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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2020 年春季社
会组织与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
网络双选会”正式启动，整个活
动将持续 10 天时间。 双选会由
民政部、 北京市民政局主办，高
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北京高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承办。 这是组
织动员全国性、地方性社会组织
举办的首次大规模网络招聘活
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
中央、 国务院作出决策部署，要
求多措并举做好高校毕业生等
群体就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
定。 从适当延长毕业期限，到扩
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
模， 从增加大学生就业创业机
会，到组织举办各种网络招聘活
动，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这场战
“疫”正如火如荼，各种纾困解难

的政策举措正持续发力。“2020
年春季社会组织与北京地区高
校毕业生网络双选会” 的举办，
为疫情期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
生提供了新的择业机遇和平台。

面向高校毕业生，聚焦就业
基本盘。 2020 年，我国高校应届
毕业生 874 万， 同比增加 40 万
人，再创历史新高。毕业生数量增
长叠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
严峻。 双选会紧贴北京地区高校
毕业生实际， 动员 215 家社会组
织参会， 提供 1500 余个工作岗
位， 为北京地区应届高校毕业生
尽早就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采用网络新形式，助力防控
阻击战。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毕
业生求职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
便。 为适应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减少人员聚集，双选会采用网络
形式举办。 依托北京高校毕业生
就业信息网，双选会期间，北京
地区高校毕业生可以浏览与会
社会组织基本情况、招聘岗位要
求、福利待遇等信息，并通过系
统向心仪的社会组织投递电子

简历。 社会组织可通过电话、微
信等形式与应聘毕业生进行联
系， 也可通过系统开展远程面
试，以提升招聘面试效果，增强
岗位匹配效能。

社会组织齐参与，激发就业
新动能。 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工作
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 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社会组织
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充分
发挥在行业引领、 志愿服务、慈
善捐赠、社区防控等领域的专业
优势，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
献。 为助力解决北京地区高校毕
业生就业难题，广大全国性社会
组织、北京市社会组织，以及部
分其他地方社会组织又扛起责
任、主动作为，针对高校毕业生
量身打造了文秘、 法律咨询、媒
体宣传、项目管理等诸多工作岗
位， 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在
有效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大考
中彰显了责任担当。

坚决把好入口关，确保信息

有效性。 招聘活动事关毕业生切
身利益，必须确保参会社会组织
身份合法、 招聘信息真实有效。
筹备组通过查验登记资格、校验
法人登记证书、查看承诺书等方
式， 落实落细各项准备工作，坚
决把好入口关，充分保护应聘高
校毕业生利益。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
赢。 做好 2020 年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 需要社会各界携起手
来，汇聚团结的力量，传递关爱
的温暖，给大学生们创造更多的
就业岗位，提供更便捷的求职服
务。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副秘书
长李强表示：“民政部、北京市民
政局主办的这次网络双选会，拓
展了高校毕业生的择业渠道，搭
建了高校毕业生与社会组织人
才需求之间的桥梁。 在一定程度
上，双选会缓解了疫情期间北京
地区各院校传统招聘的困局，也
为高校毕业生展示了一个全新
的就业领域。 高校毕业生们会发
现，投身社会组织工作，同样有
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实现人生价
值的广阔舞台。 ” （王勇）

社会组织助力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大考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发布的通知

� �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 作为北京核心城区，东城
区 3500 余名社区工作者 、2100
多名机关干部，用责任、担当、智
慧、 勇气坚守在社区、 小区、胡
同 、街巷 ，筑起一道道隐形的铜
墙铁壁 ， 成为勇敢无畏的防疫
“守门人”，守卫着 79.4 万东城居
民的健康，一个个基层治理智慧
在此实践，一幕幕动人故事在这
里上演。

民情日记直通每一家

“1 月 26 日，对北新桥三条
152 家住户进行第二轮排查。 ”

“13 号，辛某，一家三口未离京。 ”
“85 号，李某，1 月 15 日从俄罗斯
返京，我打完电话后上门送去了
承诺书，并扫码登记，做了防护
提醒。 ”

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前永
康社区社工戴鸿随身携带的笔
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所包片区
每户居民的情况。“这是‘民情日
记’， 我们北新桥街道上百位社
工人手一本，已经记了 15 年。 ”
戴鸿介绍。 疫情当前，民情日记
已然成为了防疫日记。 翻看几本
不难发现， 民情日记一天一记，
内容大到社区基本概况、所包片
区的胡同及门牌号、 区域简图，
小到每家每户每个人情况、何时
出京返京、居家观察户每天体温
如何等事无巨细， 而且有文、有
图、有照片，俨然一个移动的大
数据库。

不过，这个数据库不是自动

生成的， 而是靠社工们跑细了
腿、敲酸了手、磨破了嘴皮一户
户耐心沟通得来的。 就拿前永康
社区来说，共有 2 条大街、3 条大
胡同、10 条小胡同、2600 余户居
民， 疫情发生以来，17 位社工没
休息，进行了 4 轮摸排，光电话
就打了近 3000 个。 只摸排还不
够，防疫宣传、消杀、检查岗值
守、治安巡逻……每位社工的每
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小小一本民情日记，成为每
位社工的工作宝典。“这就像数
据库，直通每一户，有什么事从
这里一查全明了。 ”“通过日记不
仅做到工作留痕，更利于事件复
盘，不断提高服务居民的能力。 ”
社工戴鸿、白兰表示。

“逆行”一线
书写动人故事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
行方显珍贵。 谁也不是天生的钢
铁战士，但在疫情防控中，这些
“逆行”的社区工作者们，却用勇
气和坚守书写着最美的模样，一
幕幕故事让人动容。

从腊月二十九至今，东花市
街道忠实里社区社工李琳一直
坚守岗位，因为太忙，她与爱人
惟一一次见面，是“他在车里、她
在车外”，俩人戴着口罩、隔着车
门互道平安，从见面到挥别仅有
两分钟。

“妈妈，您能给我上个明早的
闹铃吗？ ”“你又不上学，上闹铃干
什么？ ”“我想跟您见一面”……听

到儿子这样的期望， 东花市街道
南里社区社工李增光心里很不是
滋味。 可疫情当前，唯有舍小家，
才能顾大家， 正如那句话所说，
“你所谓无聊的家，是很多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人回不了的远方。 ”

东花市街道南里的社区党
委书记杨立新，被称为“24 小时
书记”， 居民们总能看到她在防
疫一线，她常说：“社区工作没有
人会拿一把尺子衡量你，全凭良
心。 ”入户排查、重点区域消杀、
检查点值守……安定门街道花
园社区社工李丹每天朋友圈步
数达 1 万以上，最多一天爬了 60
多层楼梯，她说自己重新理解了
“时间就是生命”的含义，每排查
一户，包片居民感染的风险就低
了一分。

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

像阳光照耀着每一位居民，用坚
守和奉献让我们安心在家享受
“阳光宅”。“谢谢你们， 有你们
24 小时值守， 我们心里特别踏
实！ ”“你们太辛苦了，我看着真
心疼！ 多注意防护啊！ ”放下口
罩、消毒液，居民们不留姓名、转
身离开，以自己的方式致敬最美
的“逆行者”。

千万志愿者共为“守门人”

千千万万名东城社工冲锋
一线，与他们同样众志成城的还
有下沉一线的机关干部、小巷管
家、各楼门院长、居民志愿者、回
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们，在疫情
中，他们变身与社工们共同战斗
的“守门人”，手挽手为居民守好
最后一道防疫线。

从大年初四开始，2100 多名
东城区机关干部下沉一线，与社
工们共同坚守在街巷、小区。 疫
情暴发时，90 后小伙郑坤才刚刚
入职东城区明城墙遗址公园一
个多月，面对疫情，他毫不畏惧，
第一个报名参与下沉任务，还主
动请缨参加台基厂社区一位密
切接触者的 24 小时看护。 有人
问他害怕吗， 他笑笑说：“我年
轻，抵抗力强，没问题！ ”哪有什
么天生的钢铁战士，只是勇气和
担当给了他前进的力量。

在东城区安定门街道花园
社区，有一个特殊的志愿岗。从 8
点到 10 点、10 点到 12 点、12 点
到下午 2 点，在这清晨到午后的
6 个小时里， 党员张建国和儿子
张洪赫、爱人代海侠先后来到车
辇店胡同 11 号的志愿岗位上，
每人两小时轮流坚守。 他们说：

“小家总动员， 大家才能携手同
战疫！ ”

在东花市街道南里东区，
在职党员成立“邻里烛光队”，
在下班后的晚 7 点到 9 点 ，帮
助社区挨家挨户摸排， 完善台
账； 在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
103 名楼门院长全天候守护，当
起“跑腿侠”为居民送菜、送快
递，织密无缝隙、无漏洞的社区
防控立体网络。

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每一位

“逆行”一线的工作者都是“守门
人”，都在用奉献与爱阻击疫魔，
他们，都是值得致敬的最美“逆
行者”！ （据《北京日报》）

3500 名社工书写“逆行者”故事
北京东城社工：防疫“守门人”

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前永康社区，社工为居民普及防疫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