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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柯燕琼：
用拼搏的青春为社工事业助力

柯燕琼是厦门市集美区欣
立社工服务中心副主任，2018
年从福建医科大学社会工作专
业毕业后就从事社会工作。 用
所学专业服务社会、帮助他人，
是柯燕琼在校时的目标， 如今
她做到了， 并立志要在未来做
得更好。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关于
社工人才建设意见和中长期规
划，这为社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欣立社工服务中心，“95
后”柯燕琼充分发挥自己特长，
以本地学生社会实践需求为切
入点，探索“社工+大学生志愿
者+公益小天使” 志愿服务模
式， 并逐步将公益服务范围拓
展到环保、文明、健康等领域：
在环保志愿服务中开展“保护
红树林，保护生态海洋”活动，

联合华侨大学环境学院“守护
红树林”志愿服务队，运用高校
志愿者自身专业知识， 通过知
识宣讲、洁净家园沙滩行、种植
秋茄等活动， 帮助青少年认识
红树林对于沿海城市的重要
性，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在健康
志愿服务中开展“传递医学知
识，享受健康生活”文明健康宣
讲活动， 联合厦门医学院公卫
医技系“健康小天使”志愿服务
队伍，运用趣味宣讲、观看科普
小视频、课堂互动等方式，引导
青少年了解健康医护知识，提
升他们的健康防护意识等，这
些公益服务都得到广大青少年
的喜爱和支持。

欣立社工服务中心目前设
有集美区和思明区两个分部，主
要涉及乡村振兴、 社区治理、志
愿服务、党群服务、禁毒等领域，

通过借助居民、职工、党员等群
体力量，联动社区、高校、团委、
妇联、 爱心企业等多方资源，创
新服务模式，助力社会治理。

在企业社工服务中，柯燕琼
所在服务团队通过访企业、探需
求， 全覆盖电访调研企业 648
家，走访八栋企业楼宇，形成相
应的需求清单和建议清单，以
“线上”点单、“线下”接单的服务
形式，精准对接杏林湾企业和党
员职工实际需求，发挥社会工作
优势， 挖掘科教文体等场地资
源；链接服务资源，每月组织近
10 场交友学习活动，积极挖掘有
才能、有意愿、有热心的志愿者
担任骨干成员，积极助力打造楼
宇党建品牌“红动湾上”。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柯燕
琼致力于加强企业间的党建合
作， 以党建合作带动企业合作；

加强党建带动作用，以党建带动
社会组织建设，努力促进社会组
织的活跃度； 以党建为引领，协
助企业营造企业“家”文化，使职
工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企业发展
中来； 围绕职工个人能力建设，
以提升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开展
党建服务，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

作用，使党建服务能够切实提升
个人能力。

身为社工，柯燕琼也是一名
志愿者。 工作以来，她组织并参
与敬老、扶幼、助困、环境治理等
志愿服务逾百场，累计参与志愿
服务时长超 400 小时。

（据《福建日报》）

陈维佳：“驻校社工”在突破中前行

对大众而言，“驻校社工”是
一个相对陌生的字眼。 有人可能
会感到疑惑， 学校都已经有老
师，为什么还需要社工？ 社工在
学校里扮演什么角色，平时又干
些什么？

“学校社工，起源于美国，中
国香港地区从 1971 年开始推行
学校社会工作，到 2000 年，实行
了‘一校一社工’制度。 而驻校社
工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是从 2006
年才开始的。 ”陈维佳介绍说，近
年来，驻校社工发展极快，已在
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四川等
地相继出现。

截至目前，陈维佳所推动的
“瑞翼飞扬， 正向成长———太仓
市学校社会工作发展项目”已经
分别在太仓市经贸小学、太仓市
沙溪实验中学、太仓市科教新城
实验小学等五所学校实施，实现
了“一校一社工”。 值得一提的
是，该项目还获评第九届林护杰

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奖，获得业
内人士的肯定和好评。

“虽然目前只有五所学校引
入驻校社工服务，但这已经是很
大的突破了。 ”陈维佳表示，自己
梦想的种子已经在太仓生根发
芽了。

陈维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太仓市是“政社互动”理念的发
源地，也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
实践地。 陈维佳所推动的“瑞翼
飞扬，正向成长———太仓市学校
社会工作发展项目”是太仓市创
新教育治理的重要成果之一。

该项目通过“政社合作”，采
取“教育行政部门引导，学校开
门，社会组织服务”的运营模式，
创新性地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引入学校，以社工常态化驻校的
形式， 通过系统研究和设计，在

学校层面构建了“多层次干预支
持体系”， 缓解了学校育人中的
“痛点”，开创了“家—校—社”协
同育人的新模式，极大地丰富了
教育治理的内涵。

“我们实施的一级干预为通
用干预， 它面向全校 100%的学
生，是一种预防性、主动性干预；
二级干预的干预率为 5%-15%，
它针对处于风险边缘的学生，主
要采用小组干预，必要的时候也
进行个别干预， 是一种高效率，
反应快速的干预；三级干预的干
预率为 1%-5%，以已经处于风险
中的个别学生为干预对象，是一
种密集、个性化的高强度干预。 ”
陈维佳称，驻校社工很受学校师
生欢迎。

截至 2021 年 7 月，陈维佳团
队分别对太仓市经贸小学 2776

名学生、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
学 1760 名学生、 太仓市沙溪实
验中学 1845 名学生进行了全校
性成长筛查。 在此基础上，团队
共撰写了 142 份班级报告，三个
学校共识别出 58 名学生有潜在
风险，并进入第二层次干预。

太仓于陈维佳而言， 是第二
故乡。“我在瑞典学习生活了四
年。那时我住在一个当地人家里，
房东的母亲是一位社工， 在一个
心智障碍人士社区关爱中心工
作。 他们服务的专业性及传递出
来的价值观给了我巨大的震撼。 ”
陈维佳回忆，从那时候起，社工之
梦就一直藏在他心里。

在瑞典读博期间， 陈维佳一
直在做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
究。 但是“自己研究出来的理论、
制度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执行落
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2013 年，陈维佳进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工作站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在此
期间， 他作为项目主要执行人，
来到太仓实施社科院与太仓市
政府开展的“创新社会治理实
践”研究项目。 正是这个项目改
变了陈维佳的人生轨迹。

“来到太仓后，我心里那颗
梦想的种子突然迸发出来了，加
上留学的经历，让我一下子找到

了兴奋点。 我觉得这就是自己一
直想要做的事情。 ”2015 年年初，
完成社科院博士后研究工作后，
陈维佳放弃 211 高校的教职工
作，作为一名“社会创客”落户太
仓，创办了瑞恩社会工作发展研
究中心。

“现在我们的业务主要有三
块：社区服务、社会化组织孵化、
学校社会工作。 ”陈维佳称，自己
不仅是社会创业者， 更是见证
者。“刚来太仓的时间，这里的专
业社工组织只有两三家，现在发
展到 30 多家， 我也从一个人单
枪匹马到现在团队里拥有 62 名
专职社工。 ”

在个人事业飞速发展的同
时，陈维佳也积极投入到太仓市
留联会的各项目工作中。 身为留
联会会长， 陈维佳牵头实施的

“留联 spark? 益之光———校社合
作公益项目”搭建了留联会会员
践行社会责任的平台。

通过三年来的不懈努力，太
仓市留联会日渐成为太仓市留
学人员的枢纽组织，也吸引了更
多的留学人员入会，组织规模持
续壮大，活力不断提升。 太仓市
留联会不仅使自身的社会价值
得到认同，更为当地各项事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据中国侨网）

行走在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的
校园里， 陈维佳是特殊的存在，这

位海归博士有个特别的名字———驻校社工。
在这座校园里， 陈维佳已经成为孩子们的
“知心大朋友”， 他为这里的孩子提供服务，
解决他们成长中的烦恼。

在 陈 维
佳看来 ，驻校
社 工 很 受 学
校师生欢迎

厦门市集
美区欣立社工
服务中心副主
任柯燕琼 （图
片来源 ： 厦门
民政）

“社会工作的宗旨是方便群众，服务社会。 社工对服务对象的帮助，就像
雨露阳光，带去希望与期待。”近日，2020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柯燕

琼向记者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加入社会工作行列，用拼搏的青春为社
会发展加油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