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２０22．3.29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五社联动”齐治理

未来北京市社会工作将在这些方面发力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今年初，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加强基层社会工
作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 提出要发挥社区、 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作用，助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以及民政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五社联动”机制
壮大社会治理参与力量

据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3
月 17 日至 31 日举办第七届北
京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活
动宣传主题为“五社联动聚合
力 社工服务暖基层”，这表明
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社会
组织、 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
资源的“五社联动”是未来发展
的趋势， 五方携手将共同提升
基层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和基层
治理现代化水平。

为做 好 联动 服 务 ，2021
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
局积极整合慈善公益资源，对
接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成立社会工作发展专项基金，
推动“以社助社”公益服务项
目和品牌建设。 各级社会工作
服务平台结合群众服务需求
和基层重点工作，在“社会工
作者+志愿者” 联动服务基础
上， 探索实践“五社联动”机
制。 高校师生，法律、教育、医
务、 心理等领域专业人才，志
愿服务团队等多元社会力量
在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实现“跨
界牵手”，形成了“社学研一体
研究生工作站”“法律问题进
社区公益讲堂”“环保专家进
社区”“社区治理方程式求解
沙龙”等特色服务模式。

据统计，2021 年北京市共
开展入户走访、个案服务、社区
活动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5000
余次，动员社会组织 500 余个，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160 余个，
联动志愿者 6000 人次，链接社
会资金 150 余万元， 在多方参
与、 多元联动的服务模式下进
一步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赋权增能
慈善力量助推社会治理

2021 年 10 月，大兴区魏善
庄镇依托镇党群服务中心建立
了一个镇级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按照 4 项制度、5 项任务、6
项目标的“456”工作机制，构建

形成了镇村两级“1+N”的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全面协调

全镇社会工作开展；同
步在镇中心建立社会
工作交流中心及大

学生研学实践基

地， 聘请 8 名社会工作领域的
专家学者， 组建社会工作专家
委员会。 镇社工服务中心统筹
管理的 13 个村级工站着重扎
根基层农村社区，以个案帮扶+
社区活动+专项治理+培育志愿
队伍+营造慈善氛围为切入点，
动员多个社区社会组织参与，
助力“五社联动”。

魏善庄镇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专职副主任周伟静介绍说，
各村级社工站在镇社工服务中
心的指导下， 根据村庄需求制
定服务实施方案， 各社工站充
分发挥“五社联动”作用，融入
慈善元素。 其中，赵庄子村级社
工携手赵庄子村“两委”连续四
年运用专业社工方法助力开展
慈善公益节， 全村 822 人次参
与，共筹得资金 21 万余元；2020
年 9 月 1 日与中国金谷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全国首单
群众性互助慈善信托服务。 赵
庄子爱心救助基金对村民进行
过 55 次大病救助，解决村民的
急难愁盼问题。

随着“五社联动”的推进，
西南研垡、魏庄、东枣林、大狼
垡村级社工站也充分链接基金
会资源， 为村庄捐赠图书 3400
余册，满足了村民对人文社科、
农科种植、 心理健康、 经典文
学、 老年人生活等多个领域图
书的阅读需求， 且重点关注村

中老年人， 捐赠羽绒服和价值
3.6 万元的看护通等护理用品
及玉米油等生活物资。“社工+
慈善”使村民生活更丰富，综合
提升了村民的素质， 推动了慈
善资源的充分流动与合理调
配， 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
积极性。

搭建基层社会工作服务
平台 助力社区建设

2018 年年底， 位于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通运街道挂牌成立。

为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
机制创新，通运街道探索建立
了街道社会工作指导中心、社
区社工站两级专业社会工作
体系。 两级平台通过引进专业
社会组织参与运营，派驻专业
社工驻岗办公， 与街道科室、
社区居委会嵌入式协同开展
工作。

在社会工作指导中心建
设方面，不断健全专业督导体
系，创新督导形式，提升督导
效果；不断开展精细化社工培
养工作，提升工作者的工作能
力与专业化水平；不断完善两
级社会工作体系，规划街道社
会工作发展。 在社区工作站建
设方面，嵌入融合社会心理服
务、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家庭
学校、社区文化建设等多个专

业模块，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结合的优
势，不断探索构建多元化专业
社会治理格局。

运河园社区是通运街道下
辖的一个老旧小区， 老年人是
参与活动、 加入志愿组织的主
力军。 通运街道依托专业社会
工作两级平台， 调动多元主体
力量，推进“五社联动”，在运河
园社区培育推进“全职妈妈成
长计划”，以社区“宝妈”为切入
点， 推动成立由社区全职妈妈
组成的“运河园社区 BQteam-
贤妈智囊团”，逐步实现年轻志
愿队伍“行动起来”“活跃起来”

“参与起来”。
围绕全职妈妈需求及社区

需求， 运河园社区为全职妈妈
开展了“北京-藏区家庭互动”
“成都全职妈妈经验分享”“家
庭走进社区看见社区志愿者”
等活动，服务超 200 人次。 通过
藏区捐赠图书活动， 社区共捐
赠 133 本儿童绘本并寄往藏区
白玉县； 通过拍摄社区疫情防
控宣传片， 形成三段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视频， 提升全职妈妈
的自我认同感。

下一步， 通运街道专业社
会工作两级平台体系将以“五
社联动”为抓手，以专业社会工
作为引领，进一步推动“运河园
社区 BQteam-贤妈智囊团”成
员发挥智力、年轻、高素质等优
势， 带动更多的社区年轻群体
参与社区治理。 同时，尝试引入
公益性资源、社会企业等力量，
在社区搭建主要面向妇女儿童
和家庭的交流、活动平台，成为
社区居民互助、交流、参与的可
持续社区平台， 真正助力社区
基层治理。

今年， 北京市将继续完善
“五社联动”机制，全面推进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 依托党
群服务中心等平台，建设 16 个
区社会工作指导中心， 实现区
级平台全覆盖；新建 60 个街道
（乡镇）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全
市覆盖率达到 30%； 依托社区
服务站等平台， 按照 20%、30%
的比例在村、 社区设置社会工
作服务站点。 同时，北京市还将
链接慈善资源开展农村社工人
才全面调查， 推动实施农村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 助力乡村人
才振兴。

（据北京市民政局）

社区全职妈妈组成的“运河园社区 BQteam-贤妈智囊团”

赵庄子村第四届慈善公益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