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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工使命 营造美好社区
� � 2017 年 3 月，民政部办公厅
将 2017 年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
题确定为“社工让社区更美好”；
2017 年 9 月，亚太地区国际社工
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创新社
会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被作为会
议的重要议题 ；2018 年 7 月 ，世
界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发展大
会将在爱尔兰举行。

社区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
界范围内广大社会工作者关注
的重要问题。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也
是社工开展服务的主要平台。 发
挥专业作用 ，扎根社区 ，解决社
会问题 ，促进民生福祉 ，推动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
工作的重要历史使命。

从 2015 年到 2017 年，“专业
社会工作”连续 3 年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
简称三社。 目前，“三社联动”，发
挥社工专业作用，已成为全国范
围内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提升
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
创新社区服务模式的具体实践。
在“三社联动”中，社区是综合平
台 ，社会组织是载体依托 ，而社
工是必不可少的专业人才支撑。

目前 ，我国已有 500 余所高
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社会工作
专科、本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达到
80 余万人， 有 6000 多家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 ，590 多个社会工作
行业组织，广布城乡的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 在保障改
善民生 、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社

会建设等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者
已成为一股重要的专业力量，正
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到
2020 年，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将达到 145 万人。

在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方面 ，
我国已建立了以政府购买服务
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以生
活困难群众和老年人、 儿童、残
疾人 、社区矫正 、戒毒康复等特
殊人群为重点，实施了一系列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充分发挥了社
会工作在服务群众需求、化解社
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
专业作用。

总结我国社工行业的发展
成果和经验，充分发挥社工专业
作用 ，下一步 ，除了面向不同社
群 （如老人 、儿童 、青少年 、流动
人口等） 开展适当的微观个案、
小组服务， 解决特定人群困境，
我们还应发挥社工在资源连接、
关系协调中的专业优势，通过三
社联动、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推
动整体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即从人文地产景
等社区要素入手，在解决社区问
题的过程中，营造社区居民的参
与意识与自发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区。

什么样的社区称得上美好
社区 ？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
法。 不过，美好社区还是有一些
公认的标准， 比如环境宜人、居
住安全、生活便捷、关系融洽等。

参考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发
展，基于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诉
求 ，我们认为 ，美好社区应该是

环境友好、服务便捷、福利健全、
智慧智能、产业发展、文化多元、
公共参与、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
展社区。

为了营造美好社区，我们将
发挥社工专业优势， 搭建平台，
组建专家团队， 整合多方资源，
与服务商建立战略合作，重点从
社区产业、社区治安、生态环保、
景观设计、智能社区、社区养老、
远程医疗等方面着手推动。

1、 美好社区应该是环境友
好的宜居社区。 我们将与房地产
开发 、建筑设计 、物业管理等机
构深度合作 ，以 “参与式环境规
划”等方式，打造美好社区环境。

2、 美好社区应该是科技引
领的智慧社区。

3、 美好社区应该致力于集
健康 、医疗 、福利为一体的福利

供给体系打造。
4、 美好社区应该有完善的

社区养老解决方案。
5、 美好社区应该有丰富便

捷的社区服务供给。
6、 美好社区应该关注居民

的生计产业问题。
7、 美好社区应该与精准扶

贫 、特色小镇 、美丽乡村建设等
结合起来 ，营造环境 ，更营造信
心，重振乡村产业。

8、 美好社区建设应该尊重
在地文化，注重文化传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
“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 为
更好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
求 ，创新社区服务 ，解决社会问
题 ，营造美好社区 ，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将发起 “美好社区计
划”，重点内容如下：

1、建设智库 。 组建 “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专
家委员会”，吸纳城市治理、农村
发展、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建筑
设计 、文化保护 、智慧社区等多
领域的理论与实务专家，打造我
国社区营造的顶尖智库，推动研
究、实践探索和人才培养。

2、跨界合作。 创新社区服务
供给 ，发挥社工专业优势 ，跨界
联合互联网与大数据 、 社区养
老、远程医疗、物业管理、房地产
开发 、民宿旅游 、文化创意等领
域的优秀企业，开创社区社会服
务新局面。

3、实验基地。 在全国遴选建
设“社区营造示范实验基地”，探
索跨界专家、社工、社会组织、企
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可持续发展
的城乡社区营造路径。

4、人才培养。 推出全国社区
营造人才培养及课程包计划，培
养一批适应新时代社区发展需
求 、复合型 、高素质的社区营造
引领人才。

5、案例编选。举办全国百佳社
区营造案例编选活动等，提供孵化
培育服务，助力全国社区营造。

6、研究倡导。 通过实践探索
和行动研究， 提供政策建议，助
力美好社区建设。

时代发展对我国城乡社区
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美好社区
利国利民 ， 但其达成非一人之
力、一日之功可为。 “咬定青山不
放松”，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同参
与，共建共享，营造美好社区，实
现幸福生活！

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拥有
来自 127 个国家的超过 300 万的
社工会员，致力于发展和创造全
世界的人类和平以及公正。 所有
国际工作联合会的会员都有一
个共同的愿景，就是推动社区的
社会健康及经济健康，这两者同
等重要。

我与很多努力想改变社区
的人们一起工作过。 我也接触过
一些案主，他们总是会觉得他们
被隔离于社区之外，而且生活在
阴影当中 ， 包括一些个人的悲
剧、遭受自然灾害或者家庭变化
后所受到的创伤 、受虐待 、失去
工作 、失去家园 、身体或精神上
的健康问题、药物滥用以及犯罪
行为，这些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他
们自我价值的丧失。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认
为每一个人都与家庭、社区存在
着紧密的联系， 在实践当中，一
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环
境影响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有重
要的意义。

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需要
了解个体以及其所处环境系统

的发展模式，人和社区发生变化
时的相互影响以及分析思维导
致的干预 ， 包括社会信任的关
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
们要掌握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
的所有技能。

对于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
我认为社会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即人们必须有安全 、 快乐的生
活，这是衡量社会健康的非常重

要的指标。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

着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生活。 在这
其中 ，工作 、居住 、与家人的联
系 、是否与当地社区隔绝 ，这些
所有的变化都是流动性的。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
是我家乡，它是威尔士西北外群
岛中的一个叫 Barra 的小岛。 从
威尔士本土到达这里，坐船的话
需要 5 个小时；岛上的居民说盖
尔语 ，这是一种独立语言 ；岛上
人口在不断减少……它非常美
丽 ，但是发展非常落后 ，这个岛
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
何维持经济的发展和社区的繁
荣。 它所存在的主要的社会问题
有社区的个体隔离 、失业 、新旧
社区成员的不信任、非常少的基
础设施建设、经常受大西洋季风
影响 、没有监狱和医院 、残疾人
进入这个岛非常困难、家庭暴力
普遍 、 酒精和药物滥用非常严
重 、社会资源非常稀缺 （只有一
名教师 、一名社工 、一名护士和
一名警察）。

但是这个岛上有社区，居民
们在一起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
的办法———社区公园。 在社区公
园中， 人们可以找到一个安全、
可靠 、 无危险的地方来种植蔬
菜，同时他们也可以在这个社区
公园中分享他们所做的食品，并
且出售他们所种的农产品。

曾经触犯法律的人可以在这
进行社区服务， 从而使法院撤回
它所受惩罚的法院令； 有精神健
康问题和学习障碍问题的人在这
也可以找到工作， 他们可以进行
一些农产品的种植以扩展或者开
拓他们个人的生存能力； 社区公
园还是新入驻社区人员和老年人
的平台； 他们在社区公园中建立
了一个咖啡馆， 为整个社区的社
会团体提供服务， 也帮助人们在
这社区当中找到归宿感。

在社区公园中，人们能够真
正找到被需要的感觉。 这是社区
承载以及社区建设非常典型的
一个案例。

社区公园的建立解决了非
常多的社会问题，它的结果就是
减少了社区的隔离，给予社区成

员们尊重，包括增加社会责任和
资源的可回收利用，同时在这里
建设了风力农场，帮助国家电网
风力发电，并向整个英国电网输
送电力，当然这也是收费的。 这
一切使得整个社区经济得到可
持续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见，包容性和可
持续性发展的城市和农村社区
都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需要从战
略上来规划我们的社区投资以
共同生产，这对所有权拥有者或
负责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区成
员的被需要和他们的自我价值
的体现，也是为可持续性发展的
社区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创
造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让人们从过去的创伤经历
中恢复，让人们融入一个新的环
境， 让他们建立起互相帮助，让
他们能够独立稳定地生活和工
作 ， 这是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挑
战，也是社会工作对于社区可持
续性发展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坚信，我们在一起可以有所作
为，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
工作。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主席露丝·斯塔克

置身于发展社区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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