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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居民生活需求 社会组织做链接 专业社工来执行

社区治理共同体怎样打造
春节期间，60 多岁的王林芳

家一直窗明几净。 她住在河北省
保定市莲池区东方家园社区。 以
往， 年前大扫除是她最头疼的
事； 可这个年她没发愁———“社
区早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了”。
免费帮王阿姨打扫屋子的，是来
自社区里红梅社工服务中心的
社工。 这个春节，不仅王阿姨家，
社区里数十个 60 岁以上低保户
的屋内清洁工作， 都由他们包
了。 帮助王阿姨们争取到这项福
利的，是该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袁红梅。 由于社区缺乏人手，她
利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入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工，帮
助社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

社区是城乡“细胞”，百姓生
活的点滴小事，承载民生、凝聚
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1 月
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
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目前，中
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 76
万人，社会工作服务站 13697 个，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5880
家，这些力量使基层社会治理的

“毛细血管”更为畅通。
进入新时代，社区、社会组

织、社工怎样更好联动，打造一
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 本报记者在北京、河北等
地进行了探访。

社区：解决居民实际需求

为 60 岁以上的低保户联系
免费保洁，为想学按摩的贫困户
联系培训学校……这个春节假
期，是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方
家园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袁红
梅最忙的时候。

东方家园社区共有 72 栋单
元楼、2500 户。 袁红梅已经在这
里服务了 18 年。 随着社会发展，
社区居民需求发生变化，依靠几
名社区工作者、沿用老办法已经
无法适应要求。 如何打造“有温

度”的社区，让关爱和帮助真正
瞄准居民实际需求，是她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

随着专业社会团体、社会工
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着丰
富社区工作经验的袁红梅想到，
何不借助社工力量，帮居民解决
一些实际困难。 为此，她主动参
加了社会工作师考试，并在 2016
年牵头成立了保定市内第一家
社区社会工作室———红梅社工
服务中心。

对于这个中心，袁红梅定位
很清晰： 平台是东方家园社区，
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人员可以
整合保定市几百名持社会工作
师资格证书的社工力量，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为社区老人、儿童、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

为增强专业性，在为社区 80
岁以上高龄的空巢老人服务时，
红梅社工服务中心与河北大学
善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合
作，邀请专业老师参与指导。 通
过入户访问，了解老人个性化需
求后， 他们一一联系对接部门，
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很多
老人需要心灵慰藉，我们就定期
上门陪他们聊天， 送生日蛋糕，
为老人庆生。 ”

3 年来，社区开设了减压室，
邀请专业社工为居民进行“心理
按摩”； 还成立了糖尿病等 6 个
慢性病人俱乐部，邀请医生做讲
座。 今年，袁红梅准备把社区锅
炉房改造成多功能活动中心，既
能托老托幼，又能娱乐健身。

“我希望有条件的社区都能
建立一个社会工作室，使服务项
目和群众需求对接得更紧密。 ”
袁红梅说。

社会组织： 用新思路破解
“老大难”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的
东大街西里社区是一个老旧小
区，6 栋楼里住着 1400 多户。 如
今，小区里车辆摆放整齐、管理

有序；道路边隔段
距离就放有猫狗
粪便袋。 然而，在
社会组织瑞丰社
会服务中心参与
社区治理前，因为
猫狗粪便、车辆剐
蹭、争抢车位等问
题，社区居民矛盾
不少。

瑞丰社会服
务中心总干事郑
梓赓是一个“90”
后，他和同事们采
取的办法是：先易
后难，首先解决动
物粪便问题。

郑梓赓和社
区工作者先召集
养宠户、不养宠物
居民代表坐到一
起，听诉求，想办
法。 经过了解，猫

狗粪便、流浪猫扰民、环境污染
是大家反映的焦点。 解决问题得
有干事的人。 随后，一个由养犬
户、不养犬户、热心居民组成的
“萌宠之家”社会组织成立，骨干
8 人、成员达 40 多人。 他们义务
在小区张贴文明养犬告示、清理
猫狗粪便、 发放动物粪便袋，瑞
丰工作人员还教他们制作精美
的拴狗绳，免费发放给居民。

因为小区里流浪猫生育小
猫，居民时常因饲养问题发生矛
盾。 最后，大家同意为流浪猫做
绝育手术。 不过，数千元的费用
谁来出？ 为此，瑞丰工作人员联
系了一家宠物公益基金会。 由基
金会和社区共同出资，“萌宠之
家”成员负责将流浪猫送往宠物
医院，做绝育手术。 就这样，小区
的动物问题解决了。

召开议事协商会议，然后根
据需求链接专业资源。 事实证
明，只要思路对了，老大难问题
也可以迎刃而解。

停车难的解决过程也是如
此。 瑞丰社会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王科介绍说，他们继续依托“萌
宠之家” 社会组织和楼门长，通
过一户一户问需求、 定方案，最
终 97%的住户达成一致。 由 6 个
居民组成的小区停车自管小组
成立，车位分配、道路划线、探头
安装、管理员聘请、停车费收集
等工作有条不紊开展起来。 自管
小组还安排专人管理停车费，定
期向居民公布每一笔费用使用
情况。

6 年扎根社区， 瑞丰逐步赢
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不仅干成
了像小区绿地认养这样的“小
事”，还做成了很多大事，如对数
百名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进行
非药物干预，协调涉及数百万元
的老旧小区下水管道改造。

社工：专业人干专业事

曾经黑灯瞎火的胡同，如今
30 多盏太阳能路灯亮起来了；路
上方便老人行走的坡道多了；居
民家里有了供老人搀扶的扶手；
社区里失智老人有了党员结对
看护……看着 A 社区出现的这
些变化，北京市西城区一家社会
组织的社工小郑十分欣慰。

不过，在小郑所在的社会组
织承接该社区委托的党组织服
务群众项目之前，这里的情况并
不好：社区物业管理滞后、需要
关怀的老人数量多、堆物堆料等
环境问题突出、 邻里关系生疏，
等等。

面对这些难题，拥有社会工
作师资格证书的小郑有一套办
法：

首先，建队伍。 依托社区党
支部和党员责任区，组建起由社
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构成的互
助社， 通过提升他们的议事协
商、活动策划能力，收集了几十
条居民关心的需求，涉及环境整
治、关怀弱势、公共休闲等。 小郑

说：“我定期召集由社区党委副
书记、 互助社成员参与的议事
会，一起协商解决办法。 ”

其次，办实事。 针对居民不
同需求，小郑和互助社成员采取
的解决方法各异：有的小区堆物
堆料多， 就通过开展绿色兑换、
主动清理、 胡同议事等方式解
决； 有的小区邻里关系疏远，就
举办趣味运动会、 手工兴趣班、
亲子互动等活动， 让邻里熟起
来；有的小区高龄老人多，就通
过集体生日会、为高龄党员和特
殊老人“端午送粽子”“重阳送寿
桃”等活动，体现社区的温暖。

“社工的真正作用是通过培
育社区社会组织和骨干，逐步从
指导者、协作者转变为顾问。 ”小
郑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帮助社
区建立一套成熟有效的社会工
作机制十分重要。 为此，她在开
展活动时就很注重社区骨干、社
区工作者的参与。“他们最了解
社区居民需求，是社区社会工作
的‘种子’，教会他们运用专业方
法，有助于社区真正链接到解决
老百姓困难的资源。 ”

共同体： 把事办到居民心
坎上

2013 年，民政部联合财政部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
工作发展的意见》， 提出探索建
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
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
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
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建立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
工作联动机制， 促进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近年来，各地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公益创投、设施项目外包
等机制，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和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社区治理。

“政府在民生问题上放权，
动员社会力量，解决民生与和谐
社会建设问题，可称为共建共治

共享，既发挥了社会组织、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的优势，又解决了
社会参与、 社区治理方面的问
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
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对
记者说。

“让专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
区，有助于解决百姓生活中的很
多小事、难事。 ”一名多年负责社
会工作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为
此他采取了 3 种办法：一是在每
个社区配备“1 个社工+1 个社区
社会组织”， 用专业方法帮助社
区恢复熟人社会，解决居民代表
性需求。 二是通过参与社工开展
的服务活动，帮助社区工作者提
升服务专业度。 三是引入社会组
织，打造“全科社工”，为居民提
供办理老年证、低保等各种公共
事务服务。

专家表示，要打造一个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
些问题亟待重视。 例如，对社区
自治如何统一认识，社工服务专
业性如何贯穿始终，社区工作者
如何实现专业化发展等。

“我们之前既做裁判员又当
运动员， 现在是做好资源链接
者、社区社会组织孵化者，角色
更超然。 ”对于如何处理好与社
区的关系， 郑梓赓有自己的经
验：一是认清角色边界，和社区
建立信任关系，不找事、不添麻
烦，共同致力于解决居民实际困
难。 二是看准时机，以社区居民
实际需求为导向，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和骨干，帮助他们以专业方
式链接社会资源和社工力量。

“核心问题是‘三社’在何处
联、怎样动。 ”王思斌说，基层政
府要在社区层面搭好平台，使各
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各施所
长，协同联动，解决问题。 其中，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开放
性、综合统筹能力是关键。

“只有社会治理重心进一步
下沉，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居民
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制度化
建设才能真正落实，把事情办到
老百姓心坎上。 ”王思斌说。

（文图/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