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２０22．6.14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新发展阶段
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新形势和新路径探析

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
新机遇和新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儿
童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知晓度
和认同度逐步提高。 与此同时，
社会各界和服务对象对儿童社
会工作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期待。

一是法规制度日益完善，既
给予了社会工作者参与儿童福
利工作的合法身份和地位，也对
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提出了更高
的工作要求。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六
条明确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应
支持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这既是对前期社会工
作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
成效的肯定，也明确了社工参与
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合法身份和
实施路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明确，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作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
的各类组织之一，对侵害未成年
人的案件应履行强制报告的义
务， 未履行报告职责将受到惩
处。 民政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指
出， 支持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
员，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不同特点， 提供心理疏导、亲
情关爱、权益维护等服务。 民政
部相继发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
指南》《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
服务服务规范》 等行业标准，各
地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关爱服务
的政策、制度和标准，对社工参
与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提出了明
确要求，岗位职责、工作任务更
加明晰。

二是资金投入持续加大，既
促进了社会工作人才、机构的不
断壮大，也增大了儿童社会工作
服务风险防控的压力。

在政府的重视下，在社会各
界的关心和支持下， 财政资金、
慈善资金投入儿童福利工作的
力度不断加大。 有关政府部门和
群团组织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
委托社会组织，选派社会工作者
开展儿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有
关慈善组织设计了关爱留守儿
童、 困境儿童专业服务项目，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负责项目具体
实施工作。 资金投入的加大，儿
童服务项目的增多，直接促使了
儿童领域社会工作人才和机构
数量的迅速增长。 以湖北为例，
近三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增
长率都在 20%以上，其中绝大多
数承接了儿童领域服务项目。 与
此同时，少数地方也出现了无序
竞争、专业能力不足、项目经费
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为有
效防范风险、保护儿童服务对象
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和捐赠方大
多采取实地检查督导、委托第三
方开展评估、审计等方式来保证
项目规范实施。 对于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而言，同样存在风险防控
的压力，这既包括服务提供过程
中的各种风险，也包括项目执行
中的财务风险。

三是服务平台不断拓展，既
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发挥专业优
势的舞台，也对儿童社会工作服
务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有了更
强的期待。

近年来，“儿童之
家”“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站”等服务平台纷纷
建立， 派驻专业社
会工作者开
展驻站服务，
依托专业社
会工作
项目不

断丰富站点功能，既为社会工作
服务提供专门的场所，也方便了
服务对象及其亲属寻求帮助。 如
襄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在襄城区职业高级中学设立了
未成年人保护学校社会工作服
务站，为困境儿童提供生活帮扶
和心理健康服务。 然而在实践
中，社会工作服务需求和服务供
给之间的矛盾日渐显现：服务对
象及其亲属对社会工作服务需
求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而部
分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有限，难
以有效解决疑难问题特别是需
要紧急介入的侵害事件；部分县
（市、区）自身财力有限，慈善捐
赠缺乏稳定性，无法保证购买服
务的连续性，影响了社会工作服
务的可持续性开展。

进一步畅通儿童社会工作
服务发展路径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未
成年人保护法》为指引，以“六大
保护”为核心，相关政府部门和
群团组织着力推动儿童社会工
作服务创新发展，不断拓宽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路径。 湖北
各级民政部门、团委、妇联等多
措并举，组织实施了一大批影响
大、特色强、效果好的儿童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有力助推儿童福
利工作提质增效。

一是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
作服务力度。 相关政府部门和群
团组织逐渐改变集政策制定者、
执行者、 监督者于一身的角色，

实施专业人做专业事，委托社会
力量承担服务，为儿童社会工作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通过承接政府购买
的儿童服务项目，既延展了政府
部门和群团组织的职能，又获得
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如武汉市救
助站采取购买服务方式，从 2015
年至今持续组织实施“城市微
光”项目，共投入资金 630 万元，
累计为武汉市 15 个城区 2088 名
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失当而
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 取得了良好成
效。 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日益完
善，有力地促进儿童社会工作服
务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增设儿童社会工作服
务岗位。 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儿童福利院等民政事业单位开
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有条
件的设置社会工作相关科室（部
门）， 有利于儿童社会工作服务
的规范化、可持续性开展。 如武
汉市、宜昌市未成年保护中心通
过引进人才、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等方式， 增设社会工作专业岗
位、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短
期内成为工作骨干， 助推了儿童
服务能力的提升。其中，宜昌市明
确到 2025年，全市引进高层次社
会工作人才 1000 人（研究生学历
200人、本科学历 800人），此举将
有力夯实社会工作人才基础。 社
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的大力推
进，为体制内儿童社会工作服务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拓展慈善组织实施儿
童关爱项目。 发挥慈善
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
用， 鼓励并支持慈善组
织实施儿童关爱项目，

可以有效增强
儿童福利工作
的社会支持力
度，拓宽儿童社
会工作服务的

资金渠道。如湖北省慈善总会实
施的“童享阳光”困境儿童助养
计划，截至 2021 年年底，共联合
70 余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
愿服务组织，累计结对帮扶困境
儿童一万余名，累计筹集善款达
3500 万余元， 一大批困境儿童
的生存、发展、安全权益得到了
保障。 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
妈”项目 2019 年落地湖北，目前
已发展到 20 个县、219 个村（社
区）。 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项目
实施， 凝聚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的合力，帮助提升“童
伴妈妈”的专业能力。

四是创新“五社联动”机制
助力儿童福利工作。 运用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
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
服务机制，能够有效拓展儿童福
利工作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儿
童社会工作服务的深入开展提
供有力支持。 在社区“两委”的支
持下， 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
势，孵化培育具有儿童服务能力
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
队，积极整合、链接社区公益慈
善资源提供资助，调动居民群众
参与儿童福利工作的积极性，可
以有力促进社会参与，营造和谐
友爱的社区氛围。襄阳市乐源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樊城区牛首
镇长寿岛村，依托社工站，运用

“五社联动” 机制， 建立了“社
区+儿童主任+社会工作者”的工
作队伍，发掘并充实了本土志愿
服务力量，逐步形成了社区“两
委”领导、儿童主任参与、社会
工作者策划、三方协商共同解
决儿童问题的联动机制。 在

“五社联动”的框架下，儿童社
会工作实现了从单纯提供服
务到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激发
社区活力的转变， 调动了居民
群众关爱儿童、 参与社区治理
的积极性。
（作者系武汉民政职业学院教师）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儿童福利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儿童社会工作服
务作为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制度、行业标准、实务探索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有效助力提升基层儿童福利工作专业化水平。 当前，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正处于快速发展、
提档升级的关键阶段。 如何认清新形势，把握新要求，展现新作为，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

■ 潘曼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