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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月 20 日，民政部网站公布
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这
是继《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
南》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后，民政部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发布的第四项推荐性行业标准。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由民政部社
会工作司、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司共同提出、研究制定，地方民
政部门、高校、社工机构、评估机
构等参与了标准起草。

《指南》作为我国第一个全
国综合性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标
准，为各地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 开发设置社区社会工作岗
位、评估社区社会工作成效提供
了依据，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站点和广大社区社会工作者
规范服务行为、提升专业服务质
量、建立行业公信提供了参考。

什么是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针对实践中社区社会工作
服务内涵不明的问题，《指南》对
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

《指南》提出秉持助人自助
的价值理念, 运用社会工作专业
方法,以社区为平台,以统筹社区
照顾、扩大社区参与、促进社区
融合与社区发展、参与社区矫正
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为主要
任务的专业活动。

社区照顾是指社区社会工
作者采用个案管理、资源链接等
方式, 为有需要的社区居民提供
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
理、权益维护、社会支持等服务。

社区融合是指社区社会工作
者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相关社会
福利，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政治、社
区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的状态。

谁来提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由社区
社会工作者提供，《指南》 提出，
他们是专职从事社区社会工作
服务的专业人员。

作为专业人员，《指南》要求
社区社会工作者应具备以下资
质之一：获得国家颁发的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具备国家承
认的社会工作专业专科及以上

学历。
在开展具体工作中， 应遵守

《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应
掌握涉及社区有关的法律、法规、
政策； 应具备开展社区社会工作
服务所需的基本知识； 应接受社
会工作专业继续教育, 不断提高
职业素质和专业服务能力； 应推
动多学科合作, 与其他专业人士
相互尊重、共享信息并有效沟通。

《指南》提出每个城市社区
至少配备一名社区社会工作者，
每个农村社区宜配备一名社区
社会工作者。 大型社区宜依托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立社会工作
站(室)，或者引入提供社会工作
服务的机构。

怎样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指南》提出社区社会工作
者要以需求为本， 通过多方联
动、专业引领和跨界合作，实现
服务目标。

第一，需求为本。 社区社会
工作者应深入调查分析社区问
题、居民需求和潜在资源,设计和
实施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最
大化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个性
化服务需求, 以社区居民需求的
满足程度为检验社区社会工作
服务成效的标准。

第二，多方联动。 社区社会
工作者应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指导和
支持下， 组织引导相关社会组
织、社区社会组织、驻社区单位、
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
参与、支持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
推动实现社区共建共享。

第三，专业引领。 社区社会
工作者应推动将社会工作专业
理念、方法、技巧融入到社区建
设的各领域、各环节，逐步用社
会工作专业理念丰富社区服务
工作理念，用社会工作专业规范
完善社区服务管理制度，用社会
工作专业方法提升社区服务管
理水平，促进社会工作与社区建
设的融合发展。

第四，专业引领。 社区社会
工作者应根据社区居民个性化
问题和多样化需求，协助组织跨
专业合作团队， 提供系统性、专
业化、适切性社会服务；应重视
发掘社区内部资源、支持具有专

业技能的社区居
民参与，依靠社区
自身力量解决社
区问题。

提供哪些社区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指南》重点
围绕老年群体、困
难群体、 特殊人
群、流动人口和留
守人员服务需求，
归纳总结了 7 大
项、34 小项社区
社会工作服务内
容。

第一大项， 统筹社区照顾。
主要包括：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
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
等专业服务，解决社会救助对象
因心理行为偏差引发的个体和
社会问题；

为老年人， 特别是留守、空
巢、失独、病残、失能、高龄老年
人提供生活照顾、 精神慰藉、情
绪疏导、危机干预、关系调适、社
会参与等服务；

为儿童青少年, 特别是农村
留守儿童和其他困境儿童青少
年提供生活照料、 救助保护、学
业辅导、情感关怀、成长支持等
服务；

为农村妇女提供安全教育、
技能培训、能力提升、关系调适
等服务；

为残疾人提供生计帮扶、家
庭支持、社区康复和社会融入等
服务；

及时报告家庭暴力或疑似家
庭暴力案件, 为家庭暴力受害人
提供紧急救助、临时庇护、情绪疏
导、资源链接和社会支持等服务；

协助做好社区居民健康管
理以及医院转介患者的社区治
疗与康复服务；

为因遭突发事件、 意外伤
害、丧葬事宜等需要帮助的社区
居民提供生活照料、 情绪疏导、
哀伤辅导、危机干预、资源链接
等服务。

第二大项， 扩大社区参与。
主要包括: 协助社区党组织和社
区居民自治组织开展社区需求
调查,参与策划、执行、评估社区
服务项目与活动；

协助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
民自治组织, 动员和组织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协商；

培养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的意愿、 提升参与能力、
拓展参与空间、建立参与机制；

协助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
民自治组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和社区骨干,提供咨询、培训、能
力建设等服务；

组织策划社区志愿服务项
目, 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
服务, 协助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
民自治组织开展社区志愿者动

员、招募、培训、使用、登记注册、
服务记录与证明等工作。

第三大项， 促进社区融合。
主要包括：协助社区党组织和社
区居民自治组织建立本社区与
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驻区
单位、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等
单位之间的良好协作关系；

参与建立社区居民的互助
团体和支持网络, 组织社区居民
进行互助和自助, 推动形成理性
平和、宽容接纳、诚信友爱、平等
尊重的居民关系；

帮助外来人口适应社区环
境,促进户籍居民接纳外来人口,
增进社区团结；

帮助拆迁安置、 棚户区改
造、政策移民、灾后重建等新建
社区内的社区居民适应新环境 ,
建立支持性社区关系网络；

参与社区居民矛盾调解 ,预
防、化解社区矛盾。

第四大项， 推动社区发展。
主要包括: 协助社区党组织和社
区居民自治组织发动社区居民
参与制定、实施社区发展规划；

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 开展
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与家庭美德、
公民道德教育, 形成社区居民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及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引导
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建
立健全社区支持网络, 加强社区
居民能力建设, 增强社区归属感
和认同感；

开展社区通用性培训,举办面
向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和科普等
活动,提高社区居民文化素养；

协助举办农技推广培训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活动, 增强农村
社区居民致富能力；

协助完善城乡社区基础设
施布局、选址和建设方案,广泛吸
纳各方意见, 合理利用社区公共
空间；

协助发掘乡土资源和特色
资源, 支持发展农村社区特色产
业,组织农村社区居民生产互助,
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积极
参与农村扶贫开发。

第五大项， 参与社区矫正。
主要包括：疏导社区服刑人员心
理情绪、纠正思想行为偏差,促进

社区生活融入, 恢复和发展社区
服刑人员社会功能；

修复社区服刑人员与家庭
和社区的关系, 重建社会支持网
络；

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就业 ,协
助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申
请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 为社
区服刑人员提供就业指导和职
业介绍等服务；

协调并督促未成年社区服
刑人员的法定监护人, 帮助其接
受义务教育, 鼓励有就学意愿的
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教育；

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
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进行
社区影响调查、家庭和社会关系
评估等工作；

协助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帮
助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社区服
刑人员及其家庭依法获得相关
社会救助政策资源, 链接社会资
源对其进行帮扶救助。

第六大项，参与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主要包括:协助社区禁毒
工作机构组织开展毒品预防教
育,特别为处于失学、失业、失管
状态的青少年提供就业帮助、心
理咨询和毒品预防教育等服务；

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
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社会支持
等服务,巩固戒毒康复效果；

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链接
就业资源, 协助其接受职业技能
培训和职业指导；

协助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帮
助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及其家庭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或依法接受其他
社会救助, 链接社会资源对其进
行帮扶救助。

第七大项， 提供其他服务。
协助在社区居民健康教育、社区
群众文化、社区环境改善、社区
防灾减灾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

《指南》还强调，开展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应按照需求评估、服
务策划、 服务执行和评估改进基
本流程，综合运用个案、小组方法
及社区分析评估、资源链接、动员
参与和支持网络建设等方法，建
立完善专业督导、风险控制、投诉
处理等各项服务与管理制度。

民政部发布《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 本报记者 王勇

� � 近日 ，江门市
天健社工中心携
手江海区义工联
大手牵小手亲子
义工服务队 ，举行
了“唤醒觉睡在箱
底的爱 ”寒冬送暖
活动， 给 32 个低
保困难残障家庭
送上棉被 、 棉衣、
毛衣 、拐杖 、不锈
钢斜坡 、 春联 、粮
油、年货等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