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底，民政部启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从 2017 年到 2020 年，从社会工作先发地区遴选 300 家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贫困地区（包括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覆盖县和国家深度贫
困地区覆盖县），培育发展 300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养 1000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贫困地区为特殊困难群众
提供 300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完善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牵手计划’也接近尾声。 三年来，牵手双方勠力同心，克服重重困难，让社会工作
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把服务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把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和关心关爱传递给贫困群体，帮助贫困群
众坚定脱贫的信心、提升脱贫的能力。 可以说，社会工作通过发挥专业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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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计划”三年：

为贫困地区培育在地社会工作力量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
开展专业服务

小志家住四川省乐山市峨边
彝族自治县毛坪镇上游村， 父亲
身体残疾，劳动能力有限，母亲为
养家常年在外打工。 年仅 7 岁的
小志不但要承担家务和农活，还
要照顾年幼的弟弟。 小志生活上
懂事能干，可当他思念母亲、为生
病的父亲担忧、为学习发愁时，却
不知找谁诉说，只能暗自难过。

2018 年 10 月， 乐山市尚善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尚
善”）的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
工”）在入村走访中了解到小志的
情况， 在牵手机构———成都市社
会工作者协会督导的指导支持
下，为这个家庭开展个案服务。尚
善社工陪伴在小志身边， 倾听他
的心里话、疏解他的心理情绪、跟
他一起寻找合适的学习方法；社
工联系他的母亲， 向她转达孩子
的思念， 给她分析儿童的情感需
求和亲职责任， 鼓励她多关心孩
子；社工链接政府和社会资源，为
小志父亲提供医疗援助， 减免医
疗费用，同时联系农业科技人员，
根据小志父亲的身体状况，传授
合适的农业种植技术。

“社工服务几个月后，小志
变化很明显，父母关爱、家庭生
活压力减轻， 他开心了许多，学
习也进步了。 ”看到小志一家人
的变化，社工钱厚情和同事由衷
地高兴。

而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内蒙
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新
民社区的老年人， 也因“牵手计
划”过上了守望相助的晚年生活。
新民社区是一个方圆 30 公里没
有人烟的“草原孤岛”，居民从不
同村庄搬迁而来， 生活困难老年
人居多。 北京大兴兴丰惠民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社工的到来， 打破
了社区封闭隔绝的状态： 他们开
展“空巢老人互惠小组”，把老年
人凝聚在一起抱团取暖， 形成互
帮互助的氛围； 组建文体娱乐队
伍，给老年人增添生活乐趣；开展
健康、网络学习讲座，增强老人应
对新生活的能力；培养社区骨干，
激发他们为社区服务的信心……
老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社
区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牵手计划”让更多像小志、
新民社区老人这样的特殊困难
人群的处境发生改变。 三年来，
援派机构和受援机构携手， 深入
偏远乡村、 贫困家庭、 儿童福利
院、敬老院等，为贫困人群，留守、
困境儿童， 困难老年人送去生活
扶助、精神关爱、成长支持、脱贫
能力建设和社会融入等专业服
务，温暖他们孤独寂寞的心，改善
艰难的生活处境， 帮他们获得社
会支持，过上更好的日子。

培育起稳固的
在地社会工作力量

7 月 21 日，重庆仁爱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仁爱”）
社工万文一行来到重庆市彭水
县，接下来的一周，她们要为彭
水县同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同欣”）的社工开展几场
培训， 还要一起入村开展服务。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这样的行程
她走了十多次。

“机构刚成立就拿到了项
目，但人员不稳定、机构管理不
完善导致问题频出。 ”同欣负责
人佘定均回想起那段时间心有
余悸。 仁爱就在那个时候伸出援
手， 派出经验最丰富的社工，针
对同欣最紧迫的需求，设计并落
实项目进度把控、 服务质量保
证、服务督导等制度。 同欣迅速
稳定下来，项目顺利开展。

培育发展贫困地区的社工
机构是“牵手计划”的一项重要任
务。 各援派机构根据牵手机构普
遍新、弱、小的特点，帮助受援机
构确定发展定位，完善专业服务、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
制度， 全面提升受援机构党建工
作、内部治理、需求调研、服务策
划、 项目执行和服务评估等方面
的能力，帮助他们迅速成长。

“仁爱对同欣的帮扶是全方位
的，从专业价值观、内部治理、财务
管理、 项目品牌打造到资源整合，
为同欣搭建起了发展架构。 ”佘定
均告诉记者， 现在同欣人员稳定，
服务领域拓展到了残联、 妇联，服
务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工作
起来更有信心和劲头了。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的第一
家专业社工机构———赣县区联创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联
创”）的成立凝聚了广州市启创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的
心血。“在受援地，我们发现了赣县
区曙光公益志愿者协会的潜
质———服务困境和留守儿童、骨干
成员取得了社工证， 于是大力引
导、支持、培育，协助骨干成员注册
成立了当地第一家社工机构，并帮
助制订了发展规划。 ”启创社工团
队负责人林琳介绍。“扶上马还要
送一程”， 启创社工带着联创一起
找项目，成功申请了“2019江西省
社会组织新力公益创投项目”，在
赣县区湖江镇湖新中心小学设立
驻校社工。在启创的督导下，这个项
目末期评估被评为优秀， 之后联创
又获得了运营当地 3个儿童之家的
资格。 一家新机构， 就这样徐徐起
步，深度参与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

在受援地， 更多的社工机
构、社工站、社工室也建立起来，
管理越来越规范，能力建设不断
增强，具备了承接省市级乃至国
家级社会服务项目的资格，有的
还获评 4A、5A 级社会组织。

“牵手计划”实施期间，恰逢
湖南省全面推行“禾计划”，通过
与深圳市社工机构牵手得到的
提高和历练，受援机构有机会参
与到“禾计划”之中。 在湖南省民
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处的张盈盈看来，“这些机构参
与进来，对‘禾计划’也是一种助
力和提升。 ”

服务在受援地产生涟漪效应

贫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薄弱，
究其根本是缺少社会工作人才。
援派机构在培育社工机构、 开展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同时， 将社
会工作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

援派机构一方面尽力培养
社工机构、民政福利机构、社会
组织的本土社会工作实务人才，
强化其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传授
社会工作方法技巧，提升项目策
划、执行、评估等方面的能力；另
一方面为受援地广泛开展社会
工作专业培训，为社会工作发展
营造氛围、积蓄力量。

北京市朝阳区智耘弘善社会
工作事务所对接河北省平山县，

“平山县之前没有人取得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证书，通过我们在这里
开展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考前培训，2019 年有两人取得
了社会工作师资格，实现了零的突
破。 ”援派社工曹霏难掩兴奋之情。
在北京市牵手的河北省和内蒙古
自治区的受援地，2019 年共有 62
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援派机构还利用自身优势，链

接公益慈善资源投入受援地，提升
当地社会福祉。例如深圳市龙岗区
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助湖南
省隆回县众和堂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和当地社会组织参与腾讯“99
公益日”， 筹集资金用于开展贫困
人群救助服务，并协助开展“国奶
扶贫公益工程”项目，为 550 个贫
困家庭提供了帮扶服务。 受援机
构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心天地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也链接基金会项
目，为鲁山县和叶县 40 户农村低
保家庭的孩子改造家居环境。看到
杂乱破旧的小黑屋变得干净明亮、
家具齐全，孩子们感动不已：“以后
再也不用趴在凳子上写作业了！我
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

牵手双方协力同行，社会工
作在受援地产生了涟漪效应，辐
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当地相
关部门看到了社会工作服务成
果，开始了政府购买服务或资助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尝试。

“牵手计划”即将落下帷幕，
但由此搭起的东西部协同发展
的桥梁不会断，“‘牵手计划’会
结束， 但只要受援机构有需要，
我们的帮扶就不会终止，通过线
上持续提供督导支持，让他们能
更好地为贫困群众服务。 ”采访
中，几位援派社工都做出这样的
承诺。 （据《中国社会工作》）

湖南省株洲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井冈山革命老区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扶
持县———茶陵引进“萤火虫公益助学行动”

脱贫攻坚战打响 ，社
会力量积极投身迎战 ，社
会工作因独特的专业优势
被寄予厚望。 然而，贫困地
区恰恰是社会工作发展最
薄弱的地方 ， 靠自身力量
难以企及。

2017 年， 民政部启动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
划”， 将社会工作先发地区
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引入
贫困地区，以一对一帮扶培
育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
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方
式，把服务输送给最需要的
特殊困难人群，迅速有效地
把贫困地区的社会工作提
升到一个新高度，让社会工
作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出
应有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