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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社工的迷惘与前行 ■ 见习记者 相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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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读心师”

所谓老年社会工作，就是把
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应
用到老年人生存和活动的机构
和领域，帮助老年人群体解决晚
年阶段面临的生理、心理、医疗、
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这不仅要求
老年社会工作者具备专业活动
有关的知识体系和技巧，而要对
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状况，行为
习惯等有较深的认知和全面的
了解。

2018 年 9 月 27 日， 民政部
发布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
定》（征求意见稿）， 社会工作被
纳入星级评定标准，将推动全国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持续提高。 截
至 2018 年 11 月， 全国养老机构
共有 1.68 万名社会工作者。 然
而，对于老年社工行业刚刚起步
的中国大陆来说，老年社工在养
老机构中的角色定位一直处于
模糊状态，很多人常常将老年社
工等同于护工或者家政人员，认
同度较低。 在工作的初期，小晶
也面临了同样的困惑。

“刚入职的时候，我感觉自
己就是个杂工，事无巨细，什么
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和自己在学
校所学的专业认知又相差太远。
有次因为多给一位老人多吃了
一块小饼干， 老人家属狠骂，说
我这个‘护工’不专业。 说实话，
心里挺委屈的。 ”

“包括我的家人在内，很多
人认为老年社工就是陪着老人
聊天和做活动，这的确是我们的
工作职责，但绝不是我们工作的
全部。 ”小晶向《公益时报》记者
坦言，“记住自己负责老人的兴

趣爱好、家庭情况等信息是开展
工作最基础的要求。 相对于确保
老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老年
社工更应重视老人们的心理层
面的需求和帮助他们重新寻求
社会价值定位，因此要求我们学
会‘察言观色’。 我们接触到的老
人基本上都是很含蓄内敛，遇到
困难时， 会隐藏自己的内心，如
果自己不能及时的捕捉到这些
微小的变化， 可能会酿成大错，
这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和更严格的专业性。 工作从
被动到主动， 在不断地摸索中，
我也找到了工作的挑战性和真
正价值所在。 ”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
会工作系负责人、研究生导师蔡
鑫教授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社会工作一职在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认知度和信
任度较高。 在这些地方，当出现
一些问题时，大多数人会第一时
间向社会工作者主动寻求专业
的帮助，社会工作者也拥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 但在中国大陆，大
众普遍的意识还没有到达那一
步，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定位
还存在一定误区，这便要求社会
工作者的工作主动性更高，也应
更具有更多的人文精神，树立正
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学会发自
内心的热爱自己服务的对象和
事业。 这也应是培养社会工作者
一个最基本的准则。 ”

教育先导的社会工作事业

《2018 年度中国社会工作发
展报告》显示，全国现有 82 所高
职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科专
业，348 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本

科专业，150 所高校个研究机构
开展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全国
范围内共有 17 个社会工作方向
的博士点，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
业毕业生近 4 万名。

“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相
比较，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教
育呈现‘教育先导’的明显特征。
近三十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在中国大陆有了一个快速发展
时期， 每年有大量的社会工作
专业毕业生。 然而相对应的社
会工作职业是有滞后的。 也就
是说， 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尚
未实现职业化和制度化， 而社
会工作专业教育已初具成效。
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事业面
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政府亟需解
决的矛盾点。 ”蔡鑫向《公益时
报》记者说。

蔡鑫向《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在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的时候，高校非常重视相关专业
的实践活动。 按照国际通用标
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需在学
习期间完成 800 个小时的实习
设定。 高校和相关企业、行业机
构、社会组织长期保持友好的合
作关系， 建立自己的实习基地。
有些学生在实习期间感觉很好，
毕业之后就继续在实习基地任
职工作。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也是希望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
作职业、社会工作事业三者之间
达到一个理想的关系状态。 也希
望受到政府、各相关机构、行业
协会给予社会工作者的更多关
注和政策、职业上的支持，共同
推进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事业的
发展。 ”

老年社工何去何从

“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不
受社会大众重视和接受是我们
老年社工在工作中最大的感受。

坦诚说，长期从事老年社会工作
的专业人员很少， 加之不受重
视、福利待遇不高等因素，很多
人在干一段时间后就选择了转
行。 ”小晶向《公益时报》记者承
认道，“毕业这些年，同学之中从
事这个行业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了。 我相信选择这个事业的人都
是有情怀的，但是没有基本生活
保障和相应的社会尊重时，情怀
又能支撑我们走多久呢？ ”

蔡鑫向《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社会工作是现代福利体系下
的制度安排，依托国家福利制度

的政策。 在福利完善的国家和地
区，相当部分社会工作者是由政
府直接面向社会出资购买的。 然
而在中国大陆走了另外一条不
同的路，即以项目制形式向社会
机构组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优
点是可以快速切入相应领域 ;缺
点是在市场整个资源购买比较
有限的情况下， 以竞争方式购
买， 就会出现保障不足的现象，
从而导致社会工作者生存情况
不理想。 同时，短期化的项目制
购买缺乏成效和保障。 很多社会
工作者所拿到的其实是“劳务
费”而非“工资”，因此社会工作
者很难获得丰厚的薪酬。 另外，
虽然每年有大量的社会工作专
业毕业生，但是专门从事老年社
工的人才少之又少，而那些年龄
较大在基层与老人接触的社区
工作者又不曾接受过系统的专
业培训，职业发展上升空间略显
不足。

在蔡鑫看来，破解现有的老
年社工困境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
先， 在制度和政策的依托下，倡
导政府层面站出来，直接购买一
些社会工作岗位放到养老机构
中，给社会机构形成强大的示范
效应。 看到了真切的效果，各大
养老机构都会争相效仿。

其次， 盘活整合行业内机
构、协会的资源，规范行业制度，
提升薪酬待遇水平，吸引更多专
业人才加入进来。 最后，老年社
会工作者永远不要丢失自己的
情怀和热情， 深耕老年社工领
域，坚守社会工作事业。

“虽然现在社会对于我们老
年社工的认知度并不高，但我坚
信，随着行业体系的完善，福利
待遇的规范， 社会地位的提升，
中国大陆的‘社工’事业的发展
一定会吸引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投入其中。 ”小晶如是说。

(文中小晶为化名)

� � 小晶，25 岁， 中华女子学院社工专业毕业后就职于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私立养老院， 从事老年社工相关的工
作， 一做就是两年。 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自己的工作内
容，小晶主动向《公益时报》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朋友圈，文
字密密麻麻，内容生动风趣。“朋友圈几乎成了我的工作
内容记录簿， 有些内容看上去可能些许幼稚但我想尽可
能地留下多一些记忆，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这些可爱
的老人。 ”

� � 2017 年 7 月 1 日 ，党的
生日， 也是我来养老院上班
的第一天，忐忑又兴奋 。 我
陪着院里的老人们围坐在
电视旁 ， 一起观看了电影
《建党伟业》。 张爷爷，50 多
年的老党员 ，看到影片中激
动的镜头， 还是会情不自禁
地拍手。

2018 年 9 月 22 日 ，中
秋节假期， 我和老人们一起
涂了漂亮的兔爷儿， 我问许
奶奶为什么兔爷儿的衣服要
画成蓝色的，许奶奶笑了笑，
和我说这是她女儿最喜欢的
颜色。今年中秋，许奶奶的女
儿因为工作原因， 不能陪她
过中秋了。我知道，许奶奶一
定很想她!

2019 年 6 月 1 日， 养老
院里来了一群可爱的小天使，
蹦蹦跳跳，热闹极了。 爷爷奶
奶们乐开了花，不停地给小朋
友们塞糖吃。看着他们幸福的
笑容， 我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奶奶，熟悉又陌生。
(以上内容摘自小晶的朋友圈)

社工带领老人们做手指操

社工教老人“玩”烘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