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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垃圾分类构建社区营造
丝竹园社区北郊小区摇身变为示范小区

“我们（小区）的物业王经理带
头，没黑天没白天地（干），可把他
们累坏了，我们都心疼物业的人。 ”
谈起自己居住的小区实行垃圾分
类的前前后后，家住北京市亚运村
街道丝竹园社区北郊小区的付贵
兰大妈对小区物业人员赞不绝口。

的确，4 月 22 日下午， 当记
者漫步在该小区居民楼之间时，
也由衷地为小区的面貌 “点赞”
———绿树环抱下，北郊小区洁净
有加 ，垃圾桶不见踪影 ，两个垃
圾分类投放点隐身于围墙之内，
就连当下各个小区都极难规范
的自行车、电动车乱停放问题在
这里也被迎刃而解。

当天正值地球日， 也是北郊
小区实行垃圾分类一周年的日
子，在社区、小区物业和志愿者的
通力组织下， 北京市昌平区仁爱
社会工作事务所的大力支持下，
居民们正在庆祝入选 2021 年北
京市首批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喜
讯，现场热闹非凡，气氛融洽。

一年以来， 在志愿者和全体
居民的努力协作下， 北郊小区物
业以“撤桶并站”的方式，让垃圾
分类在这里取得了喜人的成效，
并以此为抓手， 促进了小区多项
便民惠民工作的开展， 社区营造
井井有条，也赢得了居民的赞誉。

拿下挑战，赢得人心

北郊小区居民与物业的关

系如此融洽，在当今错综复杂的
城市社区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也
要归功于这一年来垃圾分类在
这里的开展。

北郊小区地处亚运村街道繁
华地带， 小区门口正对 306医院，
来往人群混杂； 小区内面积狭小，
仅容纳四栋居民楼，自行车、电动
车乱停一气，车棚中的废弃旧车堆
积如山；实行垃圾分类之前，每个
单元门口均设有垃圾桶，用居民的
话说，“别提了， 怎么扔的都有”
……居民对小区环境难获舒心，对
小区物业有怨言也可想而知。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丝竹园
社区召集各楼院负责人召开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会，寻求垃圾投
放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的解决
之策。 在社区党建引领下，北郊
小区物业主动迎战垃圾分类这
块“难啃的骨头”。

2020 年 7 月，推进工作最难
的“撤桶并站”开始。 初期，由于
居民的不理解，垃圾乱投乱放现
象严重，这给物业、志愿者的工
作带来了挑战。

“一开始可难了，我们也觉
得（垃圾分类）麻烦。 ”居民付贵
兰大妈说，“后来物业逐户上门
宣传、开展讲座，慢慢地让我们
理解垃圾分类的好处。 ”

为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社区、志愿者、北郊小区三方
组织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3 次，张
贴及发放《垃圾分类指引》《垃圾

分类， 我们一起来—致首都广大
朋友的一封信》《关于小区垃圾分
类的重要提示》《垃圾桶位置分布
及投放时间表》 等宣传单 400 余
份， 挨家挨户劝导居民进行正确
垃圾分类工作， 严格按照垃圾分
类投放时间规定进行投放。

通过各方两个月的不懈努力，
北郊小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
显著提高，更多居民积极响应垃圾
分类工作，并逐渐养成习惯。

如今，在丝竹园社区的各楼
院中，北郊小区的“撤桶并站”执
行得最为彻底，原有桶站 15 处，
通过展开居民议事会征求小区
居民意见的情况下， 将原有 15
处非标准化桶站提高标准、加大
投入，自行改造建设成 2 个分类
驿站， 试行定时定点有序投放，

并且由专人进行垃圾分类指导，
引导提高居民的自主分出率。

在这其中，志愿者的辛勤付
出也功不可没。“我们统一着装，
协助社区发垃圾分类宣传单，巡
查小区环境卫生，定时守候在垃
圾存放处，与守桶人员一起指导
居民正确分类垃圾，对不文明倾
倒垃圾的现象进行劝阻、发现问
题及时通知社区及物业。 ”志愿
者张鹏谈道。

从垃圾分类到社区营造

从艰难开展到小有成效，物
业人员的辛苦和换来的转变都
被居民看在眼里，垃圾分类工作
愈发顺利。 如今，经过几个月的
过渡期后，居民们从原来的指导

分类变为了现在的自主分类。
谈到这项工作的关键之处，

丝竹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天
祥还是反复提及他口中的“走动
式工作法”。“多与居民见面，多
做宣传动员， 既满足日常生活，
更要合理布局桶站位置。 ”他说。

而一项关键工作的局面打开，
往往也可撬动整个社区的潜力。

为了解决小区自行车、电动
车乱停放这一顽疾，北郊小区物
业经理王利君还带头清理了多
年的“老大难”问题———被废弃
自行车堆积如山的车棚。

如今，在北郊小区，取代原
有脏乱车棚的是一座崭新的自
助式智能化车库，小区面貌在垃
圾分类和智能车库两项工作的
改造下，令人舒心惬意。

此外，据张天祥介绍，丝竹园
社区还充分挖掘自身资源， 邀请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同
学设计开发微信小程序， 通过搜
索和拍照两种方式提供垃圾分类
效率，有效提升居民自主分出率，
今后同学们也会参与分类守桶，
一同携手共建绿色家园。

据了解，一年以来，在众多
社区的积极参与下，北京市每天
的垃圾总量已由 2.77 万吨下降
至 1.53 万吨， 同比下降近 35%。
而更多诸如北郊小区的示范社
区， 也纷纷以垃圾分类为抓手，
在社区营造、基层治理上踏出了
坚实的步伐。。 （高文兴）

志愿者庆祝北郊小区入选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上接 11 版）
而社工专业人员资历较浅，

医疗知识不足，进入医院后常沦
于行政事务工作，未能发挥应有
作用。

一位专业社工郭宇（化名）
曾在知乎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2017 年，他通过人才引进的形式
进入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 7 月
份正式到岗后，人事部门不知道
该如何安排社工工作，负责人多
次询问“你们社工是做什么的？
难道还可以做临床？ ”

百般无奈下，郭宇请求与领
导面谈，为其科普社工知识。 当
天下午，领导为大家勾勒出未来
发展宏图，声称要成立专门的社
工部， 让社工们参与心理服务、
精神病防治、特殊儿童教育和药
物依赖等业务工作。

然而轮岗期间，郭宇和其他
社工依然被安排至行政后勤岗
位，但他们的社工证及人事档案
分别被放在不同的专业技术岗
上。 郭宇了解到，根据卫生部对
医院等级的规定，三级精神专科
医院必须配备社会工作师，且作
为医技医辅人员必须达到一定
比例，因此他才被医院引进。

2 个月后， 郭宇与人事部门
多次交涉，终于争取到做个案咨
询工作的机会。 按照医院规定，
非行政岗位人员需穿白大褂工

作，郭宇只得假装成为“医生”，
向患者隐瞒社工身份。

好景不长，某日郭宇为一名
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做放松治
疗期间，接到上级领导调回行政
部门的通知，原因是人手不够。

此后， 郭宇再也没有资格接
触患者。一番挣扎后，郭宇因无法
实践社工工作提出辞职。 他放弃
事业编制、 中级职称和人才引进
安家费，心灰意冷地离开医院。

相较于郭宇，华东理工大学
毕业的彭雁楠非常幸运。 2017
年，她凭借社会工作硕士的背景
进入东方医院，可以深入临床服
务消化道肿瘤与乳腺癌患者。

最初跟随肛肠外科医生查
房时，彭雁楠被扑面而来的医学
术语搞得一头雾水，没有任何发
言权，也无法融入治疗团队。 她
穿着白大褂进入病房，试图了解
患者情况。 但患者们将彭雁楠当
作医生，咨询医学知识，把她问
得哑口无言。

吴晓慧觉察到彭雁楠的难
处，便鼓励她用社工的术语与医
护交流，树立自己的专业性：“医
疗语言确实很封闭，但每个专业
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并无高下
之分。 ”吴晓慧还建议她和年轻
医务人员成为朋友，不要把自己
隔离开， 当私下关系很好后，就
容易介入了。

在熟悉肛肠科疾病、治疗流
程后，彭雁楠变得自信起来。 她
会在查房过程中留意到患者的
家庭、情绪等问题，提供连续性
的一对一个案服务或小组合作。
彭雁楠发现，肛肠外科的造口患
者需要携带造口袋来收集排泄
物，这种自身形象与身体机能的
变化，让他们面临生理、心理、社
会层面的诸多问题。

彭雁楠还记得 2019 年在病
房探访的一位中年男性患者，他
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但因疾病不
得不住院，并做了造口。 起初患
者有些高傲，和医务社工们沟通
的口吻像是上级对下级布置任
务，他反复强调自己没事，并讲
述自己在职场上的成就。 彭雁楠
耐心倾听他的故事，并向他讲述
了其他造口患者的经历。

几次沟通后，患者开始袒露
心扉，讲出自己的顾虑———妻儿
远在美国，儿子恰逢博士毕业的
关键时间，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
业，也不让妻子担心，他选择了
隐瞒病情， 自己一个人住院，但
漫长的治疗使他担心被妻儿发
现患病的事实，谈起家人，患者
几度哽咽。 他还担心离开自己，
公司运转出问题。

彭雁楠和同事从子女的角
度，鼓励他积极接受治疗和面对
疾病。 患者交谈后，决定放平心

态，重新思考家庭和工作。
除家庭、情绪问题外，彭雁

楠发现很多造口患者及家属在
出院后不知道如何使用造口袋。
此前，东方医院每两周周四会请
拥有国际造口师资质的护士为
患者讲解护理知识，由于患者受
教育程度不同，理解能力也相差
很多。 彭雁楠和小组在护士提供
的课程后面增设实操环节，让患
者和家属使用道具提前演练，以
便加深印象。

彭雁楠和同事还通过影响
力问话、道具运用、情景模拟等
多种干预方法，为造口患者提供
支持。 她们的研究显示，医务社
工干预能够显著提升肠造口患
者的社会交往、饮食选择、从事
重体劳动的自我效能，恢复其对
性生活及造口自理的信心。

医务社工
是个能做到老的工作吗？

蒲爱德女士最初在协和医
院建立社工部时，为医务社工的
职业生涯做出清晰规划：

与医院的临床、医技科室类
似， 社会部有自己的职称系统，
随着工作年限和经验的积累，部
分实习生可被录用为初级工作
员， 之后晋升为高级工作员、监
督员、副主任，甚至主任。 除了有

晋升的机会，工作人员还有机会
赴美国学习、进修，或在大学兼
任教职。

目前， 国内大部分医务社工
职业前景不明朗。 由于聘用医务
社工会增加医院“非创收性”负
担， 大多数医院不愿意开展医务
社会工作。 就算医务社工被招进
医院， 也没有明确的培养计划和
晋升机制。 在东方医院，医务社工
晋升渠道逐渐清晰。 专业晋升取
得助理社工师、社工师、高级社工
师的认证资质， 并具备教学和研
究的考核与临床技术岗位对标，
通过竞聘可获得相应职称。

“爱心在左，技能在右，医务
社会工作是一份职业化的工作，
成为医护的合作伙伴，以专业帮
助有需求的患者和家庭，让患者
的康复之路更畅通、更便捷。 ”吴
晓慧说。

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彭雁
楠觉得医务社工将转型为健康
社工，从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
多个阶段进行介入。 她们不再局
限于院内医患， 社区高危人群、
康复患者也将纳入服务范围。

“国外社会保障和保险体系
完善，医务社工更多发挥资源链
接者和倡导者的作用，为患者提
供转介和联系服务。 我们想和他
们一样，同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
系。 ”彭雁楠说。 （据《医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