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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
放以来，伴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产
生和农民工社会问题的不断凸
显，农民工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
日益得到关注，也逐步积累了社
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的基本
经验。 同时，我们亦要清晰地认
识到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
存在的困境和阻力。

农民工依然游走在社会福
利政策边缘，应健全农民工相关
社会政策法规，将其纳入福利服
务体系，加大社会工作服务供给
力度。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社会工
作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相
联系的， 它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组
成部分。 社会工作是在社会福利
制度下运行的， 也是社会福利的
传递体系之一。 而农民工问题属
于典型的制度性社会问题， 亟须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农民工相关社
会政策。因此，应实质性地建立与
完善惠及农民工的社会政策群或
全面纳入现有政策体系。

将农民工服务纳入政府公
共财政支付机制和政府购买服
务机制。 在积极实施《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中“农民工社会
工作服务工程 ”的同时 ，应力推
政府购买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
成为长效机制，保持较为充足的
购买力度和稳定性。 同时，政府
购买农民工服务机制应充分考
虑需求导向的基本原则，项目设
计和申请应以服务对象的需求
为先，对于持续存在的服务需求
应持续给予购买或引入到城乡
社区农民工常规性服务中。

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民
办社工机构较少，基层社区服务
农民工的能力不足，应积极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农民工服务，增强
社区服务能力。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
基层社区组织是农民工社会工
作服务的两大服务载体，因此应
加大培育发展为农民工服务的
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加强社区治
理体系建设。 但是，我国以农民
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办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还比较少，并且存
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社会组
织发育程度还不高 ， 在专业发
展、资金筹集和税费负担等方面
还面临着较为实际的问题。 基于
此，应当在实际操作层面放开和
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成立
和发展，并遵循民政部提出的培
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

给予其政策优惠， 培育发展一批
运作规范、专业化程度高、包含农
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

同时，还应立足社区，确实将
农民工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 ，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 社会工作继续教育
等多元方式增强基层社区工作者
的专业服务能力， 提升基层社区
服务农民工的专业化水平。

农民工社会工作人才数量不
足，经验乏力，应培育建立一支具
有良好价值理念和专业技能的人
才队伍， 并积极组织动员志愿者
参与农民工服务。

农民工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
工作服务体系的新内容， 在目前
的社会工作教育中还没有较为系
统和完整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教程
甚至相关课程还处在空白阶段 ，
因此人才培养存在较大不足 ，相
关培训也比较缺少且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人才流失问题。 我们需要
在这一现实基础上， 借鉴其他领
域经验， 准确把握农民工社会工
作及其专业人才队伍发展趋势 ，
将农民工社会工作纳入高校专业
教育课程， 培养服务农民工的专
业人才， 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和
职业发展空间。

基于社会工作者引领志愿工
作者的“双工”模式的基本经验，应
鼓励、组织和动员志愿者参与到农
民工服务中，并尽力避免志愿服务
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足等突出问题，
建立多元化的志愿者队伍，发掘和
整合不同层面志愿服务力量，统筹
协调好志愿服务工作，建立和完善
志愿服务激励制度。

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缺少
可鉴经验、创新乏力，应鼓励同领
域服务创新的研讨交流，并依托行
动研究形成系列本土研究成果。

社会工作部服务农民工服务
还尚处摸索阶段，基本上较多沿袭
使用社会工作三大直接服务方法
及部分间接服务方法，缺少基于农
民工特殊性和本质需求的服务创
新。这也是制约农民工社会工作发
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笔者认为，社
会工作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不能囿
于具体服务工作，还应在服务反思
中积累研究素材并积累原始经验。
同时，应定期组织开展农民工社会
工作相关的研讨会，加强社会工作
研究在其中的作用，推动实现研究
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强强联合，总结
和提炼农民工社会工作本土化研
究成果， 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创
新，并积极贡献于国际社会工作发
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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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大学发起人

国人谈及公益， 经常说两
句话。一句话是，“等我有钱了，
我就来支持你”。 另一句话是，
“等我退休了，我一定来帮忙”。
但事实上，真正的捐赠者，往往
是那些在困难时候还能够帮助
别人的人， 而不是优裕时才肯
施舍几文钱的人。因此，让更多
的人愿意成为捐赠人， 让更多
的人愿意在未退休时也成为公
益志愿者， 必须要草根公益人
自主自强起来。

草根公益人当自强， 要互
助，有什么办法呢？

第一， 当然是把自己置身
于全开放、 全野性的社会丛林
中。 只要有一天不被丛林所消
灭， 就要把丛林当成自身生命
能量的主要来源， 就要把丛林
当成练习自身博弈技能的主要
战场。所有躲避、出逃、隔阂、绝
缘的诸多所谓修行法门， 都不
可能让身体强壮、心灵健康、武

艺高强， 只有在战斗中才可能
学会战斗， 在与风险的搏杀中
学会求得安全， 也只有在真实
的对攻中，分清了什么是战友，
什么是对手，什么是阴谋，什么
只是浮云。

第二 ， 当然就是 要 “众
筹”，筹资源 、筹伙伴 、筹经验 、
筹勇气 、筹持续的进取心 。 众
筹给了所有公益人独立成年
的机会 。 一个公益人 ，要永远
把自己处在不确定性中去求
得小成果和小胜利 ，要永远把
自己处在拓展和扩张的心态
下 ，只要所关注的问题还有没
解决处 ，这事情就不能停止下
来。 只要由一个所关注的问题
发现了另一些同样需要关注
的问题 ，那么扩张和推进就不
能停止。

第三，当然是要善用工具。
如果世界是一场战争，那么，战
争的真谛就是 “对方越害怕什

么，你就越要用什么”；“盟友越
喜欢什么， 你就越要做什么”；
“公众越真心支持什么，你就越
要与公众一起实现什么 ”。 因
此，当前的好工具，除了互联网
众筹 、线下活动 、自媒体应用 、
法律工作者结盟、 媒体深度合
作之外，对于金融工具的善用，
对于伙伴意愿的助成和激发 ，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切众生都在做公益
的时代， 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在
随时转换。 就拿我比较熟悉的
环保领域来说， 中国几乎所有
的人都是环境难民，因此，与其
说是环保行动者在服务社会 ，
不如说是大家的共同作战 ，一
起保护环境， 只是有些人投入
得早一些， 有些人投入得晚一
些；有些人拿生命在投入，有些
人在用其他的能量投入。 这种
基于整个社会间的能量互助 ，
才可能是草根公益、民间公益、
传统公益的本质动力。

我观察中国的民间公益 ，
很多时候， 是大家对非常好用
的工具应用得太缓慢、太稀松，
有些人老觉得有些工具只有
“社会创新者 ”才能应用 ，有些
人老觉得有些工具是有资源的
人才能应用，却不知道，其实所
有的工具， 都是社会开发出来
给草根公益人的最好的支持 。
公益人的诸多困境， 其实是自
己的限制导致。

民间公益，说到底，是草根如何自强

据笔者所知， 国内公益组
织筹集捐款有三种策略， 一是
众筹，二是大客户，三是众筹兼
大客户。 当然还有就是政府购
买，但暂时不是主流，也许在不
久的将来会成为趋势。 至于社
会企业、 商业运作等目前还在
笔墨官司阶段。 目前倒可以探
讨一下企业作为大客户大捐方
的启示。

近日“国酒茅台·国之栋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脱贫攻坚三
年公益计划” 宣布在未来 3 年
共出资 3 亿元人民币， 帮助全
国 6 万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
这些数字并不复杂， 这一善举
令人振奋。全国 40 多家媒体进
行了报道， 赞声不断， 好评如
潮。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企业的

公益激发了人们的思考。
首先，企业要有视野。现在

经常提到人的 “三观 ”问题 ，其
实企业也该有经济观 、 政治
观 、社会观 、文化观等 ，经济要
创优 ，政治讲大局 ，社会尽责
任，文化争先进。 大企业也好，
小企业也罢 ，在经济上创优同
时 ，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紧
扣脱贫攻坚的战略主题 ，与时
代同呼吸共命运 ，以实际行动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这是企业
该想到的。 通过这些所创建的
企业文化必定是先进文化 ，而
先进文化又会促进企业的高
品质发展。 如果只追求自身的
经济成果 ，而忘却其他 ，视野
窄了。

第二， 重视教育的企业是

有远见的企业。 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 、一个区域 、一个家庭 ，要
想发展，拼的就是教育。 有了教
育，才有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
化环保等的发展。 千年大计，教
育为先，谁认识到这一点，做到
了这一点，谁就发展进步，否则
就停滞落后。 企业发展自身也
是靠教育的滋养，人才的撑持，
企业是教育的既得利益者。 企
业从教育入手履行社会责任 ，
说明企业对教育的深刻认识 ，
是尽历史责任、国家民族责任，
是有远见的。

第三， 重视青年成长成才
的企业一定有未来， 而青年强
则国家强。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6－2025 年）》是我国青年
事业的第一个国家规划， 培养
造就青年人才刻不容缓。 一个
企业，在做慈善的时候，有多种
选择，可以解决现实问题、历史
问题， 也可以选择既是现实问
题又是未来的问题。 所以，帮助
青年的未来， 让他们进行社会
实践、 创业就业等是一种公益
方向的选择。 教育的目的是成
为有用之才、栋梁之才，关注青
年学生的长远发展， 就是更加
重视未来。 这种意识，反用于企
业自身，也正是未来文化。 重视
未来，就一定有未来。

企业公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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