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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最高检与首师大共建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基地 09 版

云南：
开展“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 08 版

7 月 28 日至 29 日， 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云南
省民政厅厅长卫星一行对丽江
市社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在听取情况汇报
后，调研组充分肯定了丽江市社
会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表示，丽
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
作，主要体现在：领导重视、部门
给力，服务大局、发挥作用，培育
组织、搭建队伍，开拓创新、推动
落地，完善制度、促进发展，重视
宣传、营造氛围。 云南省及丽江
市的社会工作践行了宗旨，推动
了工作，取得了成绩，树立了样
板，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就推进下一步工作，调研组
要求，丽江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站位，统一思想，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 进一步重视、
关心、支持社会工作发展，要组
织动员广大社会工作者助人自
强、扶弱济困，通过服务社区，解
决老百姓中千变万化的矛盾纠
结， 满足老百姓个体千差万别
的利益诉求， 体现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温暖， 从而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要多措并举全
面推进社会工作， 不断健全完
善机制体制， 强化经费保障和
政策支持， 加强部门统筹协调
力度， 不断推动丽江社会工作
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要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现代社会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利用好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进一步强
化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组织化、
职业化和制度化，不断培养提高

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切实提升
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要聚焦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结
合本地实际，让社工人才在推进
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
提高全社会对社工的认可度，使
之真正成为一项崇高而受社会
广泛尊敬的职业。

在丽江期间， 调研组一行
先后到古城区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大研街
道办事处及新义社区居委会、
玉龙县和心社区发展服务中
心、白沙镇玉湖村委会、丽江市
启迪 K 栈众创空间等地， 对社
会工作、 社区治理等工作情况
进行了调研。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周惠、乔恒，丽江市副市长赵
怀， 云南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
丽江市直相关部门、古城区和玉
龙县有关负责同志，社会组织负
责人代表等参加调研或座谈。

（据《丽江日报》）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
调研丽江市社会工作开展情况

� � 7 月 28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一行在丽江市西安
街道文汇社区调研

2022 医疗救助与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武汉召开

7 月 29 日， 由《公益时报》
社、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湖
北省医院协会联合主办，湖北省
肿瘤医院承办，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成长天使基金等机构支持的
2022 医疗救助与医务社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湖北省武汉
市湖北省肿瘤医院举办。

在开场致辞中，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副会长兼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冰强
调，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
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
“稳步推进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的要求，以创新医疗
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患者满意度，
满足医疗服务新需求， 改善人
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 弘扬广

大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崇高精神、 医务社会工作助人
自助的工作理念，《公益时报》
通过策划寻找最美医务社会工
作者案例、 医疗救助与医务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
活动， 公开征集最美医务社会
工作者案例， 宣传医务社会工
作者的先进事迹， 进一步促进
公众对医务社会工作的了解，
增加对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认
同。 这是不断推进医务社会工
作创新发展的有效尝试，是相关
行业组织全面总结医务社会工
作的良好契机，是向全社会介绍
和推广医务社会工作的有效载
体，将对推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
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联合发起方， 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轶凡在致辞中表示， 医务社

工是链接患者与社会爱心的纽
带， 也是患者就诊过程中幸福
元素的制造者， 具有非常大的
社会价值。 医务社工“尊重生
命、甘于奉献”的精神与“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非常
契合，推动医务社工事业发展，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责无旁贷。
一直以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以“守护生命与健康，红十字救
在身边”为使命，大力开展“红
十字天使计划”，已累计救助白
血病、先心病、地中海贫血、唇
腭裂、 肿瘤和罕见病等大病患
者超过 15.5 万人， 培训乡村医
生、基层医生、儿科医生、妇科
医生、 校医等超过 50 万名，在
乡村援建红十字博爱卫生院
（站）2638 所， 为改善最易受损
人群的生命质量及基层医疗卫
生条件与服务能力作出了积极
贡献。 王轶凡谈道，希望通过研
讨、分享，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助
力医务社工行业发展， 让医务
社工成为促进医疗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改善
医疗服务、促进医患和谐、提升
患者的就诊体验创造条件。

作为主办方之一，湖北省医
院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仁崇
介绍了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委会”）自 2018 年
9 月成立以来的实践。近四年来，
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的支持下，
湖北省医院协会为推动湖北省
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专业、 规范、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不懈

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果：在组织人
员上，推动湖北省成立医务社工
部的医院由五家发展到 44 家，
专职医务社工从业人员发展到
117 人；在医务社工发展模式上，
湖北省肿瘤医院探索出“社工+
医务人员+志愿者” 三位一体的
本土化医务社工服务模式并推
广至湖北省 36 家医疗机构；在
医务社工人才培养上，积极链接
各类社会慈善资源开展如“专精
于技 互助与人” 医务社工培训
班、“湖北省医务社工心理服务
能力”培训班等。 湖北省医务社
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在帮助患者
解决实际困难、 恢复正常生活、
完善社会功能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医院服务质
量，促进医院人文回归，回应了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
美好期盼。

作为东道主， 湖北省肿瘤
医院院长魏少忠分享了在医务
社会工作在本院的特色实践。
2018 年 5 月至今， 在湖北省卫
生健康委关心和指导下， 在湖
北省医院协会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下， 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湖北省肿瘤医
院不仅致力于探索适合本院特
色的医务社会工作， 还充分发
挥医务社会工作专委会的平台
作用， 带领湖北医务社工试点
医疗机构建立医务社会工作管
理体系，制定考核标准，培养人
才， 打造湖北版的医务社工模
式。由《公益时报》社、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发起的此次论坛为支

持、 参与和从事医务社会工作
服务的各界力量搭建了一个重
要的交流平台， 有助于提升医
务社会工作服务的水平。

在以“医疗救助与医务社会
工作经验分享”为主题的主旨分
享环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医疗
救助部副部长张忻忻以“红十字
人道救助与医务社工协同发展
的多层次探索”为主题，讲述了
基金会在开展红十字人道救助
的过程中围绕如何联动医务社
工，在医院落地与开展公益项目
等进行的相关探索。

作为承办方，湖北省肿瘤医
院纪委书记肖燕在“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背景下医务社工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的主题演讲中指
出，作为湖北省第一家成立医务
社会工作部的公立医院，湖北省
肿瘤医院于 2018 年 5 月正式成
立医务社工部，在医务社工服务
模式上，医院开创了“社工+医务
人员+志愿者” 三位一体的社工
服务模式；在服务管理上，通过
整合“临床社工小组+社工督导
组+社工技术支持组+志愿服务
队”的资源，探索出了多维度医
务社工联动服务管理模式。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党委副
书记、 纪委书记王克霞在线分
析了北京医疗救助与医务社会
工作发展。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
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郑立羽以

“双向嵌入下医务社会工作人
才培养”为主题，分享了福建医
科大学在医务社工人才培养方
面的探索。 （下转 09 版）

�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轶凡

� �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冰

以赛提“能”、以赛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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