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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工助力乡村振兴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响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州社工创新实施助力乡村振兴七大专项行动，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促进城乡融合、助农增收、服务农村困境人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21 年以来，广州社工累计实施乡村振兴有关项目 133 个，整合链接爱
心物资折合价值 1029 万元，爱心善款 238 万元，服务从化、增城、白云等地区农村困难群众逾
165.4万人次。 其中，为农村孤寡独居长者、留守儿童、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众提供困难救助、心理
疏导、情绪支持等服务 88.6 万余人次，帮助贫困农户销售特色农产品近 20.6 万件（斤），助农增
收 85万多元，展现了新时代广州社工的新担当与新作为。

助力村民增收 探路困境
农户长效脱贫新路径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
点。 ”广州社工积极实施红棉公
益消费扶贫助农行动，培育和发
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创新线
上、线下多样化营销方式，助推
农民增收致富。

2021 年 6 月，广州市白云恒
福社会工作服务社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在坚持参与疫情防控的
同时，充分发挥其背靠供销社网
络资源优势，通过举办黄皮文化
节、开展助农直播、发起企业团
购、爱心认领认捐等线上线下多
种助销形式，助力解决龙岗村鸡
心黄皮滞销难题。 同时，白云恒
福社会工作服务社联合广州市
社会工作协会共同发起“红棉助
农———名优黄皮传递爱” 行动，
倡议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团体、事
业单位、广大社工、爱心人士等
踊跃参与滞销黄皮的认购、认
领、认捐活动，并采取“助销+公
益”方式，不仅快速有效解决了
困境农户的黄皮滞销问题，帮助
农户增收四万多元，还为荔湾区
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送上了约 5000 斤爱心黄
皮，实现了助农增收与公益慈善
的双赢。

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开展“红
棉暖万家———社区消费扶贫”展
销项目，发挥机构“社工+慈善”
服务优势， 联合 10 多家本土社
工机构， 以街镇社工站为依托，
大力探索实施社区消费扶贫项
目， 引导广大市民通过公益消
费，帮助和支持更多农村困境家
庭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困境家庭
生存发展能力。 通过推广“以购
代捐”“以买代帮”模式，该机构
开展“红棉暖万家”社区消费扶
贫活动 34 场 ， 吸引社区群众
11600 人次参与消费扶贫活动，
直接销售农产品货值达 17.7 万
余元， 为后续探索建立长效化、
精准化的助农脱贫机制奠定了
良好基础。

搭建社工平台 创新乡村
困境人群帮扶新机制

为强化农村地区兜底民生
保障服务，广州市民政局从 2019
年起大力推动“广东社会工作改
革试点”，在从化、花都两区共五
个镇试点农村社工站项目，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

为高效推动“广东社会工作
改革试点”项目实施，广州市社
会工作协会借助市公益创投活
动之机，策划实施了“党旗领航，
社工同行”乡村振兴社工人才成
长支持项目、“我为农村办实事”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项目。协会累计邀请市内
10 家优秀社工机构及其党支部
对五个社工站进行点对点结对
帮扶， 及时将市内优质督导人
才资源引入远郊农村地区，对
当地 5 个社工站实施“订单配
送式” 的督导精准支持；“量身
定制”系列主题业务技能培训，
帮助 40 多名当地乡村社工人
才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其中，
78.3%的乡村社工考取了国家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持证率
同比提升 22%。

五个农村社工站的社工在
助力农村兜底民生、 疫情防控、
社会救助、公益慈善等方面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各类志
愿者队伍 21 支， 总计约 510 人；
整合链接社会资源
达 100 万元 ， 每年
服务的村民达 15 万
人次。 其中，服务独
居孤寡、 困境儿童、
残障人士等各类困
境群体超 2.5 万人，
已真正成为助推广
州乡村振兴的一支
可靠生力军。

此外， 在市行业
党委和市社工协会
的号召下，广州市恒
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等机构也积极探索
农村本土人才培育，
策划实施“新农学
堂”农村困境家庭提
升计划，链接了供销
社系统、技能培训机
构等资源，开展农技
培训五场次，田间指

导五次，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实地
指导和配方指引，服务当地村民
250 余人次； 协助有需要的农民
家庭成员考取技能认证，扩展就
业渠道，在培育乡村本土人才队
伍方面开启了积极尝试。

切入社区营造 巩固乡村
良性发展新内核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促进
乡村振兴， 倡导借力乡村本土
文化、教育开展工作，已成为社
工服务关键的一张牌。 广州社
工积极探索实施“乡村社区治
理赋能行动”，大力倡导优良传
统文化，强化乡村社区教育，培
育乡村志愿者队伍， 赋能乡村
发展， 不断激发村民友爱互助
的内生动力。

广州市同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借助白云区人和镇当地农
村传统文化开展服务，组织策划
开展“金色留香‘传城’敬老文化
社区营造计划”。 通过倡导传统
美食文化， 机构大力培育长者、

妇女、青少年三支不同年龄层的
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开展困境长
者关爱活动，并组织策划多场独
居长者生日会活动， 服务 7526
人次， 有效营造了社区尊老爱
幼、 友爱爱互助的文化氛围，极
大提升了社区困境长者的生活
品质。

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
社着力乡村儿童成长发展刚
需，优化整合内外部资源，积极
开展乡村儿童教育服务。 依托
社工项目点的“儿童之家”，面
向周边村落儿童、 青少年设计
了 430 课堂、周末托育班、兴趣
课堂等服务， 累计开展 430 课
堂 100 场次，服务学生 3000 人
次；整合链接本土艺术资源，开
展周末兴趣课堂 10 场次和艺
术课堂四场次， 为 160 余人次
的乡村少儿提供美术基础培
训， 积极探索搭建乡村社区儿
童教育服务平台和机制。

培育本土自治组织 赋能
乡村自治发展新主体

乡村本土自治组织是乡村
治理参与的重要主体， 是推动
乡村自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力
量。 借助“党建+社工”的有效
联动机制， 广州社工携手当地
党委政府， 积极培育乡村自治
组织，赋能乡村自治组织发展，
为构建乡村振兴共同体建设贡
献应有力量。

广州市大家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城郊社工站的社工们在街
道党委的支持下，针对辖区困难
农户增收难的问题，积极培育组

建了由“党”“社”“群”
共同参与的“党群互
助社”，为社区困难家
庭搭建可靠的党群互
助服务平台。 经过两
年探索实践， 党群互
助社形成了由“管理
委员会”“运作监督
组”和“专业服务组”
为主体的稳定运营组
织架构， 实现了对社
区困境农户的常态化
帮扶。

党群互助社日常
运作“增收帮扶”项
目，巩固“党组织+党
员志愿者+社工”联
动服务机制， 为困难
农户提供农产品助销
服务。

项目启动至今广泛整合社
区资源和支持， 联动了 30 个爱
心单位和企业参与，助农增收约
94.2 万元，并成立了广州市从化
区慈善会城郊街社区慈善基金，
培育了一支党员先锋服务队和
两支党群志愿服务队，协助农户
成立了从化区第一家农民合作
社，全方位帮助困境农户增收。

广州市广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在花城街党工委的指导下，
策划实施“益路同行”城乡牵手
计划。 该计划以“友爱农田”为媒
介， 搭建城乡居民互动平台，通
过农耕种植体验的形式，吸引了
40 余名城乡居民参与项目服务，
开展“友爱农田”认领服务活动，
签订了 11 份认领协议。 通过农
产品反哺、志愿探访、城乡结对
等系列服务，为辖区困境农户搭
建起城乡互助支持平台和网络，
助农增收约 2.8 万余元， 让当地
10 多户困境农户实实在在受益。

履行援外职责 在“牵手计
划”中展现新作为

“牵手计划”是民政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等部委安排部署的
一项重要的乡村振兴工作任务。
自 2017 年 12 月穗赣“牵手计划”
启动以来， 广州 21 个社工机构
共派出 170 多人先后赴江西赣
州、吉安、上饶等 6 市的 20 多个
项目点实施对口支援，累计签署
开展合作项目 28 个。

广州社工因地制宜，积极探
索实施多元赋能式“牵手计划”
服务模式，帮助受援地区培育社
工机构和人才，搭建社会工作服
务平台， 完善社会工作发展政
策， 整合链接社会资源和支持，
全方位赋能推动当地社会工作
服务发展。

该计划实施以来，广州社工
已帮助当地培育了一批社工机
构、 一批社工人才和一批
服务项目， 并帮助受援地
区机构和项目团队整
合链接社会资源
近 50 万元， 直接
服务受益对象近
1.8 万人，在穗赣

“牵手计划”工作
中展现了良好担
当和作为。

（据广州民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