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社会工作同仁：
三月春来， 万物复苏， 第十六个

“国际社工日”如约而至。 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
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 ，
经过广大同仁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共同
努力， 社会工作已成为新时代参与社
会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 在参与社区
治理、疫情防控、协助应对突发事件和
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

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
的认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支
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
服务 、 公益慈善等健康发

展 ”。 为深入落实 《政府
工作报告》要求，更好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
势， 广泛链接社会

资源 ， 积极推进

“五社联动 ”服务基层 ，不断提升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我
们向全国社会工作者发出如下倡议：

一、坚守使命，服务大局。 广大社
工同仁要立足新时代， 完整准确全面
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加自觉的坚守
专业使命， 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大局， 做好党和政府开展群众工作
的有力助手， 以专业服务把党和政府
的福利政策、 惠民举措传递到人民群
众中，共同建设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进
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 、扎根社区 ，服务基层 。广大社
工同仁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贴近群
众 、深入百姓的工作特点 ，扎根社区 ，
专业引领 ，促进社会组织 、社区志愿
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在社区层面
的 “联动 ”，充分调动各方优势 ，提升
基层治理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
业化水平 ，共建美好和睦社区 。 要积
极发挥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专

业作用 ， 为乡村振兴提供资源链接 、
专业培训 、结对帮扶 、陪伴支持等服
务 ，支持乡镇社工站建设 ，为美丽乡
村增色赋能 。

三、不忘初心，服务群众。 广大社
工同仁要坚守 “扶危济困” 的行业初
心，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为服务对象提供
面对面 、点对点 、心贴心的专业服务 ；
要积极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
为社会工作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
战、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兜底民生保
障、 促进家庭教育提供更加专业有效
的思路 ；要加强行业自律 ，倡导专业 、
积极 、 向上的社会工
作行业理念， 持续推
进中国特色社
会 工 作 事
业的发展。

各位同仁 ，春风已起 ，青山可望 。
“十四五 ”规划宏图已绘 ，新时代征程
号角正响 。 让我们紧密团结起来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满怀信心 、踔厉奋发 ，为中
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
力量和智慧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2022 年 3 月 17 日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我国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
会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这就
对社区服务的内容覆盖、服务水
平、服务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发展社会工作
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十三五”期末，全国社区工
作者达到 433.8万人，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 157.3万，主要为城乡社区
提供各类专业服务。在 2022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 社会工作第六次
被写入，且被单列，其重要性再次
被突出。《“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
规划》 中也明确提出构建社会工
作服务体系、 提升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能力、 扩大专业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等三方面具体要求。

其中，医务社会工作是专业
社会工作的一种。 近年来，医务
社工在医院服务、 患者管理、医
患关系调节以及社区健康教育、
居民健康档案建设等方面发挥
了巨大作用，其重要性正日益提
升。 医务社工的存在改变了之前
医院单纯治疗“身体疾病”的模
式，让患者在医院也能够得到身
心各方面的照顾。

从人文视角出发，医务社工
“看见” 并回应了患者的心理社
会需求。 大力发展医务社会工

作，加强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人
才培养，引进医务社会工作者专
业人才并建立医务社会工作者
服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模
式转变和医疗卫生服务改变的
需要，成为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改
革需要，更是现代医患关系发展
以及社区医疗卫生建设的迫切
需要。

2017 年，《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要求医疗机构设立医务社工岗
位， 负责协助开展医患沟通，提
供诊疗、生活、法务、援助及患者
支持等服务。

2018 年，《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考
核指标》将建立“医务社工制度”
列为一级指标。

2020年 10月，北京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等联合发布《关于发展
医务社会工作的实施意见》。截至
2021年年底，北京市共有 89家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了医务社会工作
服务， 其中三级医疗机构共 52
家，较之前增加了 33 家，医务社
会工作者达到 265人。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社
会工作者尤其是医务社会工作
者等专业人才在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据民政部
数据，截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全
国有 20 多万名社会工作者投身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开通社会工

作心理服务热线近 4000 条，热
线累计服务 200 余万人次。

为致敬广大医务社会工作
者， 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群体，近
年来《公益时报》社推出了系列
活动。

如，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的“稳步推进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的要求，弘扬
广大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崇高精神、医务社会工作助人自
助的工作理念，树立医务社会工
作者先进典型，致敬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医
务社工，2021 年 8 月，《公益时
报》社联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轻松

集团以及相关慈善组织、媒体等
共同推出“2020 寻找最美医务社
会工作者”活动。

活动以“缔造行业标杆、彰
显榜样力量”为主题，并邀请到
张晓龙出任“2020 寻找最美医务
社会工作者” 活动公益大使，号
召大家一起关注“2020 寻找最美
医务社工”活动，一起致敬医务
社会工作者，致敬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 活动收到近千份申报材
料，涵盖了医疗卫生机构、医药
健康行业社会团体、专业医务社
会工作机构等相关单位，受到广
泛关注。

与此同时， 为打造医疗救助
与医务社工高质量发展协作网
络，整合资源、提升效率，通过榜
样与先行的力量， 搭建与延展跨
越行业的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推

动医务社会工作事业又好又快发
展，2021年 12月， 在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指导下，《公益时报》社
主办了“2020 医疗救助与医务社
工高质量发展论坛”，围绕医务社
工的现状与挑战、 医务社工如何
更好助力医疗救助等议题， 邀请
医疗救助及医务社工领域的先行
者与实践者进行分享与讨论。

论坛进一步回应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对社会
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即畅通和
规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
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推动社会工
作者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更加规
范，更有秩序。

今年，《公益时报》 社联合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策划了“2022 寻
找最美医务社会工作者” 系列活
动， 并得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
长天使基金、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红
十字国际学院支持。

活动旨在弘扬医务社会工
作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树立医
务社会工作者先进典型，宣扬医
务社会工作者案例。 日前，“2022
寻找最美医务社会工作者”案例
征集已经启动。 详情可扫描二维
码，或关注《公益时报》微信公众
号查询相关信息。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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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 引领五社联动
———致全国社会工作者的倡议书

树立医务社会工作者先进典型
“2022寻找最美医务社会工作者”案例征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