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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社工乡村实践
“不能再无睹一些凋敝乡

村 中 的 留 守 儿 童 和 困 境 儿
童。 ”李俊离开了工作过 10 年
的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云南连心社区服务照顾中
心”， 回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
州武定县高桥镇唐家村，用祖
父给的钥匙打开锁，从蛛网密
布、 杂草丛生的老宅里抓出 8
条蛇， 赶走成群结队的老鼠，
在这里注册了楚雄第一个民
办社会工作机构。

3 年时间里， 李俊把唐家
村 5 号那幢 20 多年无人居住
的老宅变成了热闹的“儿童之
家”。

同样在 3 年前， 从云南师
范大学毕业的李小菲和陈江
龙，受云南连心“三区计划”选
派， 来到沧源县勐董镇刀董村
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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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社会服务， 通过组建民族歌
舞文艺队，挖掘展示民族文化，
不断发现村中“能人”、妇女骨
干， 通过社区活动和服务来增
强村寨的凝聚力。

一年后，当时机成熟时，他
们提出的成立养鸡合作社的建
议被采纳。 合作社最初只有 7
户村民， 如今发展到覆盖全村
80%的农户，还吸引了 5 名本村
青年返乡创业。 靠此一项，户均
每年增收近 3000 元。

而这一切， 只是云南省发
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 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社工专业服务覆盖 16州市

云南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之一，近年来，在精准
脱贫中取得明显成效。 贫困发
生率从 2010 年的 39.6%下降至
2016 年的 9.8%；农村贫困人口
从 2011 年的 1014 万人，减少到
2016 年的 363 万人； 贫困地区
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3109 元增加到 7847 元，贫
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明显改善。

但是， 云南是全国贫困面
最广、贫困程度最深、扶贫开
发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云南
藏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都
在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
范围之内 ， 全省有 27 个深度
贫困县、300 多个深度贫困乡、
3000 多个深度贫困村，仍是全
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精准扶贫
的任务还很重，打赢脱贫攻坚
战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
与，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的注入。

2015 年 3 月 ，云南省委组
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发改委、
省民政厅等 18 个部门联合下
发了《云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队 伍 建 设 中 长 期 规 划
（2015-2020 年）》，将云南省社
工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了总体
规划中。

2017 年， 中共云南省委组
织部、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人
社厅和省扶贫办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了《云南省关于支持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
实施意见》，明确了社会工作专
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服务内
容， 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助力
脱贫攻坚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在帮助贫困群众
转变思想观念、 树立自我脱贫
信心、拓宽致富路径、提升自我
脱贫能力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
作用。

按照实施意见，从 2017 年
到 2020 年，由中央财政和省级
财政支持 ， 云南将每年选派
100 名以上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扎根贫困村开展社会工作
服务。

此外， 云南省还将支持和
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院系与
贫困地区合作建立社会工作专
业培训、 教师实践和学生实习
实训基地， 帮助贫困地区培养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将采取政
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式，让
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浓厚家乡
情怀的返乡社工， 回乡创办农
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参与脱
贫攻坚， 推动当地农村社会工
作发展。

“将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引

入扶贫领域， 帮助贫困人口解
决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问
题，能够有效助力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 ”省民政厅人事（社会
工作）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云南
省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 借助民政部实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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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三区”计
划），积极利用项目平台，充分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困难
帮扶、资源链接、生计发展、能
力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造
福群众。

“许多人不了解少数民族
地区社工的作用， 但是这些年
轻的社工用多年的工作证实，
社工对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参
与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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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心”理
事长向荣说。

专家表示：“社会工作参与
脱贫攻坚， 有助于推动纯经济
式扶贫向综合性扶贫发展，由
输血型扶贫向造血型扶贫转
变， 有助于推进物质帮扶与精
神关爱的同步介入， 为贫困治
理注入新的活力。 ”

此外，与单纯的“救济式扶
贫”或“产业化扶贫”模式不同，
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不仅仅
止步于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而
是通过挖掘社区优势资源，激活
社区内生动力，在社区互助意识
的激发和培育、农村社区凝聚力
的增强、易地搬迁的社区融合和
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
努力和探索， 共创公共参与、文
化认同、社会互助、环境友好的
社区共同体精神。

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以
来， 云南省民政厅累计选派了
520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深入
贫困地区， 积极帮扶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搭建网络销售平台，
链接各类资源帮助当地农民解
决困难，提高农民的专业化、组
织化程度。 目前，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已覆盖全省 16 个州（市）
68 个县（市 、区），直接服务贫
困群众 20 万以上，间接服务贫
困群众达百万人次。

破除“瓶颈”激活扶贫资源

社工人才在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中以其专业的理念、 知识
和技巧，在困难群众帮扶、群众
脱贫信心树立、脱贫能力提升、
产业需求及规划等方面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是对党和政府脱
贫攻坚工作的有益补充。 近年
来，云南在各级政府部门，通过
三区计划、牵手计划、省福彩公
益金项目等， 搭建了很多很好
的平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社会工作在扶贫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服务提供
者， 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
能发挥专业优势，做好扶贫需
求评估、生计发展、能力提升、
精神关爱等工作，开展社会融
入、心理疏导等服务。 ”向荣认
为，社工以专业的策略 、技巧
和方法，充分挖掘和发挥贫困
群体的能力 、 积极性和主体
性。 此外，社工是资源链接者，
在充分评估贫困对象需求的
基础上，通过其专业工作在受
助对象与社会资源占有者之
间搭建桥梁，帮助救助对象链
接生活、就学、就业、医疗等方
面的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组
织其他专业力量和志愿者为
救助对象提供服务。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
心主任兰树记认为， 脱贫攻坚
大家更多时候关注了产业发展
及物资帮扶方面， 往往忽略了
对村庄弱势群体精细化、 专业
化的扶助工作。 大家都知道在
很多村寨发展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 外出就业是提高收入的重
要渠道。 那么大量青壮年外出，
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残疾人
等弱势群体就需要得到照顾和
支持， 社工可以在这方面发挥
专业优势和作用。

“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社
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 ”在云南
武定县正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理事长、党支部书记李俊看来，
民办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是现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中一支重要的协助力量， 也是
为贫困群众提供心理疏导、精
神关爱、关系调适、能力提升等
社会服务的新兴力量。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
服务中心主任郑雪敏表示，社
会工作人才、 社工机构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 与各级政府职能
部门之间，是一个互帮互补、彼
此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平
等、尊重、共赢、合作的前提下，
一起去实现减贫增富， 解救危
难、缓解困难、激发潜能和促进
发展的共同目标。

随着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愈
发深入， 如何支持社会工作专
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加强社
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留住人才、
用好人才” 是值得关注的一个
问题。

长期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
兰树记认为，乡村不缺人才，缺
的是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机会，
建议考虑通过社工报考事业单
位和公务员给予加分政策，或
建立社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专项基金， 以项目
资助方式支持更多人去乡村做
社工， 多措并举解决乡村人才
不足问题。

“一方面，社工人才整体储
备不足，资金支持也不足。 另一
方面云南乡村贫困面广、 群众
的社会需求大， 而山区交通等
基础条件使社工机构难以大面
积覆盖。 再其次，整个行业生态
的打造上 ， 还面临着诸多挑
战。 ”李俊建议，从各级加强服
务协同， 真正让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和志愿者协作扶贫机制 ，
通过购买服务、 公益创投等方
式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实施扶贫
志愿服务项目。 支持到贫困地
区建立健全农村社区、 社会组
织和社会工作联动机制， 加快
形成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协同参
与脱贫攻坚格局。

郑雪敏建议，“目前， 社工
人才专业服务能力整体薄弱 。
社工人才队伍的基数和专业服
务能力都薄弱。 要加强社工人
才对伍的建设， 除了专业能力
的提升培训、系统教育等，还要
解决社工人才的工资待遇和福
利的问题， 可以通过出台相关
政策， 提高社会工作人员在项
目总资金的占比、岗位购买、以
奖代补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这
个问题。 ”“社工人才可以在帮
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
立自我脱贫信心、 拓宽致富路
径、 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方面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 向荣表
示，推动扶贫济困、增进民生福
祉， 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使
命， 也是当前社会工作者的时
代责任。 社会工作因其专业性
和职业化， 更能了解贫困者的
需求。 民间公益更有助于拾遗
和创新， 加快推动专业社会工
作力量参与扶贫， 将有助于充
实和优化扶贫工作队伍， 丰富
扶贫工作手段， 增强扶贫工作
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对加快形
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
局大有裨益。

（据云南网 ）在社工推动下，通过建立合作社，农民逐渐摆脱贫困。 图片据云南网

社工们从陪伴留守儿童开始逐步走进乡村。 图片据云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