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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高级社工师如何评审？

风向标来了！
按照《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

办法》的规定，高级社会工作师实
行考试和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制
度。参加考试合格并通过评审，方
可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

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原则
上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合格颁发
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成绩合格
证明。 该证明自颁发之日起，在
全国范围 3 年内有效。

考试合格取得证明之后，可
以申请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原则
上每年组织一次。

成绩三年有效，评审每年一
次，也就意味着如果第一年评审
没有通过，理论上还可以在第二
年、第三年再次申请。 但具体如
何操作，《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
办法》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

与此同时，《高级社会工作师
评价办法》规定，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
负责本地区人员的评审工作。 这
意味着评审的具体操作各地可以
在《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规
定的基础上进行细化。

近日，上海率先出台了《高
级社会工作师评审试行办法》，
对本市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评审

规则进行了细化。
《上海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审试行办法》明确规定，申报人
员当年度评审未通过，次年度无
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次年申
报不予受理。

上海是我国社会工作较为发
达的地区，同时《上海市高级社会
工作师评审试行办法》 也是较早
出台的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的地
方办法，其风向标作用十分明显。
上述关于当年度评审未通过的规
定极大可能会被各地复制。

除了上述规定之外，《上海市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试行办法》还
对评审组织、申报范围、评审条件、
评审程序、 评审纪律等进行了细
化。 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包括：

1.限制了申报人员范围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中
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后，在本
市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从事
社会服务或社会治理相关工作，
并通过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且
成绩在有效期内的在职人员。

上述规定与《高级社会工作
师评价办法》基本一致。

但《上海市高级社会工作师
评审试行办法》另外增加了限制
条件：

一是当年度达到退休年龄
或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受
理申报（按规定已办理延长退休
手续的除外，申报时需提供延长
退休审批表）。

二是本市事业单位在专业
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内，实行缺额
推荐。

2.增加了部分评审条件

一是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
后，达到规定的专业人员继续教
育学时要求。

二是提出了两条职业能力
要求。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提出的高级社会工作师应具
备的职业能力共四条，分别是：

（一）能够熟练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理论、方法、技巧和相关
政策法规，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
务，解决复杂疑难专业问题；

（二）能够发挥专业骨干作
用，组织设计、实施和评估社会
服务方案或项目，提升服务管理

水平；
（三）能够对助理社会工作

师、社会工作师等社会工作从业
人员开展专业督导，帮助其解决
专业难题，提高职业能力；

（四）能够开展社会工作政
策、理论与实务研究，总结提炼
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创新社会工
作专业方法，针对具体社会问题
的解决及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
建设性意见建议。

《上海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
试行办法》增加了两条，分别是：

能够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能够参与公益和志愿服务
项目，积极参与应急救援、灾后
重建等重大和突发事件，发挥专
业引领示范作用。

3.明确了面试考察内容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规定，资格审核通过后，由全
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社会
工作师评审委员会通过面试答
辩等方式对申请人进行评审。

那么面试的时候要考察什
么呢？《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并没有进一步规定。

《上海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审试行办法》对此进行了明确：

市社工高评委办公室组织
专家进行面试答辩，对申报人员
的专业技术水平、 实际工作能
力、业绩成果、发展潜力等进行
考察。

在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到城市打工很常见，但由于各种
原因的限制，能带孩子同行的是
少数，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只能留
在家中。 由于亲情缺失和父母教
育职责不能到位，留守儿童的生
活、学习、心理健康容易遇到更
多问题，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从 2013年开始， 重庆市渝中
区红领巾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红
领巾协会）将留守儿童群体作为重
点服务对象，长期走访进行实地考
察和调研，开展了数十次大型留守
儿童关爱公益活动。这些活动虽然
能够给孩子们在经济和精神上有
所帮助，但对于孩子的整个成长所
需来说，还是很不够的。

2018 年，协会志愿者经过调
研商讨，认为持续陪伴对孩子们

来说是更为适合的。 经过各种筹
备，2019 年， 红领巾协会启动了
持续帮助困境儿童到成人的“山
外有城”帮扶计划。

“山外有城”寓意贫困山区
的外面有一座善良的城市，号召
志愿者大手牵小手结对帮扶孩
子， 陪伴鼓励孩子们热爱学习，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丰富科学知
识，改变贫穷思想观念，用知识
走出大山。

精心甄选
“山外有城”帮扶对象

由于协会自身的组织力量
有限，计划暂时覆盖不了太多的
儿童， 我们就将哪些最困难、最
需要帮助的儿童列为帮扶对象，

比如缺失父母、缺失母亲或缺失
父亲的 7-16 周岁困难儿童，并
且制订了符合儿童发展的帮扶
标准和计划。

怎么找到最需要帮助的儿童
呢？ 我们通过三种途径寻找帮扶
对象：第一，协会在常规山区学校
开展帮扶活动中发现；第二，通过
红领巾协会的志愿者提供的线
索；第三，收集主动求助信息。

发现潜在的服务对象后，协会
组织志愿者上门实地走访考察，在
村镇、学校、家庭等了解孩子的情
况并记录考察情况。 最后，志愿者
整理出相关考察材料，经协会会员
大会表决，把符合条件的孩子列入

“山外有城”帮扶计划。

入山
给孩子精神陪伴和心理关爱

“山外有城”帮扶计划注重志
愿者对孩子的持续陪伴、 精神陪
伴和心理关爱。 志愿者定期会去
家里探访孩子， 面对面沟通交流
生活和学习情况，辅导孩子功课，
跟他们聊聊天， 听听他们的心里
话。 每年在孩子生日、 六一儿童
节、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
者会跟孩子一起度过， 即使爸爸
妈妈不在家， 也让孩子们过个快
乐的节日。除了上门陪伴，志愿者
还会常常给孩子打电话交流，问
问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 有没有

遇到问题和困难， 帮孩子出主意
想办法，给孩子抚慰和鼓励，让孩
子学习生活更有信心。

进城
带孩子领略城市的精彩

为了开阔孩子的眼界， 志愿
者每年在寒暑假都把孩子们从大
山里接到主城区， 开办夏令营或
冬令营，带他们参观博物馆、看演
出，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知识，了解
城市历史文化，增长见识。

2020年 7月 28日，在志愿者
们的陪伴下， 几名来自贫困山区
的小朋友走进重庆大礼堂、 重庆
三峡博物馆、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
馆，深入认识重庆。 中午，爱心人
士跟小朋友一起享用爱心午餐，
还送给他们书籍和书包。下午，在
渝中区群团服务中心， 孩子们跟
渝中区爱心家庭的小志愿者一起
共同完成手工制作和趣味小游
戏，一起唱歌一起欢笑。

这种陪伴孩子的方式，类似
于模拟进城务工家庭寒暑假接
孩子到身边陪伴，只不过是由志
愿者来扮演孩子缺失的但又非
常需要的精神陪伴者。

“山外有城”
帮扶计划成效初显

为了“山外有城”帮扶计划

更好地实施，协会组织志愿者在
2019 年做了大量的考察调研和
实地探访工作，走村入户，动用
志愿者千余人次。

虽然开展时间不长，但根据
志愿者的观察，得到陪伴的孩子
们还是有了明显变化。从性格上
来看， 孩子们普遍变得更加活
泼，恢复了孩童的天性；从心理
上来看， 有了志愿者的面对面
陪伴和电话鼓励陪伴， 孩子们
越来越自信。 暑假参加进城活
动的孩子们则开阔了视野 ，学
到了更多课本外的知识。 孩子
们都有一颗感恩社会的心 ，活
动中不经意地举起手敬礼说要
好好学习回报社会，常常会让志
愿者们热泪盈眶。

希望更多人加入
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孩子们的明显的成长变化
让志愿者深感欣慰，也坚定了红
领巾协会要将“山外有城”帮扶
计划持续进行下去的决心，继续
每年扩大服务的人数，并且一直
持续陪伴他们至 18 岁成年为止。
志愿者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和了解“山外有城”，更多有
能力的家庭参与到对接帮扶中。
因为， 陪伴和见证孩子们的成
长，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据民政部网站）

“山外有城”，充满爱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