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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记者从武汉市民
政局了解到 ，2022 年度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已于近
期 结 束 。 今 年 ， 武 汉 市共 有
10453 人通过资格审核并缴费，
这也是社工报考人数连续三年
过万。

一纸社工证为何越来越热？
记者进行了探访。

社区工作者纷纷“拿证”
报考人数连续三年过万

2019 年，“80 后” 周元成为
江汉区汉兴街玉兰里社区的一
名社区干事。 在从事网格工作
中，周元感觉到，居民们的诉求
比从前更加多元化，她希望能提
升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居
民服务，“社区工作千头万绪，有
专业知识和方法就有底气”。

2020 年，她报名参加了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两年内通
过三门考试。 去年，她顺利拿到
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

近年来， 在玉兰里社区，共
有五位社区工作人员取得社工
证。 记者了解到，持证的社区工
作者还能获得一定职业补贴。

数据显示，自 2020 年起，武
汉市报考人数连续三年超过一
万人。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的一项核心制度， 由民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建立，
分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
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
采取全国统一考试和评审的方
式开展评价。

据民政部信息， 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呈逐
年递增态势，去年超过 80万人报
考，目前全国共有约 73.7 万人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社工并非志愿者
基层管理走向专业化

湖北荆楚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总干事、高级社会工作师徐勇
是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 曾入选 2016 年度武汉市

“黄鹤英才”计划。 刚来武汉时，

徐勇发现，不少市民并不了解社
工和志愿者的区别，“社工是一
份职业，有固定薪酬，专业性更
强，而志愿者是利用业余时间自
愿参与公益事业”。

徐勇告诉记者，社会工作师
又被称为“职业助人者”。 六年
来，徐勇感觉到，市民对专业社
工的接纳度越来越高，社区基层
管理中更加注重专业化、 职业
化，“国家对基层治理工作越来
越重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区
工作者、 高校对口专业学生报
考”。 而这张资格证，对于专业社
工机构的从业者来说，更是必备
的“敲门砖”。

老旧小区经常会出现车辆停
放乱、停车难的问题，通过社会工
作专业方法， 楚馨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执行总干事、 高级社会工作
师杨颂平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杨颂平回忆，当时自己与团
队通过访谈、入户问卷调研等多
种方式，全面了解社区居民的需
求、相关政策等信息。 调研过程
也是社区动员的过程， 此后，社
区、社会工作者、居民等通过社
区漫步、 议事会等完成协商沟
通， 推动居民车辆自管会成立，
重新规划车位，按需分级管理。

“社区漫步”，与居民们边走
边聊，入户问卷调研，这些都有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理论运
用。 杨颂平介绍说，解决问题后，
他们收到了居民们的认可，“不
愧是专业班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
导师、高级社会工作师周冬霞曾
在全省首家社会工作督导评估
机构工作多年。 她创办的武汉市
文澜社工服务中心也有三个年
头，多年的工作经历让她感受到
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渴望，
“助人者更要具备专业技能”。

优质社工服务受欢迎
武汉要建更多“社工站”

从今年报考的考生来源来
看， 包括了社会福利、 慈善事
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残障
康复、就业援助、应急处置等领
域的工作人员， 还有部分应届
毕业大学生。

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表明武汉社会工作影响
力和覆盖面在不断扩大，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进入快速发展
的阶段。

2008 年，我国开始统一举行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记者
了解到，2009 年至 2015 年，武汉
在六年时间里考出了 3256 张社
工证。 而目前，武汉专业社会工
作人才约有 1.4 万人。其中，持证
社工过万人，已实现中心城区街
道社工站、 社区社工室全覆盖，
并达到“一社区一社工”。

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
湖北省首家社工机构，由江汉大
学法学院院长赵立新教授于
2011 年创办。 赵立新告诉记者，
目前，武汉几所大型社工机构几
乎都从高校起家，和政府共同培
育专业人才队伍。 他提到，近年
来， 武汉陆续出台相关文件，为
行业发展提供支持，政府购买社
区社会工作服务的范围扩大，购
买价格越来越高，专业培训越来
越多，优质社工服务更受欢迎。

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社会
治理的重要力量。 今年，武汉将
围绕“多元共治”这一主题，从多
方面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其
中，全市将建成 140 个街道（乡
镇）社工站。 （据《武汉晚报》）

记者从四川省民政厅获
悉，今年以来，3000 余名专业社
工活跃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协助组织核酸检测、 生活物资
配送、 疫情风险人员排查等工
作，为居民提供心理支持、情绪
疏导、危机干预、健康咨询等专
业服务。

为了更好发挥专业社工
作用，日前，四川省民政厅联
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
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
健委，印发《关于加快社会
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助力新
冠疫情社区排查防控的通
知》， 就加快布设社工站
点，引导参与社区

疫情防控再次做出安排。
加强志愿者招募。 引导社工

站点把志愿者培养作为重要服
务内容， 发现和培养有意愿、有
能力的热心居民，把符合条件的
志愿者纳入疫情排查防控机动
力量人员库。

收集居民需求。 支持社工站
点通过入户走访、 电话问询、数
据比对等方式，了解居民日常需
求和疫情期间的各类需求，整理
形成需求清单， 运用社工专业
方法提出合理化工作建议。

链接各方面资源。 指导社
工站点发挥资源链接优势，梳

理社区内
服 务 资

源，建立供需对接机制，链接社会
慈善资源，项目化开展社区服务。

开展关爱服务。 引导社工站
点聚焦老、弱、病、残、孕、幼和生
活困难、 低收入群众等重点对
象，提供生活关心、物资保障、心
理抚慰、 情绪支持等多元化、精
细化服务。

孵化培育社会组织。 支持社
工站点孵化培育专业服务类、兴
趣爱好类社会组织和兴趣小组、
“微组织”， 培育热心居民骨干，
增强应急状态下社区韧性。

丰富社区文化活动。 引导社
工站点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控
制人员密度的前提下，组织开展
文体类、生活服务类、困难帮扶

类等社区活动，为疫情排查防控
创造有利条件。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加快
社工服务体
系建设，按照

“三年试点引
领、两年扩面
延伸 ” 的思
路，采取“五
个一批”的方
式，建成更多
的社工站点，
力争在 2025
年实现乡镇
（街道） 社工

服务全覆盖， 有条件的地方在
2023 年前实现全覆盖。

（据《四川日报》）

3000余名社工活跃在疫情防控一线
四川：加快布设社工站点

社工报考人数连续三年过万

湖北武汉：将建设更多街道（乡镇）社工站

武 汉 黎
明 静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中 心
社 工 在 社 区
开 展 疫 情 防
控宣传

资阳市心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社工站驻
地为中心，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