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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昭颖

提起社会工作者， 你的脑
海中是否浮现出这样一群人：
他们走进养老院关爱临终老
人， 手持教棒在偏远山区给孩
子们上课……他们服务于非营
利机构， 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也许你并不熟悉他们， 实际上，
他们应该是致力于社会发展，最
具专业知识的一群人。

目前，社会工作者在我国的
认知度较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也亟待提升。 如何帮助社会工作
者完成自我提升？ 如何协助社会
组织提升整体专业能力继而实
现自我造血？ 如何让大众正确认
知社会工作这一职业？ 正是出于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诞生了白
桦林公益发展中心，一个依托社
区和社会机构发展起来的社工
服务平台，在社工年轻化和专业
性缺失的背景下帮助提升社会
组织专业性，做专业社工的能量
补给站。

诞生：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白桦林公益发展中心（以下
简称“白桦林”）成立于 2015 年，
是一家提供社工服务的能量输
出单位， 他们与北大、 人大、中
青、 北青等社工系专家合作，提
供心理、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专
业知识支持，其下属的公益组织
志愿者发展中心发展至今已有
50 多家公益性组织。

白桦林带着服务于社工专
业化的愿景，专业开展社会组织
培育、调查研究，为社会组织提
供培训、 能力提升和服务支持，
组织开展相关社会公益活动，提
供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等相关专
业咨询及公益项目评估，为社会
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这个组
织的成立和发展离不开创始人
赵星的努力。

赵星， 幼儿教育专业出身，
2006 年来到北京后转而从事特
殊教育工作。 在工作中有着一股
倔劲的理事长赵星，先是带领小
飞象特殊教育训练发展中心走
过了近十年。 在此基础上，赵星
又成立了星缘社会工作事务所、

白桦林公益发展中心，公益服务
范围也更为广泛。

在长期的社区工作过程
中， 赵星发现一个问题：“其实
社会工作专业性要求很高，但
是在发展实践的过程中， 社工
工作护工也能做，志工也能做。
而且在工作中往往社工承担了
很多具体琐碎的工作， 但实际
上应该是社工带领志工和护工
完成一系列的社会工作， 扮演
一个方向领导的角色。 ”这使得
很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纷繁芜
杂， 他们既需要完成具体的工
作任务， 又需要在方向上帮助
社会组织发展，“工作量巨大，
十分疲累不堪”。 不少社工在接
受采访时无奈地表示。

从 2012 年开始，赵星一直在
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四年的
社区工作帮助她积累了一定的
社会资源，她想：“我们为什么不
从专业支持的方向做一个整合
平台呢？ ”白桦林就此诞生。

除了赵星之外，北京大学社
会调查研究中心林虎教授也是
白桦林的创始人及法人，林教授
之前在深圳和上海做发展督导
的相关工作，与赵星和星缘社会
工作事务所接触之后，有了成立
一个专业输出和资源互换平台
的想法，这个平台能够在一线工
作之上，促进社工专业化，使得
社工的工作服务于更多人群。

发展：
为专业社工与社会组织服务

白桦林的服务人群不限于
社工个体， 还包括各类社会组
织。“我们称他们为‘突发性的社
会组织’。 ”赵星说，“比如今天小
区里几个住户想要做一个公益
项目，老人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兴
趣小组，并没有想过去备案成为
正式的组织，如何帮助这些组织
长久的发展下去也是我们在做
的工作。 ”

长久以来社会组织对于志
愿者的管理也比较松散，更多关
注社工和志工，但是没有很好的
一个分工管理或者专业性的管
理，其实国外许多地区，护工、志
工相互合作才能组成一个运行

模式。
因此白桦林也在探索如何

将这一模式本土化，能够让社工
专业化的同时使护工和志工的
工作定位清晰，形成良好可循环
的运行模式。

作为一个致力于提升社工
专业性的公益机构，白桦林将以
人为本作为组织的第一要务。 白
桦林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心理、
医疗、教育、金融等各行各业，任
何团体都可以在白桦林进行登
记，成为发展中心的一员。

对帮扶对象的选择白桦林
则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有的项
目是绿萝，有的是仙人掌，那就
不可以在一片土地上生长。 我们
重点看组织的专业规划能力，挑
选具有生命力的组织来进行扶
持。 ”赵星说。

对社会组织的帮扶，白桦林
秉持以人为本的态度，针对每个
社会组织的不同需求差异化进
行指导设计。 赵星说：“‘不拘小
节，注重小结’就是我们的态度。
我们会更加切实人的需求，因人
而异，不是我们给你什么，而是
你需要什么。 ”

白桦林对于各社会组织进
行发展指导， 专门成立石景山
区公益组织与志愿服务发展中
心， 根据社会组织不同需求制
定不同的指导计划、培训方案，
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发展计
划， 并且得到专业社工的指导
帮助。 在指导社工专业化的过
程中， 白桦林聚焦提升组织的
专业程度， 最终达到社工专业
化的目标。

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训和指
导，白桦林采取利用互助小组的
模式，针对小组内产生的个案提
出建议和给出解决方案，避免了
大型培训可能会对个别组织疏
忽的情况。“对社会组织的大型
培训我们很少做，我们采用互助
小组的形式比较多。 在长期的过

程中我们觉得大型培训效果不
是很好， 更注重个案问题的解
答。 ”这使得白桦林对于每个登
记的社会组织可以起到更加直
接的影响作用，而不是泛泛而谈
的管理经验的分享和输出。 赵星
认为帮助个案发现自己的独特
之处以及特殊需求，才能使社会
组织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发挥
更有效的作用。

困境：
社会认同和自我造血

目前白桦林的发展困境，主
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让
普通大众正确地接受社会工作
者这个概念，二是如何让白桦林
可以自我造血实现资金自主。

社会工作者这个概念对于
当代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
名词， 更多人在听到这个词时，
往往和护工、 志愿者相混淆，不
知道社会工作者的具体职责。 而
实际上，社会工作者在当今中国
的社会问题中已经产生非常多
的积极作用，为社区服务、心理
健康、青少年发展、特殊教育等
领域提供充足的专业支持和帮
助。 如果说志愿者是闲暇之余利
用自身的时间和其他资源献身
公益事业，那么社会工作者则是
更加专业的正式职业，将推动社
会进步和发展作为自己的职业
追求。 白桦林的存在，让社工专
业化成为了可能。

白桦林在具体工作的推进
中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社区居
民并不是非常理解社工的工作
内容，认为他们的工作和普通志
愿者没有区别，在大众认知中比
较少得到大家的认可。

另一方面，白桦林的主要资
金来源是各项目所带来的资金
效益，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就是
让机构可以实现资金自主，自我
造血。 对于自我造血，赵星认为
白桦林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就是

成立社会企业，“如何转化成社
会企业，实现自我造血。 资金资
助，自我生存，是每个社会组织
都要遇到的挑战。 ”

目标：
专业社工的能量补给站

白桦林的发展目标是社会
工作专业化，同时调配一切社会
资源，服务于社会工作。

对于目标实施的情况 ，她
说：“我们的前期预期不是很
高， 现在白桦林只是一个驻区
的组织， 想要转变全部的环境
力量还不够，凡事量力而为，我
们期望的是一种制度的转变。
现在白桦林还是在摸索和探索
的阶段， 能够让手下的社工专
业化职业化， 让他们能运用专
业的东西贯穿整个工作中。 对
那些闲散组织能够发挥更有效
的作用， 包括更有效地管理志
愿组织， 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
想要成就的目标。 ”

白桦林未来的发展目标就
是使平台能够蕴含的资源更丰
富，职能更明确。 这其中的资源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公益机
构，另一个是受众。“让社区服务
更加科学， 社会工作更加专业。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赵星说。

在未来，希望看到更多的社
会机构能够在白桦林的扶持下
成长起来，更多的志愿团体更加
专业，在更多的社会领域中看到
专业社会工作者行动的力量。 而
更重要的是，让大众接受社会工
作者这个概念，将社会工作和与
志愿者、护工区别开来，提升社
会的认同度，让更多社会工作者
发现自身的使命，愿意并且有能
力去帮助帮扶对象，越来越多的
社会机构发现社会工作者的重
要性，让白桦林真正成为社会工
作者专业能量和资源拓展的补
给站。

（据公益慈善学园）

白桦林公益发展中心：

打通专业社工成长任督二脉

2017 年国庆前夕，石景山区的“老街坊志愿者服务队”参与“擦亮城市”公益服务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