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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统筹协调
提升社区社工专业能力

此前一周， 七星岗街道办事
处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 街道
社工站组织召开“巴渝社会工作
宣传周”活动协调会，民政办、负
责社工站运营服务的巴渝公益及
八个社区社工室专职社工共 16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巴渝社工
周” 期间街道社工站组织两场活
动及八个社区的单场活动时间、
内容等进行了沟通， 整合相关资
源，协调保障活动全面推进。

3 月 17 日上午，2022 年全国
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暨第六届巴
渝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在重庆
启动。 为拓展全街社会工作者的
视野， 提升社会工作者能力，街
道社工站协调社区社工室组织
专兼职社工及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通过网络直播收看社工周开
幕式活动。 当天下午，街道社工
站和社区社工室还组织专兼职
社工参加区社会工作协会组织
开展的重庆市社会工作优秀案
例线上分享活动。

线上知识科普
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七星岗街道社工站抓住“巴
渝社工周”契机，通过开展线上

科普宣传活动，助力全民认识社
工、关注社工、参加社工活动，同
时宣传社会工作理念，普及社会
工作知识，促进社会和谐建设。 3
月 17 日至 21 日， 七星岗街道社
工站通过运营机构巴渝公益的
公众号连续推送《什么是社工》
《社会工作起源》《社会工作在我
国的发展》《七星岗街道社会工
作》《社工的类型》等社会工作相
关科普宣传文章，积极提高居民
及大众对社工的了解，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氛围。

为进一步提升宣传效果，加
强与公众互动，3 月 22 日， 七星
岗街道社工站通过网络组织开
展“七星岗街道社会工作宣传有
奖知识问答”活动。 从贴近生活、
贴近社区、 贴近群众的实际出
发，题目涵盖了社工、七星岗街
道社会工作、疫情防控、垃圾分
类等领域。 活动得到了七星岗街
道八个社工室的大力支持，面向
辖区内各社区进行了大量宣传、
转发，得到了七星岗街道居民的
积极参与。

宣传社会工作
社工室各显神通

线下宣传、 服务形式多样温
暖基层。各社区社工室立足社区，
通过社区 LED 屏幕播放主题宣
传画、 在社区摆放社会工作室简

介及社会工作宣传资料、 巡逻喊
话等方式加强对社会工作的立体
宣传， 营造良好的社会工作服务
氛围。如，兴隆街社区社工室组织
社区志愿者开展清洁大扫除活
动， 同时组织志愿者面向居民开
展社会工作相关宣传活动。

线上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各社区社工室除分享街道
社工站编发的宣传文章外，还自
主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华一坡社
区社工室通过向辖区居民微信
群、志愿者微信群、党员微信群
等推送社工主题漫画的方式向
居民科普社工是什么、社工能够
做些什么，分享街道社工站编辑
的相关宣传文章，让居民知晓街
道社工站和社区社工室， 以及
社工开展的具体工作； 归元寺
社区社工室转发科普视频和科
普文章，向居民普及社工知识；
捍卫路社区社工室开展“社工
进万家幸福你我他” 线上宣传
活动， 通过线上问卷的方式向
居民普及社工相关知识； 金汤
街社区社工室开展社会工作网
络宣传活动， 展示社会工作发
展的成果和“五社联动”的意义
和作用，让社会充分认识社会工
作的价值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临华路社区社工室通过社区网
格群转发社工宣传资料，邀请填
写社工知识问答，让居民能够更
多地认识社工，了解社工，在有

需求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寻求社
工帮助， 同时设置线上政策咨
询，为居民进行答疑解惑；领事
巷社区社工室联合社区工会举
办“社工知识小问答 开启宣传
新模式”线上宣传活动，为社区
居民宣传社会工作知识、女职工
劳动安全和普法知识。

知识问答提升居民对社会
工作的理解和认识。 华一坡社区
社工室在群里组织 30 余名居民
参与社工知识答题，促进辖区居
民参与；归元寺社区社工室组织
开展“社工知多少”线上知识问
答活动；抗建堂社区社工室开展
“社工宣传周之社工知识问答活

动”，让居民收获社工知识，增加
居民对社区社工和社工服务的
了解；领事巷社区社工室开展线
上知识问答， 通过社区居民群、
党员群进行宣传，动员社区居民
和党员积极参与线上答题。

七星岗街道社工站和八个
社区社工室通过组织开展“巴渝
社工周”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
提升了社会工作在群众当中的
认知度，同时提高了七星岗街道
的社会工作的公众影响力，为七
星岗街道的社会工作面向群众
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七星岗
街道的社会工作走向基层、服务
基层。

五社联动聚合力 社工服务暖基层
七星岗街道社工站、社区社工室联动开展“巴渝社工周”系列宣传活动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为了充分彰显“五社联动聚
合力、海瓮帮扶领新风”的社区
治理效应，广州市海珠区乡村振
兴局、广东省东西部协作组黔南
工作组瓮安小组、 海珠区民政
局、共青团海珠区委员会、海珠
区残疾人联合会、海珠区妇女联
合会等职能部门及群团组织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贵州对口帮扶
社区治理推进工作。 通过跨省赴
贵州映山红社区实地调研考察，
组织两地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
织开展海珠区对口帮扶贵州省
瓮安县第一季度项目实施交流
研讨会，两地深入研究新周期乡
村振兴推进工作实施计划。

在项目实施研讨会上，广州
市海珠区相应职能部门、群团组
织结合广州市心明爱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于 2021 年至 2022 年期
间在映山红社区的突出服务成
效，在心明爱社区治理服务案例

被列入广东省帮扶贵州省国检
报告优秀案例基础上，推荐心明
爱中心持续作为东部地区社会
组织首支及唯一的服务队伍代
表，赴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深化
推进社区治理社会服务及志愿
者服务工作。

2022 年 3 月 24 日， 在广州
市海珠区乡村振兴局、广东省东
西部协作组黔南工作组瓮安小
组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下，贵州省
黔南州瓮安县民政局副局长李
霞主持，瓮安县社会事务服务中
心主任毛科友、县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工作员袁国祥陪同，广州市
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贵州
服务队参与瓮安县民政局建设
社工站调研座谈会，共同讨论瓮
安县民政局社工站建站三年规
划及分阶段实施计划。

广州市心明爱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积极响应瓮安县民政局

建站服务需求，副总干事颜琼瑶
组织心明爱贵州省瓮安县映山
红社区社工团队、福泉市牛场镇
社工团队全体成员参与调研，在
详细讨论瓮安县社会服务与志
愿者服务工作站建设三年规划
基础上， 针对 2022 年优先建设
的四个镇街社工站进行现场选
址实地调研考察。

调研团队先后走访了瓮安县
珠藏镇珠藏社区金珠世纪小区、
瓮安县银盏镇江口坝社区、 瓮水
街道河西党群服务中心以及雍阳
街道映山红社区， 为下一步社工
站建设的推进夯实服务基础。

走访过程中，调研团队主要
对社工站建设选点进行了详细
了解，了解办公场地位置利用的
合理性，另外对各个站点的人员
配置如人员的要求、住宿、薪资、
当地是否有推荐人选等问题也
作了详细调研， 希望继续用 1＋n

的模式培育本地社工，为瓮安的
社工行业种好种子。

在走访过程中，调研团队对
四个社区的三类人群有了初步
的了解，详细了解了民政的兜底
对象，为之后的工作做好前期准
备。 通过对四个社区的走访，调
研团队了解到了不同社区的特
点。 珠藏镇珠藏社区人口分散在
各个乡村，同时民政局希望以整
合儿童之家资源，打造乡镇特色
的社工服务；江口坝社区属于异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人口集中，
场地以及设施设备齐全，可以在
原有的基础上做出更加具有社
工专业特色的东西；瓮水街道河
西社区位于县城中心，场地位置
有待协调，县城中心服务的群体
相对于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
群体来说整体素质比较好，后期
如果开展服务会有很好的效果。

调研团队表示， 社区基础设

施完善的情况下需要灵活运用，
为社区居民带去福祉， 让基础设
施使用融入每个居民心中。 在社
工站建立后， 应利用活动场地提
供服务，提高居民社会服务意识，
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归属感。“此次
调研走访充分感受到贵州省对于
社工行业发展支持力度之大，而
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广州社工的先
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发展
具有贵州特色的社会工作， 培养
贵州本地社会工作人才， 将东西
部协作精神发扬光大。 ”

调研团队认为，社区治理需要
社工去承担， 社工必须与时俱进，
加强学习， 跟上信息化时代的步
伐，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开展
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对象是广大居
民群众，面对居民的工作，更应该
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应
变能力和处理能力，更好地为社区
居民带去福祉。 （高文兴）

五社联动聚合力 海瓮帮扶领新风
广州多元主体参与贵州对口帮扶社区治理推进工作

2022 年 3月 17日至 23日是第六届“巴渝社会工作宣传周”。 重庆市
渝中区七星岗街道社工站与辖区八个社工室紧密联动，围绕“五

社联动聚合力，社工服务暖基层”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社区社工室通过组织大扫除等活动向居民开展社会工作相关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