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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随访：北京青年社工的困窘与坚持

广东：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实施办法印发

� � 清晨通勤路上，徐红艳开始
与社区居委会沟通当天下午的
活动———她要和同事一起为某
社区 80 岁以上老人举办一场集
体生日会。 但上午还要先走访社
区里几户空巢独居老人。 下午活
动结束后，她回到办公室，与团
队回顾、 反思当天的活动情况。
匆忙吃完晚饭，她开始写下午活
动的书面总结，以准备几个月后
项目结项报告。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扬帆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徐红艳
平常的一天。

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
许多人可能会把他们混淆于利
用闲暇献爱心的“志愿者”。 实际
上，社工是在社会福利、残障康
复、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等社
会服务机构中， 从事非盈利、专
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
在中国内地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
代。 他们帮助服刑犯人安置子
女， 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临时庇
护，协助失业、贫困者申请补助，
为早早放学的儿童开设“四点半
课堂”……社工将社会关怀延续
到政府公共服务尚未顾及周全
的角落。

根据民政部 2018 年发布的
统计数据，中国内地社工专业人
才达 102 万， 但还不到总人口
0.8‰，较发达国家和地区 2‰左
右的比例仍有差距。

“我以前也是留守儿童，在
亲戚、邻居的照顾下长大。 那种
和睦的环境，是我期待中社会的
样子。 ”徐红艳这样解释她做社
工的初衷。 自 2015 年硕士毕业，
她已在社工一线干了近四年。

徐红艳为社区老人组织活

动时，曾遇到一对退休前颇有建
树的老夫妇。 因和子女不睦，两
人终日郁郁不乐，老爷子甚至有
轻微抑郁症。 一个多月后，在最
后一次活动中，徐红艳组织老人
们表演才艺。“那么一个小活动，
没想到老爷子看着表演，突然哭
了。 ”徐红艳记得老人说，他在维
也纳看演奏的时候，都没有那么
开心。“是身边的人带来的温暖
让他那么感动。 ” 徐红艳回忆：
“老夫妇把自己封闭在失望的家
庭环境里， 我们带他们走到社
区， 看到别的老人如何积极生
活，也受到别的老人劝慰、鼓励。
老婆婆告诉我，好久没见老伴儿
那么开心，她要在社工走后把活
动继续做下去。 ”

徐红艳还曾服务过一位独
居老太太。 老太太六十多岁，一
直未婚，多病。 亲人只剩两个姐
妹，却住得远。“平时没人陪她说
话，来自家庭的支持几乎没有。 ”
徐红艳说， 居委会志愿者想帮
老太太，但她总是故意不开门、
不接电话， 居委会就委托社工
去做干预。“一般人容易觉得她
矫情，其实从心理学角度，老太
太只是想博得更多关注。 ”通过
多次聊天，徐红艳渐渐了解，老
太太是个极要强的人， 不能接
受自己衰老、体弱、需要帮助，
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屡次打
电话说“死了算了”。 只要接到这
种危险讯号，徐红艳就即刻赶去
安抚老人。

经过近一年的陪伴和引导，
老太太渐渐化解对衰老的不理
性认知，改变了生活状态。

“家庭没能带给他们的温
暖，社工的服务带来了。 ”徐红艳

说。“一点点用心，也
许会改变一个老人晚
年的幸福程度。 ”

但是， 助人的社
工，有时却在“自助”上
颇为窘迫。

根据上海青翼社
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
发布的 2017 年全国社
工工资调研报告，全
国 80.67%的社工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 但七
成社工月收入不到
4000 元人民币。 2017
年北京市社工月平均
工资为 7256 元， 但同
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
工资为 8467 元。

然而，工资低并非
世界社工普遍情况。
例如， 根据香港 2014
年《非政府社福机构薪酬及福利
机制研究报告》， 香港本科及以
上的社工薪资中位数达 16825
港币，高于香港雇员月工资中位
数 14800 港币。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副院长徐健解释，内地社工机
构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
购买服务的资金，但项目资金对
人员费用计入不足，故社工机构
在项目运作和社工工资上左支
右绌。

“我常常想，我受过不错的
教育，也努力地工作，为什么会
连房租都交不起？ ”去年获哥伦
比亚大学社工硕士学位的黄力
对记者说。

黄力回国后进入了北京一
家儿童公益机构。“钱少， 活儿
多， 还没有社工机构该有的温

情。 ”黄力认为，这跟机构需要不
停地接项目以获得资金有关。

“机构在很大的生存压力下，总
有写不完的投标文书要加班赶
工，每个项目都难以做精。 同事
们都很忙，没人有工夫带新人。 ”

徐健告诉记者， 目前政府
跟社工机构签项目往往一年一
签，结项后又要重新竞标。 作为
服务于人的项目，期限太短，难
见成效； 同时造成社工机构资
金来源不稳定， 在项目间疲于
奔命。 他表示，如果政府的管理
模式能有所改善， 社工们或许
能从容一些。

去年秋招时，黄力的家人和
朋友都鼓动她换个薪资高的工
作。 黄力并非来自殷实之家，读
本科时曾申请贫困家庭补助。 面
对经济压力，她非常纠结，但还

是决定坚持。
“我这种家庭，做什么都挺

难的，不如坚持我认为有意义的
工作。 ”黄力说。“不能都去赚钱
的行业啊，社会角落的问题需要
社工。 ”

徐红艳则说，唯一动摇的时
候，就是想到自己可以帮助很多
人，却无法陪伴亲人。 而她的父
母跟许多老百姓一样，不明白社
工是干什么的。

聊到种种短期难有转机的
困难，徐红艳却未抱怨。“我不久
前去看了改革开放 40 年展览，
觉得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很多
曲折。 社工是一个新的领域，它
在慢慢地完善，我们也要给政府
多一些时间去规范管理，给大众
多一些时间去了解、认同社工。 ”

（据中新社）

� � 4 月 12 日召开的浙江全
省民政系统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推进会上称：今年年
底前， 就可以通过“浙里办”
APP 扫描民政服务二维码，像
手机购物一样便捷地办理低
保、老年优待证以及进行婚姻
登记预约等业务。

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码”
上通办。 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将
推行银行网点代办，注册资金
将实现网上核验，办事服务体
验将进一步改善。 社会组织设
立、变理等事项将实现跨部门
网上联办，逐步实现社会组织
信息一码通查，社会组织事项
一码申办，社会组织内部管理
一码运行。

养老“码”上服务。 探索推
进数字养老服务，推动各类养
老服务主体利用信息技术，提
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等智慧
型居家养老服务，以后老年人
使用一张身份证即可享受养

老服务、养老企业通过一个社
会信用代码参与养老服务活
动，逐步实现养老机构入住一
码办理， 养老服务一码享受，
养老产业一码参与。

慈善爱心“码”上传递。 将
构建全省慈善信息平台，为慈
善组织提供信息披露服务，为
慈善项目提供集中展示平台，
为困难群众开通慈善需求信
息发布渠道。 同时建立慈善服
务供需对接平台，满足公众多
样化、多层次慈善服务需求,逐
步实现慈善组织信息一码披
露，慈善项目一码展示，慈善
需求一码发布。

此外，还将推进困境儿童
“码”上关爱、社会工作“码”上
对接、城乡社区治理“码”上参
与、信息资源“码”上支撑。 目
标是用 3 年时间， 分步推进，
分类实施，高水平实现民政服
务“码上办”。

（据央广网）

� � 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
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的实施办法（试
行）》印发。《办法》参考《慈善法》对慈
善组织年度报告的要求，已被认定为
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应当依法履
行年报义务；以习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依据中央政
策， 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把年度检查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
度；总结广州、深圳市社会组织年
度报告改革的工作经验，推进年度
检查制度转变为年度报告制度。

《办法》取消登记管理机关出

具审查结论，简化办事流程，方便
社会组织办事， 增加社会组织对
自身行为的法律责任， 改为年度
报告全部实现一网报送、 公开和
存档，不需要加盖年度结论印戳，
社会组织实行依法自治。

《办法》明确加强社会组织自
律诚信建设， 由社会组织对年度
工作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及时效性负责， 并向社会作出
信用承诺。

《办法》明确由第三方机构为
社会组织提供年度工作报告的填

报咨询和指导服务；第三方机构对
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出具监测
评价报告， 报送登记管理机关，登
记管理机关形成社会组织年度工
作分析报告，同时报送业务主管单
位，减少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
政风险，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
主管、行业部门的联合监管，强化
事中事后服务与管理并重，并采取
针对性培训服务，以问题为导向整
改指导，随机抽查方式、抽查审计
等方式，对社会组织日常活动进行
监督检查。 （王勇）

广州：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管理办法修订出台
� �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联合发文， 印发
出台《广州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据悉，新修订的《办法》对等
级评估内容进行调整，单独将党
建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内
容。 此外，《办法》还对社会组织
评估工作提出更规范的要求 。

《办法》 中对评估专家组成员数
量进行明确规定，表示评估专家
组成员一般由 5 人组成。 同时，
梳理完善申报 3A 及以上社会组
织评估工作程序包括：组织自评
及提出评估申请、第三方机构组
织初评并出具初评意见、评委会
终审并确认等级、结果公示并送
达通知书。

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办
法》也作出明确规定，表示民政部
门通过公平竞争方式确定第三方
评估机构， 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初评工作。 新
《办法》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规
范明确了评估中的具体要求，更
具有操作性、指引性。

（据央广网）

北京市海淀区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为社区居民组织插花活动（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