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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乔恒到吉林长春
社区干部学院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3 月 1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乔恒到吉林长春社
区干部学院专题调研并召开座
谈会。 吉林省民政厅基层政权
和社区治理处处长袁金洪、长
春市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处处
长谢文龙、 长春市社工协会会
长唐天正、 长山花园社区党委
第一书记吴亚琴， 吉林长春社
区干部学院副院长周勉征、刘
占辉、 常茳和相关处室负责人
参加活动。

乔恒查看了吉林长春社区
干部学院基本建设、 运行管理
及办学情况， 详细了解了社会
工作培训组织、课程师资、特色
教学、服务保障等，听取了吉林

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关于开展吉
林省“社工岗”工作业务培训、
吉林省社工师考前培训、 长春
市社会工作专题培训和专题实
践研究、 培训教材编写等工作
情况汇报， 对社区干部学院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干而论
道”和实训教学，不断提高教育
培训先进性系统性给予充分肯
定。 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
交流分享社工队伍建设和培养
专业化社会工作者的经验。

乔恒提出，吉林长春社区干
部学院已经形成了具有影响力
的特色品牌，要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作用，把社会工

作者教育培训与党和政府中心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助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要继续发挥学院的教育培训和
实践研究作用， 不断总结工作、
提升经验，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
建设，培养社工理念、传承社工
精神、培训社工方法，把社区工
作者培养成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要加强实践研究，推进社会工作
标准体系建设，总结梳理基层典
型案例和工作经验， 分类推广。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将与吉林
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建立长效合
作机制， 帮助学院链接资源，给
予指导、支持，加快加强推动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

3 月 3 日上午 9 时 20 分许，
河北省委常委、张家口市委书记
武卫东接过火种护卫递过来的
冬残奥火炬后交给了第一棒火
炬手丁玉坤。

随着一声“起跑！ ”北京冬残
奥会火炬接力起跑正式开启，丁
玉坤高高擎起火炬，现场观众响
起热烈的欢呼声。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火炬
在张家口赛区传递点位依次为：
张家口市民广场、崇礼太舞滑雪
场、蔚县暖泉古镇、怀来官厅水
库湿地公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张家口
赛区第一棒火炬手丁玉坤是河
北省石家庄高新区希望之家社
工服务中心理事长。

出生于 1982 年的丁玉坤，
患有先天性脊柱裂， 从出生起，
双脚就严重萎缩， 双足变形、髋
关节脱位，大小便失禁曾长期伴
随着她。 由于自身残疾，加上家
庭条件不好，她并没有在合适的
年纪接受教育。 19 岁时，抱着对
知识的渴望，她自学了小学到高
中的课程，而且在爱心人士的帮
助下，做了多次手术并装上了假

肢之后， 她终于可以站立行走
了！

2003 年，有爱心人士为丁玉
坤捐赠了一台电脑并帮她交了
网费，了解到网络后的丁玉坤开
始找到生活和事业的方向。

丁玉坤在实现自食其力后，
又帮助了许多有需要的残疾人，
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赚钱，自力
更生。 她组织残疾人生活重建培
训，帮助脊髓损伤重度残疾人进
行生活重建；创办希望之家社工
服务中心，聚拢残疾人和爱心社
工，开展爱心帮扶活动，出色完
成省残运会、“暖心续航”张家口
站社工服务等项目，被誉为“轮
椅天使”。

丁玉坤对现场记者说：“从
知道成为火炬手的那一刻起，激
动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平复过，迫
不及待想要马上把火炬举起。 祝
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残奥盛
会圆满成功，残奥运动员拼搏向
上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残
疾人，我们要在生活工作中不畏
困难、勇往直前，一起走向属于
自己的美好未来。 ”

（据“中国社会工作”公众号）

七、重视社会心理服务
报告提出， 要重视社会心

理服务。 这一表述未出现在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显
示出社会心理服务受到的重视
程度得到提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
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联
合印发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试点 2021年重点工作任
务》提出三方面 14项任务：一是
强化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二是
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三是规
范开展社会心理服务。

其中包括：试点地区，在村
（社区） 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
工作室，2021年年底前，以村（社
区）为单位，建成率达 80%以上。

试点地区公安、民政、司法
行政、信访、残联等部门结合行
业特点， 每年至少为系统内人
员及工作对象举办一次心理健
康知识讲座， 并根据需求提供
心理健康或社会工作服务。

2022年， 社会心理服务是
否会进一步扩大范围，建设目标
会不会进一步提高，包括社工在
内的心理服务力量又将面临哪
些新的任务？ 我们拭目以待。

八、 强化公共法律服务和
法律援助

报告要求强化公共法律服
务和法律援助，而 2021 年的表
述则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

从加强到强化， 并且增加
公共法律服务， 出现这样的变
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2022 年
1月《法律援助法》正式实施。

法律援助， 是国家建立的
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
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
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
务的制度。

《法律援助法》明确规定，
法律援助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的组成部分。 享有基本公共服
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保障人
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
重要职责。

《法律援助法》规定，国家

鼓励和支持群团组
织、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在司法行政部
门指导下，依法提供
法律援助。支持符合
条件的个人作为法
律援助志愿者，依法
提供法律援助。

同时《法律援助
法》还明确，国家鼓
励和支持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和个
人等社会力量，依法通过捐赠等
方式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支持；
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税收优惠。

社会力量通过捐赠、 志愿
服务等参与法律援助的大门已
经打开！

九、 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
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收费

报告明确，2021 年我国已
经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改革。 报告要求，
2022年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协
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收费。

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
清理整治是 2021 年社会组织
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减
免一批收费、降低一批收费、规
范一批收费、查处一批收费、通

报一批收费”，累计为企业减轻
负担约 56.54 亿元， 惠及企业
155.4 万余家；抽查检查行业协
会商会 21616 家， 查处违法违
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 475 家，
查处违规收费 3541.75万元，公
开曝光 255家、 通报表扬 2759
家行业协会商会。

据《法治日报》消息，行业
协会商会立法已列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民政
部提出，将会同有关部门，结合
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出台、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
推进以及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
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 深入开
展立法论证调研， 推进行业协
会商会立法工作。

社工火炬手、“轮椅天使”
接过冬残奥会第一棒

（上接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