北京的
最美社工有什么特征？ 从全国范
围来讲，该活动具体有怎样的引
领作用？

赵冠军 ：“寻找最美社工活
动”是开创性的。 很多北京的“最
美社工”获得了“全国社工”的奖
项，而“全国社工”这个奖项来源
于“首都最美社工”，我们设计的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模式。 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是行业性的枢纽型
组织， 北京市社工委有很强大的
北京市落地基础， 我们可以把活
动延伸到社区的各个层面； 专业
媒体参与，实现传播渠道不同。我
们既能通过传统媒介传播，也可
以通过新媒体、客户端等方式进
行传播，这种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塑造了社工品牌化、项目化。

社会工作除了能够解决一
些社会问题外，还要倡导正能量
的社会价值观， 通过个案的传
播，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氛围。 所
以，这项活动重在参与，重在社
会动员，重在活动的主办和传播
效果的落地。

中国社工事业发展
进入快车道

主持人 ：目前 ，我国的社会
工作发展到哪一步？ 尤其是社会
工作人才方面？

赵冠军：今年是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决策部署的第十年。
近日，民政部召开全国社会工作
推进会，全面总结了十年社会工
作发展成就。

据统计，专业社工岗位的人
员已有 76 万人， 持证社工接近
30 万人， 基层社工机构有 6600
家。 第二，中社联是社工行业组
织，各省市约有 400 个这样的枢
纽型社工行业组织。 更重要的
是，社会工作领域拓展越来越宽
泛。 过去更偏重于老年社工，现
在整个社会领域社工工作体系
已初现形态，这是近十年社工快
速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三，政策
性推陈出新，比如十二部委近期
发布对社工人才的激励政策。 第
四，近十年来，政府购买服务的
资金规模在不断突飞猛进地发
展。 可以看到，中国社工当下事
业的发展要进入快车道了。

新华网 ： 从全国范围内来
讲，北京市的社会建设和社工人
才建设都走在前列。 那么，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中，
北京市社工人才队
伍建设发挥着怎样
的作用？ 如何带动
周边地区的社会发
展和社工队伍建
设？

陈 建 领 ： 自
2007年北京市委社
会工作委员会建立
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我们一手
抓顶层设计，一手抓
夯实基础。 在顶层
设计方面， 纵向到
社区、横向到“两新
组织”的工作体系，
大到“规划纲要”、
中到“指导意见”、
小到“管理办法”的
三级政策体系都已
基本形成； 在夯实
基础方面， 通过社
区规划建设， 社会
组织的培养与扶
持， 枢纽型体系构
建等， 近十年里发
生了质的飞跃，可
以量化的指标都完
成了 80%以上。

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大背景下，
北京市的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也面临很
多新的挑战和问
题。 一方面要巩固
北京社会建设、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的成果， 坚持社
工队伍建设的专业
化、 职业化方向不
动摇；另一方面，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积极传
播社工理念。 同时，通过搭建不
同层次、 不同类型交流平台，促
进三地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孵
化、社会领域党建、社会工作队
伍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交流研讨。

前不久，我们在河北举办的
“专业社工如何进入社区的养老
服务”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 包括前不久我们在西山举办
的北京、广东、上海和京津冀三
地协同的社工发展论坛。 可以
说，这些都对传播理念、形成共
识、推动共同措施起到很好的促
进作用。

新华网： 请问赵秘书长，您
觉得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除
了寻找最美社工活动之外，还有
哪些方式？ 这需要哪些方面力量
的投入？

赵冠军：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几项工作：一是推动激励表彰机
制，如寻找榜样的力量，把“首都
寻找最美社工”和“全国寻找最
美社工”， 甚至寻找机构和项目
等活动提高到更高的层面上；二
是推动在政府购买服务以外的
公益服务和开展社会化服务，包
括一些便民服务，让社工机构更
好地良性运转，进行方向性的推

动；三是提供更多、更专业的为社
工机构和社工人才服务的专业平
台， 推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
社联动的整个社会服务工作局
面；四是整合更多资源，包括在市
场领域里的一些工作方式、 社会
创投、社会支撑的一些资金量，推
动社工机构的品牌化、区域化、连
锁化、行业化的建设。

“互联网+”将带来
“善门大开”

主持人：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作为领引社工行业的社会团
体，您认为“互联网+”对社会工作
以及公益事业的改变都有哪些？

赵冠军：社会工作在某种意
义上是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的
功能不是单纯地解决一个社会
问题。 公益事业也是一样，除了
实现社会救助功能之外，它还有
另外几项功能， 就是社会倡导。
互联网带来的好处：一是善门大
开。 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新，可
以让大人们更方便地实现个人
捐赠。 二是全民参与。 现在在互
联网上筹款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而且这些人是持续捐赠，是一种
持续行为，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随

机行为。 从这点来说，“互联网+”
给我们带来的是善门大开。

主持人：从首都社会建设方
面来说，“互联网+” 对我们的社
会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陈建领：互联网对社会各个
方面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而深
刻的，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和变化
已经或者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
此外，社会工作方面新变化也有
很多，概括起来有这几方面：

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强烈冲
击。 原来大家都是靠传统媒体来
获取信息， 表达诉求也很单一。
现在人人都是发言人，个个都有
麦克风，接受信息的即时性和便
捷性，使人们对于社会事物的判
断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二是传播方式的变化。 原来
我们通过传统媒体由上到下传
达贯彻学习领会，现在我们通过
互联网、微信、QQ 就能找到想要
的信息。 三是需求内容的变化。
四是满足需求的方式也发生了
变化。 原来都是群众有困难找居
委会，找各级政府去解决，现在
人们用百度搜索等就能找到答
案。 可以说，这四个深刻变化，对
社会建设的冲击和带来的机遇
都是并存的。 （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