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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 � 年还没过完，社工李小菲和陈江龙就急匆匆地奔赴云南沧源佤
族自治县中贺勐村，为今年即将在这里开始的项目点做准备。

与此同时，在沧源县的另一个村勐卡老寨，国内第一部“社工”
题材的电影正在拍摄中，电影中的社工原型就是李小菲。

“许多人不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社工的作用，但是李小菲他们用
多年的工作证实，社工对帮助农村留守儿童、保持精准扶贫的可持
续性、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云南大学民族
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云南连心”）理事长向荣说：“社工通过服务凝聚社区民
心，人心凝聚的力量也是 GDP。 ”

观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

社工为山寨带来了活力

到达中贺勐村村委会，陈江
龙从车上卸下塞满后备厢的蔬
菜和肉，“到村子驻点，少说也得
十天半个月”。

陈江龙和李小菲是云南省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微笑阳
光·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专职社工。 两人都是当地佤族
人，他们深入乡村服务没有语言
交流和民族文化理解上的障碍。

3 年前， 从云南师范大学毕
业的李小菲，受云南连心“三区
计划”选派，来到沧源县勐董镇
刀董村。

“三区计划” 是由民政部
2013 年开始实施的“边远贫困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主
要以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和受灾人员为重点，开
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同时为这
些困难地区培养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

云南连心将沧源县的社工
站设在了刀董村的南源小学。

刀董村是一个与缅甸接壤
的佤族村寨，外出打工的村民较
多。 在最初的 3 个月里，李小菲
和陈江龙在村委工作人员的陪
同下走村串户，摸清了每家每户
的生计状况和需求，建立了留守
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档
案，并对其中一些特别困难者进
行救助。

社工站在学校建立后，社工
们从陪伴留守儿童开始，依托社
区、 学校建立儿童活动中心，为
留守儿童提供日间照顾、文化娱
乐活动、 课业辅导等课后服务，

减少他们的安全隐患，填补他们
情感缺失的空白。

3 年来， 他们服务当地儿童
约 2000 人次。 在此期间，他们逐
渐认识到“留守儿童的问题就像
瓜藤，开始摸到的是尖尖，慢慢
深入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个核心
就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留住农
村青壮年”。

然而，他们却并没有直接从
发展产业开始。

“社区的内生动力和社区本
土资源的分析与盘活，是精准扶
贫的前提。 ”李小菲说，“社区资
源不仅是指资金、物资等，也包
括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社区
历史、族群文化、生产生活技术
和人力资源等非物质资源，社区
资源的盘点过程本身就是一个
重新认识社区，培养社区自信和
行动力的过程。 ”

陈江龙也认为， 在云南少数
民族地区， 精准扶贫的核心之一
就是社区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
并不一定是经济能手或家族头
领，生产、劳动、文化领域中都可
以找到男女老少不同的人才”。

果然， 他们发现了 6 名能干
的妇女。在社工站的鼓励下，她们
组建了两支分别由老年妇女和年
轻妇女组成的文艺队， 用歌舞来
讲述历史和关注社区妇女发展、
儿童保护等问题。 社工站还协调
资源为文艺队提供了 4000 多元
购买音响、乐器等设备。

文艺队组建以来，吸引了当
地大批留守妇女的参加，不仅丰
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增
强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
信，对村寨更有归属感。

在刀董村工作了一年后，经
过走访、调研，李小菲他们了解

到，畜牧业一直是村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之一，于是他们向村委会
提出了成立养鸡合作社的想法，
经过多次村民大会后被通过。

“刚开始只有 7 户村民参
与，到现在已经有 80 余户了。 ”
陈江龙说，合作社的发展得到了
县民政局和县畜牧局资金、物
资、技术的支持。 由于养鸡业投
资小、规模小、见效快，产品供不
应求， 不仅在周边乡镇销售，还
卖到了缅甸。“去年合作社销售
毛收入 65 万元， 为社员平均增
收近 3000 元”。

看到合作社的成效，5 名青
年不再外出打工， 留在村里创
业，其中还有一名大学生。 他们
和村里 20 多名骨干村民， 成为
村寨发展的主要力量。 合作社不
仅发挥了经济功能，也主动承担
了一些村寨的公共事务。

“社区通过自身资源开发，
让村民主动寻求改变，远比扶贫
工作短期项目化更具可持续发
展性。 ”陈江龙说。

在当地选拔和
培养村寨儿童服务团队

“刀董村的扶贫工作没有从
生计直接入手，而是从当地找到
人才，社工站通过社区活动和服
务来培养人才，以此来改善人和
人的关系，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和
互助文化的发展。 ”云南连心照
顾服务中心主任兰树记认为，到
位而不越位，帮助村委会挖掘和
培养当地人才，能更好地提高社
区公共服务的精准性、专业性和
持续性。

这也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
中心工作多年的一条行之有效
的方法。

“我站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们运用家园现有的人力、技
艺、文化等，团结起来为家园的
孩子工作。 ”该中心负责人龙思
海常常这样对人说。

他们的办法就是：“就地取
材，选拔和培养村寨儿童服务团
队”， 为孩子提供就地就近的支
持。

从 2015 年以来， 该中心在
云南省妇联的支持下，与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妇联、贝叶

书院、曼勐养村委会合作，在曼
行、 曼远村小组搭建儿童之家，
整合民族、村寨资源，形成了由
傣族青年、基层（村级）妇联、村
组干部、民政、司法、儿童社会工
作实践工作者、律师等人员组成
的团队，为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
庭提供支持。

为发挥民间老艺人在传承
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他们在曼
行、 曼远村组建了由村干部、村
里的老人参加的 12 人支持团
队，为当地孩子提供长期、就近
的支持和照顾。

这些孩子在得到陪伴的同
时， 也学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目前，他们学会了傣舞、傣拳、象
脚鼓、傣文、剪纸，其中有两个孩
子已成为鼓手。

在被森林覆盖的温暖美丽
的勐海县勐阿镇，7 个村民委员
会建立了儿童之家或儿童流动
跟进服务小组，成员都是当地妇
女。 在这些居住着拉祜、傣、哈尼
等少数民族的村寨里，妇女小组
在农闲和周末时， 组织孩子看
书、讲故事、打篮球、夹玻璃球、
画画，逢年过节还与孩子一起跳
舞、唱歌、包饺子、包粽子、煮汤
圆、打陀螺、拔河、美化家园、照
顾孤寡老人。

妇女小组的阿依说：“我们
努力将政策从纸上落实到孩子
身上， 帮助儿童争取农村低保、
临时救助等。 ”

在妇联、村委会、社工等多
方的帮助下，他们将精准扶贫与
儿童照顾相结合，比如村委会干
部包组，党员与留守儿童家庭挂
钩等。 他们还联系相关部门，发
展地方产业，创造儿童的父母在
附近企业打工的机会，让儿童获
得父母的照顾。

看着那些受民族文化熏陶
的孩子所具有的热情、礼貌和纯
真，龙思海感叹道：“孩子是村寨
的未来。 用我们傣族人的话来
说，一个生机勃勃的寨子是会发
光的。 ”

“农村是最需要社工、
社会组织服务的地方”

为了拍《米花之味》，导演鹏
飞与李小菲他们相处了很长一
段时间。

《米花之味》 讲述了一名留
守儿童与母亲在社工的帮助下
重塑母女关系的故事。 鹏飞把社
工在村寨的工作展现在了电影
里。

“他们长期被家人误解，村
子里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
么的，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多管闲
事。 但社工是真心在为村子里的
人服务，我们看到了当地人从不
了解到慢慢接受的过程。 ”鹏飞
说。

尽管在村寨的工作像走过
的山道一样，崎岖而艰难，但李
小菲笑说：“比几年前刚开始做
社工的时候，条件好了不少。 ”

此次来到中贺勐村，虽然对
“社会工作”的职能不太了解，但
中贺勐村村委会很支持陈江龙
和李小菲的工作，专门给两人安
排了宿舍和办公地点。

当刀董村项目暂告一个段
落，为推动社工组织和扶贫项目
的本土化，使村寨能在资金结束
后持续运作下去，2016 年 6 月，
李小菲和陈江龙在相关部门和
云南连心的支持下，注册了“微
笑阳光·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继续在当地开展工作。

然而， 目前对他们来说，比
融入当地更难的是“有了上顿没
下顿的窘境”。

“社工人员远远不够， 刚招
聘的两名社工，签约工作时长是
根据项目运行的时间来定。 ”李
小菲说，“农村是最需要社工、社
会组织服务的地方，但目前社会
组织、社工机构大多在城市设立
并发展。 ”

令人振奋的是，2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
能力建设的意见》（下称 《意
见》），其中提出乡镇政府职能转
变之一就是要向社工、社会组织
打开大门，将适合群团组织承担
的乡镇服务管理职能依法转由
群团组织行使；乡镇政府“由花
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 对适
宜采取市场方式提供、社会力量
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购买
其服务。

“《意见》的出台对于培养本
土化社工机构、公益组织意义重
大。 ”向荣说，这些要求将给乡镇
政府和乡镇干部的思维带来转
变，让社工、社会组织成为他们
工作的一部分， 不仅要接触、接
纳，更要协同、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 截至 2016
年，云南省共选派 410 名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到包括沧源县在内
的 30 余个受援县，开展社区、留
守妇女儿童、老人、灾害等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为受援地培养社
会工作人才 130 人，发展培育民
办社工服务机构 30 余家。

“作为年轻一代的民族社
工， 他们在少数民族乡村的实
践，为今后更多的人在少数民族
地区开展社工服务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 ”向荣说。

（据《中国青年报》）刀董村养鸡合作社成立仪式

志愿者们在刀董村爱心家园里教留守儿童们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