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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援疆社工让政策阳光洒满高原
塔吉克姑娘姑丽娜尔·艾米

尔艾利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金融
专业，毕业后留在乌鲁木齐工作。
2017年， 她无意中听到家里人说
起深圳援建的塔县社工站正在招
聘社工，就很快报了名。通过考试
后，她放弃了在乌鲁木齐的工作，
返回家乡做起了社工。 虽然收入
和生活水平都不如以前， 这位漂
亮的塔吉克姑娘却一点都不后
悔， 她说：“能够为家乡做点有意
义的事情，我很骄傲。 ”

首创社会建设援疆模式、以
民间社会组织及社工力量介入
援疆工作、所创援疆社工站成为
全国百强、社会援疆经验被世界
所关注———深圳创造性开展社
会援疆工作， 坚持政府指导、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多元投资原
则，形成合力不断创新援疆工作
模式和运作机制，在所有的援疆
省市中独领风骚。

创新援建社工机构
搭建社会服务桥梁

部分政府难以介入的问题
交给非政府机构解决，通过“润
物细无声” 的社会工作方式，从
精神上和物质上帮扶当地百姓，
这不仅架起了政府与百姓之间
的桥梁，也拉近了政府与百姓之
间的距离。 2011 年 3 月，深圳市
对口支援新疆（喀什）社会工作
站（简称深喀社工站）成立，成为
南疆三地州第一家由政府指导、
民间组织自主运营的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机构。塔县社工站 2015
年挂牌成立，开启了高原社会工
作的新篇章。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
社会工作站站长董欢介绍，深喀
社工站已成为南疆社工服务机
构的领头羊，首批全国社工服务
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

随着喀什深圳产业园里现代
化工厂拔地而起， 当地农牧民逐
步向产业工人实现转化， 社工实
践在这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喀什深圳产业园区社工服务站是
喀什市首个企业社工服务站，是
深圳社会工作援疆的一大创举。

董欢表示：“促进贫困家庭
人员的稳定就业是精准扶贫的
重中之重。 产业园里大部分工人
从前都在家务农，从来没有打工
上班的经历和意识，出现了迟到
早退的现象。 很多工厂刚开业的
时候，产品质量不稳定，员工的
稳工率也不太高，这就需要社工
们主动作为，帮助务工者适应新
的身份和生活节奏。 ”

为了尽快拉近务工人员的
距离，社工们组织起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在轻松欢乐的气氛中培
养起务工者对集体的认同。“我
们刚进园区开展工作时并不顺
利，去企业调研、走访时也会吃
闭门羹。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
特别是我们帮助几家企业成功
策划和组织了几次活动后，他们
渐渐认可了我们。 现在，他们常
常主动邀请我们帮他们的员工
做一些心理和法律等专业知识
的培训。 ”喀什深圳产业园区社
工督导阿依古丽·吾斯曼说。

积极开展民生项目
全面推广先进理念

据了解，喀什经济发展以第
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发展
薄弱，农业和畜牧业是农户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 限于资源和个
人发展能力的不足，大部分农户
虽有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却没有
能力去迈出第一步。 自 2011 年
建站以来，深喀社工站一直围绕
政府精准扶贫、改善民生的中心
思想，积极开展各项民生项目。

2011年， 喀什社工站和四川
海惠助贫服务中心共同开展了“小
母羊”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项目为
每个贫困农户购买 5只母羊，两年
内母羊和产下的羊羔归农户所有，
两年后，得到帮助的农户要将当初
得到的启动资金“传递”给下一个
需要帮助的农户。喀什市多来特巴
格乡 15村村民阿不力米提·吐地
是首批项目参加者之一， 两年后，
他家的 5只母羊已经生了 10只小
羊， 按照市场价格可以卖到两万
元。 按照当初的约定，他也把 5400
元启动资金“传递”给了下一个农
户。 通过活动的开展，村民们组建
了若干个互助组，形成“助人自助”
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了村民互助
的功能。

董欢说，除了收入增加，“勤
劳致富、助人自助、市场意识”的
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农户接受。
“截至目前，‘小母羊’ 项目已为
1430 余户贫困户家庭提供了
7150 只母羊， 进行养殖增收，参

与项目的 80%家庭两年内都增收
了 1 万元以上，项目被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作为先进经验推广。 ”

只有努力才能改变
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秋天的阳光洒落帕米尔高
原，43 岁的塔吉克族农妇汉佳古
丽·拜尔干坐在宽敞明亮的安居
房里，认真地绣着古堡石头城遗
址的刺绣。“这是我们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象征，绣这样
一幅画我可以挣 150 元呢。 ”

汉佳古丽·拜尔干参加的
“福满家” 项目， 是深圳市投资
630 万元、 因地制宜在高原上打
造的“长技能＋美家庭＋增收益”
的民族手工艺品培训活动。 参与
这一项目推广的塔吉克族社工
卡德丽亚介绍说，这个项目将为
全县共计 2785 户贫困家庭女性
培训刺绣、服装生产、民族特色
生活用品制作等技能，带动民族

手工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增收。
承担“福满家”项目的新疆

森塔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泰
坤告诉记者，公司共为项目准备
了 1.43 万个绣花产品， 价值达
160 万元，绣品图案有石头城等 5
个款， 目前已在该县 12 个乡镇
的 40 个村发放了 6000 幅。 据了
解， 经过两个月的轮训， 该县
2785 户贫困户家庭中 16 岁~50
岁的女性大部分都参加了手工
刺绣培训。 杜泰坤说，塔吉克族
妇女们有刺绣基础， 学得特别
快， 连深圳来的老师都赞不绝
口。 目前公司已经回收了 300 多
幅绣品， 发放了 4 万多元现金，
有一位妇女一个月就绣好了 4
幅作品，拿到了 640 元钱。

“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
努力，就能改变。 ”这是喀什随处
可见的一幅标语。

董欢是一名来自深圳的援
疆社工， 从 2013 年 4 月开始，这
个 1988 年出生的陕西妹子，克服
气候、语言、交通等困难，扎根在
喀什开展社工服务，迄今已经是
第 5 个年头。 正是在她这样坚持
奉献的深圳义工带动下，喀什和
塔县当地的义工人才也迅速成
长了起来。

塔吉克族社工努尔曼古丽·
阿曼伯克 2015 年 10 月 11 日入
职塔县社工站，曾经负责过多个
社会工作项目。 今年 9 月，因为
丈夫在外挂职，自己工作比较繁
忙，毅然将年幼的孩子送回喀什
爷爷奶奶家中。 今年 7 月，在随
孩子们一起参加完 2018 深喀青
少年“手拉手”深圳夏令营后，她
在朋友圈里深情地写道：“因为
一群人，爱上一座城。 ”

这是当地人民的心声，也是
援疆人员的心声。

深圳与喀什，看似关山万里，
实则心手相连。 （据《深圳商报》）

“谢谢叔叔阿姨给我们送来
了书包文具，还安装了‘加马成
长伙伴’智能设备，以后我想父
母了就可以找老师操作，与父母

进行视频连线了。 ”今年 15 岁的
杨进就读高桥中学 201 班，由于
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 是一名典型的农村留守儿

童，杨进只能在每年春节时候见
到父母。

2018 年 10 月 30 日，深圳壹
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融壹账通”）联合华融湘江
银行桃江支行来到了湖南省益
阳市桃江县高桥中心学校和大
栗港镇栗山河乡九年一贯制学
校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两所学
校送去了两台“加马成长伙伴”
智能设备和学习用品共价值近 4
万元的爱心物资。

华融湘江银行桃江支行莫
伟文介绍，在乡村学校，留守儿
童比较普遍，这次与金融壹账通
捐赠的加马互动一体机，可以利
用“加马成长伙伴”即时视频通
话和在线视频学习等功能，帮助
他们解决与父母沟通较少、缺少
外部联系和知识获取匮乏的困
境。 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绵薄之
力，帮助农村学子解决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为孩子提供一个优
良的学习环境，希望孩子们勤奋
学习，努力用知识改变自己的人
生命运。

据了解，“加马成长伙伴”是
金融壹账通加马研究院研发的
人工智能科技产品。 将“加马成
长伙伴”设置在留守儿童聚集的
希望小学中，在外打工的父母仅
需在手机中下载 APP 即可与留
守儿童在学校视频。

据金融壹账通公益行负责
人介，“加马成长伙伴”除了能让
留守儿童与在外地的父母随时
视频外，还将与全国众多的公益
组织合作，与上海、北京等地的
小学开设共享课堂，实现教育资
源共享。 通过视频功能，在希望
小学的孩子们也可以和第三方
机构视频沟通，从而有机会看到
祖国的大好河山，开拓眼界。 此
外，“加马成长伙伴”收纳了众多

科教文卫视频，并通过互联网进
行传播与实时更新，让留守儿童
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打
开新的知识大门。

“我们希望能利用我们的科
技优势回馈社会，帮助留守儿童
改善现状，让孩子们在更多关爱
的环境中健康成长。“金融壹账
通”加马人工智能留守儿童成长
陪伴计划的负责人也呼吁，希望
能有更多金融机构、 教育机构、
公益组织与社会爱心人士能加
入进来，共同关注中国留守儿童
问题。

据悉，金融壹账通计划携手
金融机构共同捐赠 100 台“加马
成长伙伴”至全国 100 所留守儿
童较多的贫困学校。 目前已有华
融湘江银行、西安银行、乐山市
商业银行、 凉山州商业银行、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参与到首批的
捐赠行动中来。 （武胜男）

AI陪伴留守儿童成长
“加马成长伙伴”首站走进湖南

� � 塔县社工正在指导塔吉克妇女参与“福满家”项目。 “福满家”项
目惠及了该县 67%的贫困户，大大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让女
性成为脱贫攻坚战重要力量（图片据深圳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