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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服务优势

“社工+”创新模式在多领域大显身手

“副班主任参与班会走进课
堂，在职业道路规划、日常兴趣
爱好等方面与我们真诚一对一
交流，感觉很温暖。”提起学校社
工专业研究生进入班里当副班
主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大四学生张晨瑶赞不绝口。这样
亦师亦友的副班主任又被同学
们亲切地称为“知心姐姐”。

这一举措得益于哈尔滨工
程大学依托人文学院试运行一
年的黑龙江省高校首家“学校社
工站”。 该校社工专业研究生进
入本科班级开展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探索“辅导员+班主
任+社工”协同育人新机制。

3 月 23 日， 哈尔滨工程大
学“学校社工站”在线上举行了
正式成立仪式暨班主任工作交
流会。 会上提出，“学校社工站”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经过

一年的试运行， 逐渐探索出一
条破解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瓶颈和盲点的“学校社工站+
日常思政”新模式，探索“社
工+班级”新路径，既让社工专
业学生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学
以致用， 又让学生工作更加贴
近学生需求。

据介绍，“学校社工站”正式
成立后，在先期委派四名社工专
业研究生担任四个本科生班级
副班主任的基础上， 再遴选 17
名社工专业研究生作为副班主
任， 实现人文学院 16 个本科班
的全覆盖， 着重在班级学风引
导、考研就业辅导、科创竞赛指
导三方面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

过去一年， 该校 2021 级社
工专业研究生胡耀方担任人文
学院大四班级副班主任。在工作

中，她发现引入社工专业的生态
视角和优势视角，有助于帮助同
学们疏导在学习、情感、就业三
个方面产生的压力，在干预服务

中她与学生们相互受益，自己也
获得了成长。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辅导

员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责。但
在实践中，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
学院院长郑莉表示，单靠辅导员
对学生进行日常教育，效果不甚
理想。

郑莉表示，社工专业研究生
担任副班主任，有助于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发挥好班主任、辅导员、专业教
师、社工研究生的协同作用。 她
说，“这一举措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学生在专
业学习、人格修养、心理健康各
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

“‘社工+’模式创新性地将
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融
入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 就是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党委书记崔彬表示。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在以往， 我们对社会力
量、基层青年挖掘力度不够，导
致基层工作力量缺乏、 开展工
作力度薄弱。 现在，我们大力推
进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
作为充实基层青年工作力量的
有力抓手， 助力基层社会治
理。 ”3 月 26 日，共青团重庆綦
江区委书记谢琳娜如是说。

据了解， 近年来重庆綦江
区从队伍管理、提升效能、定制
项目等方面着手，内挖潜力、外
整资源， 逐渐建成了一支数量
足、能力强、有情怀的青少年事
务社工队伍， 有力解决了基层
工作力量缺乏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
扩大社工规模， 该区从社会中
寻找资源，通过广选拔，支持专
兼职团干部、 青年社会组织骨
干、 志愿者骨干等转化为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先后组织
1000 余名专兼职团干部参加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2021 年考试通过 220 人。
谢琳娜告诉记者，

队伍建立起来后， 又以
区委党校为龙头、
各级团校为主干、
社会培训机构 、

区内高校为补
充 的 实 训 基
地，构建了“入

职培训与
定期督导、

区域化培训与集中培训、 职业
资格培训与实践教育” 相结合
的培训体系。 在考核方式上，不
断创新评价形式， 研究制定了
《青少年事务社工考核方案》及
其系列配套制度，通过季度、年
度、聘期“三期”考核，对社工
德、能、勤、绩、廉方面进行全方
位量化评价，既突出实绩，也考
核素养， 真正实现社工的精细
化管理。 同时，该区还注重规划
社工的成长路径，制定出台《管
理办法》，明确社工两年服务期
满， 聘期考核合格且符合相关
条件的，通过组织推荐、考核考
察等方式， 可在全区统筹调剂
公益性岗位。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 自开展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以来， 每星期我
们都会常态化组织起志愿者，
来到社区街头清扫垃圾、 拾捡
烟头，来到十字路口劝导交通，

来到广场院坝为市民宣讲文明
城区创建、 垃圾分类知识。 现
在， 我真切地感受到大家出行
越来越文明， 街边马路垃圾越
来越少，看到家乡新的变化，我
感到成就感满满。 ”来自中建二
局长江大保护綦江项目部的青
少年事务社工熊柳向记者讲述
了他对参与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的感受。

目前，该区通过坚持党建带
团建，组织党员社工与“小红綦”
青年志愿者共同组成了 20支青
年突击队， 常态化向社区报到，
全面参与社区治理。 探索运用
“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团干+青
少年事务社工+青年志愿者+
社会力量”的工作模式，深入开
展乡村振兴、城市品质提升、便
民惠民、环境美化、关爱陪伴、
爱心发放等志愿服务活动近
1000 场， 解决社区居民急难愁
盼问题。 （据《工人日报》

近日，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
区检察院与成都新空间社工服
务中心举行“司法社工介入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合作”签
约仪式。 随后，双方在眉山市未
成年人“一站式”保护关爱中心
对一名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帮
助。 这标志着东坡区购买司法
社工服务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帮扶项目正式启动。

据悉，司法社工介入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是在眉山
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及眉山
市检察院支持下，东坡区检察
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工作中引
入的第三方社会工作服务。司
法社工将在未成年人矫正中

发挥专业服务优势，通过对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社会调
查、帮教与监督考察、家庭教
育指导，对未成年被害人“一
次”询问、心理疏导及对家长
实行亲职教育等举措， 及时、
有效、全面的“一站式”保护和
救助，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强化法律认知，促进其
顺利回归社会。

接下来， 东坡区检察院将
进一步优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办案理念， 做实做优司法社工
介入未成年人刑事工作， 以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最高检“一号
检察建议”。

（据《四川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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