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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新征程，社工在行动

2019 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开启
� � 3 月 18 日，2019 年社会工作
主题宣传活动在各地展开。 今年
的活动主题为“追梦新征程，社
工在行动”， 活动时间为 3 月 18
日至 24 日。

从世界社会工作日到中国
社工周

2007 年 3 月 27 日， 时任国
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主
席大卫·琼斯博士在该会成立 50
周年之际，倡导发起首个“世界
社会工作日”， 并与国际社会工
作学院联盟（IASSW）共同举办
庆祝活动。 此后，国际社会工作
者联合会确定在每年春季选择
一天在世界各地举办该活动，于
是， 世界社工日（World Social
Work Day），又称“国际社工日”，
延续成为了一年一度的全球社
会工作者的节日。

2008 年 8 月，国际社会工作
者联合会在全体会议上决定，国
际社工日固定为每年三月份的
第三个星期二。 今年的世界社会
工作日是 3 月 19 日，强调“促进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2014 年国际社工日前后，民
政部首次在全国开展了社工日
主题宣传活动，从当年的 3 月 18
日开始将持续到 3 月 28 日，共
计 10 天。 主题是“弘扬社工精
神，服务困境人群”。

此后每年都会在三月举办
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今年的社会工作主题宣传
活动的主题被确定为“追梦新
征程，社工在行动”，旨在推动
社会工作在参与脱贫攻坚、助

力乡村振兴、服务困境人群、协
同社会治理等方面积极担当、
主动作为， 以良好的专业形象
和卓越的服务成效赢得社会认
同和群众认可，在新起点、新征
程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全
面发展。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
展 2019 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
动的通知》要求，以满足人民群
众服务需求为着力点， 立足提
升社会工作服务品质和专业化
水平进行宣传策划， 进一步提
高社会工作的社会知晓度与认
同度；以民政领域为主体，做好
对脱贫攻坚、社区服务、灾害救
助、扶老助残、婚姻家庭、矫治
帮扶、禁毒戒毒、职工帮扶、医
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社会工作发
展的经验总结、模式提炼、案例
梳理和项目推广； 以激励示范
为手段，注重从城乡社区、基层
一线选树一批政治过硬、 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表现突出的优
秀社会工作人才开展广泛、持
续、 深入的典型报道和事迹交
流，切实增强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感和荣誉感。

中社联等社工行业组织积
极行动

《通知》提出，鼓励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中社
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及各级社
会工作行业组织等相关组织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策划开展全国
性或地方性宣传活动，向全国高
校社会工作院系、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和广大社会工作者发出倡
议， 号召他们开展形式多样、各
具特色的宣传活动，引领带动社
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据介绍，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将在“社会工作宣传周”期间
开展社会工作宣传系列活动，主
要包括：

开展“我爱社工，我为社工
代言”线上互动活动，致敬社会
工作者，倡导社会工作理念。

发布 2018 年度中国社会工
作发展报告，以数据和趋势分析，
全面展示社会工作发展进程。

发布 2019 年度社会工作行
业发展倡议书，倡导社会工作者
融入大时代， 践行行业使命，推
动社会发展。

践行“追梦新征程，社工在
行动”活动主题，响应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扶贫攻坚的号召，赴江
西省莲花县定点项目村，捐赠资
金， 商讨有关农村社区改造方
案，推动落实“美好社区计划”。

邀请社会各界代表， 启动
“讲好社工故事”课题研究暨社
会倡导项目， 召开首次专家研
讨会。

此外，联合会领导将分别赴
不同地区， 以不同形式参加各
地、各领域举办的社会工作主题
宣传活动；各办事机构、专业委
员会、专项基金也将在宣传周期
间，分别举办各专业领域内社会
工作宣传倡导活动。

作为以社会工作为重要报
道领域的《公益时报》，也将在此
期间陆续发布“2018 年度寻找中
国最美社工”、 首届全国社工图
片大赛等相关活动结果。

各地采用多种形式宣传社
会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和各有关单位要面向社会大众、
服务对象和从业人员等不同群
体， 围绕社会工作政策法规、基
本知识、服务项目和作用成效等
进行宣传策划，分群体、分类别
开展宣传活动。 各地纷纷以多种
形式开展社工宣传活动。

在上海，市民政局、各相关委
办局、 各区及其社工机构均计划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工作系列活
动。虹口区民政局、虹口区社会工
作促进会、8个街道开展社工日主
题便民活动； 松江区举办第五届
社工节，以“1+1+3”的形式展开，
暨 1 场研讨会，1 场展示活动，3

个工作坊； 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
承办“邻居，你好”国际社工日建
设美好邻里关系体验活动； 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为展
现社工良好形象和服务成效，结
合中心“阳光星球” 品牌通过抖
音、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开
展 2019 年度“追梦新征程，社工
在行动”网络宣传周活动……

在广东，第八届“岭南社工
宣传周”已经于 3 月 12 日启动。
同时举行的社会工作服务展示
会上，以 8 个生动典型的优秀案
例为原型拍摄的视频短片向社
会各界展示了社会工作服务成
果， 展现了社会工作者的风采。
据统计，目前，广东持证社工共
8.2 万人， 年投入政府购买社工
服务资金 17 亿元， 培育发展社
工服务机构 1486 家。

� � 近日，以“追梦新征程，社工在行动”为主题的广东省第八届“岭
南社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社工服务展示会在广州举行（网络图片）

� �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这一年里，社会工作无论是
在政府顶层设计， 还是在人才专
业化、管理信息化、服务标准化、
宣传多样化方面都有了新的推进
和发展。经过调研、收集、分析、总
结，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整理出
了“2018 年度促进中国社会工作
事业发展的十件大事”。

1、“社会工作” 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政府重视推动专业社会
工作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2018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再提“社会工作”，
要求“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发展”。
在中央政府的重视推动下，一系
列社会工作政策陆续出台，社工
人才队伍突破 100 万人，专业社
会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

2、 民政部设立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社会工作管理
机制进一步明确。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民政部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 民政部将设立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拟订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政
策，组织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是该司
的主要职责之一。

3、44.05 万社工持证， 高级
社工师即将出炉，社工职业资格
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2018 年全国社工职业水平
考试报名人数首次突破 40 万
人， 最终 11.3 万人通过考试，全
国持证社工达到 44.05 万人。 在
初中级社工师之外，2018 年《高
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也制定
完成。 我国初、中、高级相衔接的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体系
基本建成。

4、民政部发布个案、小组工
作两项行业标准，社工实务标准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018 年 1 月， 民政部发布
《社会工作方法 个案工作》和
《社会工作方法 小组工作》两

项推荐性行业标准。 两项标准为
社会工作者开展个案工作和小
组工作提供了依据，社工实务工
作的标准化有了依据。

5、 社会工作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社会工作被纳入国家
战略。

2018年 9月，《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印发，规划
提出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要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
服务。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社工
机构积极行动。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的“美好社区计划”2018年在
全国落地实施， 社工助力社区发
展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6、 卫健委发新规医务社工
列入医院一级考核指标，医务社
工迎来发展机遇。

2018 年 11 月， 国家卫健委
公开《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考核指标》。
医务社工制度被单独列为一级
指标，考核不仅要求医疗机构设
立医务社工岗位，还对志愿者服
务时长进行规定。 医务社工迎来

发展机遇，也为其他领域的社工
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7、 社工题材电影 《米花之
味 》上映 ，社会工作宣传倡导手
段日趋多元化。

2018 年 4 月，社工题材电影
《米花之味》上映，为社会工作的
宣传倡导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电影讲述了傣族留守“问题儿
童”喃杭与其务工回乡的母亲叶
喃重塑亲情、 真正团圆的故事。
电影引发内地社工行业广泛关
注，普通观众也通过电影了解到
目前内地社工的需求、工作内容
以及面临的困难。

8、“互联网＋社会工作”有了
行动方案，社工将借助互联网实
现互通共享。

2018 年 9 月， 民政部印发
了《“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 、 志 愿 服 务）” 行 动 方 案
（2018-2020 年）》。 方案提出要
推动“互联网＋专业社会工作，
2020 年， 基本建成社会工作信
息服务系统（含手机移动端），
实现全国社会工作相关数据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 互联网与社
会工作如何结合成为社工必须
面对的课题。

9、 “中国社会工作 ” 征集
标志 ，社会工作辨识度进一步
提高 。

民政部就“中国社会工作”
主题标志开展征集活动，社会各
界积极响应并踊跃参与，共收到
321 份应征标志作品。 根据评选
活动方案，经过形式审查、专家
评审、公众投票等程序，民政部
确定了“中国社会工作”标志拟
采用作品并进行公示。 标志于
2019 年正式发布。

10、《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
条例 》出台 ，引领地方社会工作
立法风潮。

2018年 8月，《广州市社会工
作服务条例》 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并予以公布。《条例》针对广
州市社会工作服务行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了一系列促
进、激励、保障、监管社会工作服
务的制度措施， 为地方社会工作立
法工作走出了一条新路。 （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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