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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

深圳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创

新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社区治
理的实践探索 。 深圳市自 2011
年起推进社区服务中心建设，至
2016 年已实现 “一社区一中心”
的全覆盖。 经过 8 年探索，“党委
领导、政府推动、社会参与、民间
运作”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已成
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基础阵地和
整合资源、促进社区参与的枢纽
平台。

党建服务：
探索党群联动新方式

构建和谐社会， 重心在基
层，基础在社区，关键在党建。 近
年来，社区党委在开展城市管理
服务、凝聚居民群众、构建和谐
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已逐渐
成为一种趋势。 深圳市各社区服
务中心于 2016 年正式更名为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意味着党群服
务从此成为社区服务中心的重
要服务内容之一。 社会工作者也
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转变服
务思路与内容，努力探索以中心
为平台的党群联动新模式。

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党委领
导下，不仅有效地协助上级党组
织开展各项党务工作，而且充分
发挥专业能动性，策划开展“青
年微党课”、“主题党日” 活动、
“基层党组织书记学院”、“党建
万花筒”、“红色运动会”、社区红
色文化展、 追忆社区故事等服
务， 使传统党建工作变得有新
意、接地气，受到广大党员和群
众的欢迎与喜爱。 可以说，中心

“高大上”的硬件配置和精准、贴
心的专业服务，使中心真正成为
党员与群众零距离接触、交流互
动的载体。

同时，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充
分调动党员力量服务社群，在社
区内组建党群志愿者队伍，积极
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引领群众志
愿者共同开展符合居民需求的
服务，使中心既成为发挥党员先

进性的窗口，又成为党员与群众
联动的纽带。 经过数年实践，中
心“党委统筹+社工执行+志愿者
及居民参与”的联动服务方式已
逐渐形成。

基础服务：
专业服务助力民生幸福

目前，中心普遍形成了“基础
常规服务+特色公共服务+外部
合作项目”的服务模式。 其中，常
规服务是社会工作者融入社区、
获取居民信任与认可、 提升社会
工作美誉度与影响力、 拓展社会
工作服务空间的基础。 社会工作
者以居民需求为本，为社区长者、
儿童青少年、 妇女家庭、 残障人
士、来深建设者等群体开展服务，
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搭建社区互
助支持网络、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进而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在长者服务领域，社会工作
者为社区的高龄长者、 独居长
者、空巢长者、贫困长者等提供
探访慰问、健康照顾、心理关爱、
人际交往、文体康乐、普法防骗、
社区义诊、 政策咨询等服务，既
关注长者的身心健康和精神文
化生活，也协助长者建立有效的
社会支持网络。 在儿童青少年领
域， 社会工作者为孩子们提供
“四点半课堂”、 青春期心理辅
导、人际交往能力提升、抗逆力
学习、户外拓展、才艺兴趣培养、
自我成长规划、参与社区议事等
服务，促进其健康成长与全方位
发展。 在妇女及家庭领域，社会
工作者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个
人咨询、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反
家暴宣传与介入、 维权法律讲
座、兴趣手工坊、再就业培训等
服务，在协助妇女个人发展的同
时，注重促进其亲子情感与家庭
关系的不断提升。

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充分联
动社区力量，以端午节、中秋节
等节日为契机，开展社区融合活
动，搭建邻里交流互动、结对帮
扶的互助平台， 营造守望相助、

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与文化，增
进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居
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特色项目：
精准服务满足多样化需求

在为长者、 儿童青少年、妇
女等群体提供常规服务外，社会
工作者还保持着高度的专业敏
感性，为不同类型的服务群体设
计、 开发更有针对性的项目，以
精准服务来满足各类群体的多
样化需求。 目前，深圳全市的近
700 个中心几乎都在运营独有的
服务项目，其中很多项目因服务
需求的共性及规模化发展，形成
了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特色
品牌。

在深圳市南山区社会工作
协会统筹协调下， 南山区 102
个中心参与开展了“交通安全进
社区”项目，形成“交警+社工+志
愿者”的三方联动形式，深入 100
余个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服
务， 提升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特别是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社
会工作者通过建立儿童交通安
全移动教育基地， 打造由交警、
家长、教师、学生组成的交通安
全服务队，以 VR 体验互动、“交
通标志猜猜看”、“与铁骑亲密接
触”等形式，助力孩子们学习交
通安全知识，熟悉交通安全标识
与设施， 扫除交通安全盲区，为
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护航”。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很多
来深建设者的子女过着候鸟般
的往返生活， 针对这些流动儿
童，中心开发、实施了流动儿童
社区融合、安全教育、亲子关系
促进、暑期夏令营等服务。 如福
田区新洲社区开展了“温馨港
湾”———流动儿童安全与健康教
育服务援助计划、龙岗区禾花社
区开展了“橄榄树计划”———流
动儿童社区融合项目、温馨社工
服务中心在多个社区开展了“用
馨守护”———儿童性安全教育防
护教育服务……社会工作者在

协助家长和流动儿童们加强亲
子沟通的同时，还为“小候鸟”们
的安全、 健康成长营造避风港，
提升其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资源整合：
枢纽平台激发社区活力

目前， 深圳每个中心的服务
者不超过 6人， 而他们要面对的
服务对象却是数万名社区居民。
此时， 社会工作者在提供直接的
常规服务、特色项目服务外，更需
要发挥中心的枢纽型平台作用，
充分联动社区内外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力量，为
社区链接场地、设施、资金、物资、
人力等资源， 将资源整合集中后
再进行有效的需求匹配， 从而将
中心打造成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为居民提供综合服务的桥梁。

经过多年实践，中心已逐渐
成为了社区的资源枢纽，如在服
务中，社会工作者充分整合社区
党委、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
物业管理处、老年人协会、社区
健康服务中心、基金会、志愿者
队伍以及银行、医院、健身场馆、
培训机构、餐饮等企业和社会组
织的资源，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
项目、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等方
式，为社区注入活力。

而部分建设标准高、场地面
积大、服务功能全的中心，更凭
借着定位、 场域与功能优势，集
中 24 小时自助便民服务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自助图书
馆、社区党校、人才驿站、社区规
划师工作室等功能，汇聚政务资
源、服务资源、文化资源、康娱资
源，以“一站式”的综合性服务打
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

在服务中，社会工作者时常
会面临仅凭自身能力无法独立
解决服务对象复杂、精深问题的
状况， 此时便需凭借专业判断，
引入其他专业资源。 如社区内的
精神障碍患者陷入自杀危机，社
会工作者评估该患者存在精神
疾病隐患、社会功能缺失、社会

支持网络缺乏等问题，便联合医
院精神卫生科室、 社区康复医
生、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介
入， 协力为患者改善健康状况，
解除自杀危机并搭建支持网络。
这种跨专业的整合介入是社会
工作服务的一种有效方法，同时
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与价值
的体现。

组织培育：
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和自治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
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
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
作用，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参与
社区治理过程中，中心始终将培
养社区骨干、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作为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 社会
工作者相信，只有充分挖掘社区
骨干的能动性，带动更多居民共
同参与社区活动与事务，才能使
服务对象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
为主动的服务提供者，使社区居
民逐渐成为社区事务的倡导者
和引领者，进而有效推动社区居
民自治。

在服务中， 社会工作者通过
骨干培养、协助备案与注册、开展
专业能力培训、 组织诊断与督导
等形式， 孵化了众多社区社会组
织， 如福田区益田社区孵化了阅
翼成长阅读俱乐部、 艺舞人生艺
术团、多彩多意书画院等组织，南
山区海珠社区成立了棒棒堂亲子
关系促进中心、俪人妈妈义工队、
幸福家成长营等组织， 龙岗区四
季花城社区成立了便民服务队、
文化宣传队、 四季阳光心理咨询
团、智慧父母读书会、中外志愿服
务交流营等组织。

中心还通过搭建社区服务
组织的“蜂巢”，着力培育回应社
区需要、解决社区问题的社区社
会组织，构筑社区服务的多元平
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贡献力量。

（据《中国社会工作》）

新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暑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