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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社工“职考”为啥火？

杨丽娟：
社工是助人自助

201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丽娟成为云南连心社区照顾
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参加几
次活动后，她认识到，需要关爱
和陪伴的群体比较多，除了儿童
和残疾人，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
年人也需要情感陪伴和关怀。

杨丽娟所服务的社区在昆
明市，喜欢心理学的她经常与老
人一起聊天，有时候会把从老家
带来的花生和核桃带着，大家边
吃边聊，她逐步了解到老人们的
需求。“如果我有能力，就为老人
提供开导； 如果自己不够专业，
就请心理咨询师帮他们解决问
题。”渐渐地，杨丽娟帮助了不少
老人和孩子，也收获了不少服务
经验。

杨丽娟接触到社工也是在
2013 年， 她觉得这个群体做事
既专业又特别有意义。“时间长
了我才知道， 社工就是助人自
助，更多地接纳和包容，追求和
谐社区的理念。 ”

2019 年 3 月， 在电影院任
项目开发总监的杨丽娟辞了工
作，回到老家云南省南涧彝族自
治县进行公益创业。她走村入户
地开展调研，明确了服务对象为
残障人士和特困老年群体。今年
8 月，她创办的南涧悉心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在当地挂牌成立，由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提
供督导，杨丽娟与身边的爱心人
士一起开展服务。 目前，该中心
已承接南涧县民政局的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为当地集中供养的
特困老人提供心理安抚和精神
陪伴。

今年 10 月， 杨丽娟参加了
社工职级考试。 她觉得，做公益
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支撑才不
会走偏。她希望自己能顺利拿到
证书，助力机构今后的发展。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社工
是什么。 如今，政府工作人员、
乡镇上的朋友都已慢慢了解社
工，考社工证的人也多了。 这种
意识上的改变，是一种前进。 ”
杨丽娟说。

段静：
我对行业非常期待

段静（化名）在大学期间学
的就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时考
取了助理社工师资质。三四年时
间内，她从石家庄恒爱家园社工

服务中心的一名普通社工成长
为项目负责人。

成为社工之初， 段静参与
的是恒爱家园社工的社区服
务，为困难群体提供各类服务，
同时还参与孵化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并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 后来，她又开始服务失独老
人，主要内容是探访失独老人，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活动。“我
们组织了医疗互助组， 为失独
老人提供医疗关怀； 还组织成
立了修理小家电、 手工编织等
兴趣小组。 ”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段
静和同事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
开展线上活动，这需要大量的对
接和组织工作。“我们在微信群
开编织课程， 团队要提前构思，
邀请授课老师，请志愿者把材料
和工具提前送到老人家里去，提
前给老人发通知、告知课程内容
等。 ”段静说，“我之前有线下服
务失独老人的基础，与老人们比
较熟悉，在群里预热、互动效果
不错。 ”

成为社工的这三四年，段静
收获很大。“刚入行的经历，对于
我的成长以及价值观的形成有
很大的帮助。服务失独老人的经
历，则是一个能力提升的过程。”

今年，段静报考了中级社工

师。 虽然考试结果还没出来，但
她对自己有信心，“毕竟有多年
的实务经验，而且我一直在学习
和准备。 ”

段静所在的恒爱家园社工
目前持证率已达 80%，这有利于
承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和
机构长远发展。恒爱家园社工总
干事张义德感慨，这几年，石家
庄社会工作的发展越来越正规，
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多，社工的
体量在增大，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的规模也在扩大。“这几年政府
工作报告几乎每年都会提到社
会工作， 我对行业非常期待，希
望有更大的作为。 ”

尹玉英：
社工价值需要被更多人看见

今年 28 岁的尹玉英在北京
城市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学的是
社会工作专业。

2019 年毕业后， 尹玉英回
到家乡山西省太原市，在一家企
业短暂任职后，第二年加入山西
禾伴公益服务中心，“毕竟学的
是社工专业，如果不从事相关工
作，会有点遗憾。 ”

入职之初， 机构申请了一
个志愿服务机构能力提升项
目， 尹玉英负责项目推进并与

各方对接。 参加培训的志愿服
务机构大多是新成立的组织，
培训内容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和财务规范。 这次培训让尹玉
英收获很大， 更新了对行业的
认知， 也接触到志愿服务的现
实样貌。

今年，山西禾伴公益服务中
心承接了山西省民政厅的全省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机 构 孵 化 项
目———老军营街道社会工作服
务站建设探索性项目。尹玉英从
支持者的角色转换为社工服务
的执行人，直接在社区一线开展
服务。项目选择了两个重点服务
的社区开展工作，在民政帮扶群
体基础上，将“一老一小”纳入服
务对象中，从硬件和软件两个部
分进行建设。“我们对场地进行
规划， 并配备办公和服务设施，
创造一个安全的活动场所。 同
时，我们对困难群体进行探访和
陪伴，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尹玉
英说。

服务内容涉及开展主题活
动、 开展老年群体反诈骗活动、
社区党建、校园“五防”、儿童情
绪管理等多个方面。 此外，还组
建了 100 个社区兴趣小组，成功
孵化两家社区社会组织，帮助其
规范化发展。

今年，尹玉英参加了社工中

级考试。“把实务和学习结合起
来，对我来说很有用。 应考的过
程其实是回顾理论和印证实际
的过程。 ”

尹玉英感受到， 近几年，国
家和省市对社工行业的发展越
来越重视，但在基层，社工的普
及程度还需要提升，“我认为，社
工的价值需要被更多人看见。 ”

曹伟军：
社会工作将有巨大体量

曹伟军本科学的是社会工
作专业， 研究生读社会学专业，
去年毕业后就入职济南市历下
区善治公益发展中心，在中心运
营的历下创益园负责社工工作。

“有专业的基础在， 我对社会工
作一直有热情。 ”曹伟军说。

济南市历下区的社工事业
起步较早，社工站建设项目已经
实施了不短的时间。 曹伟军透
露，历下区目前已形成 1 个区级
社工总站（历下创益园）+13 个
街道社工站（由 4 家社工机构承
接）+6 个试点社区派驻社工的
架构。 其中，社工共有 44 人，平
均年龄近 25 岁， 平均工作年限
近 3 年，人员素质较高。

曹伟军刚来历下创益园时，
负责的是历下区社工评估督导
项目， 开展中期和末期评估，并
进行督导和培训。 今年，他负责
历下社工总站的升级———从此
前的单个项目转变为区级社会
工作服务平台。

长时间与一线社工接触，曹
伟军颇为感慨：“服务对象情况
比较复杂， 考验着社工的爱心、
耐心和专业能力，我们在工作中
很有成就感。 ”

大学本科毕业时，曹伟军就
通过了社工的初级职考， 今年，
他参加的是中级考试。“我选择
参考， 就是鞭策自己继续学习。
社工考试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全
面，包括法律法规、理论知识和
实务，与我们现在的实际工作环
境比较契合。考试中的一些案例
在我们日常服务中就能遇到，这
可以帮助我学以致用。 ”

曹伟军对社工行业的未来
发展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目
前， 社工站建设从中央层面开
始推，这是制度化的建设，有很
高的稳定性。 社工站建立起来
后， 社会工作就会有巨大的体
量， 今后的社工服务将从聚焦
困难群体转为面向所有人，实
现普惠性发展。 ”

（据《人民政协报》）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1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举行，今年考试报名人数跃升至 82.9 万，比上年增长 36%，创
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我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已达到 66万余人，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超过 44

万个，各级成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超过 1.3万家。
记者近期采访了云南、河北、山西、山东四省的 4位参考社工，他们的故事映射出社工这个行业的发展景象。

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