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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每逢大事有他们！他们是谁？是
社工。

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第三场新闻
发布会，发布内容之一是：我省洪涝灾
害发生后，有 192家社工机构参与防
汛救灾工作，参与社工7580人。

发布会为什么要特意提到这个群
体？社工的出现对我们的社会以及政
府治理又意味着什么？

“此时不工何时工”

快 20天了，李沛一直处于忙碌状
态。

想趁着疫情在家偷个懒？不行，
还有一堆活等她分配或者去干。她咋
恁忙？因为她是郑州高新区益人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头儿，手下管理着 10
多名社工。

“大家清楚郑州现在的情况，上月
下旬是防汛救灾，这月上旬是灾后重
建加疫情防控，到处需要人手，我们这
些社工又是郑州基层社会治理的组成
部分，自然责无旁贷要忙起来。”她说。

忙起来的她快成了“疯子”，发过
来的照片上，脸色苍白，汗水浸湿的头
发一缕缕耷拉着，比旁边的受灾群众
还憔悴。

虽然自己也是心理咨询师，她还
是忍不住“一吐为快”，一股脑把这段
时间做的事说了个底朝天。

郑州水灾发生后，市区很多地方
断水断电，她天天抱着电脑到马路边、
地铁口、打印店等有网络的地方办公，
联系巩义市的米河镇、新中镇，荥阳的
氾水镇、崔庙等受灾严重地区的乡镇
干部，统计所需救灾物资信息，然后尽
最大努力向慈善机构、社会爱心人士
寻找救灾物资，前前后后拉去了30多
吨，并及时发放到受灾群众手里……

她说，社工社工，此时不工何时
工？

那么，社工是啥样的工种？是社
会上的义务工作者吗？非也！社工是

“社会工作者”的简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社会工作者是
一类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对有需要的
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提供科
学有效的服务。

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处一负责人称，与志愿者不同，社工
的职业是“帮助他人”，用行话说即“用
生命影响生命”。

此次防汛救灾中，这种影响无处
不在。8月 9日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
介绍，这次洪涝灾害发生后，全省乃至
全国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及其他社
会组织积极行动，有 192家社工机构
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参与社工 7580
人、联动志愿者28.2万人次，累计服务
受灾群众65.2万人次。

身有重托发展快

专职助人，影响他人，这八个字道出
了社工的价值所在。而这个工种在我国
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

由于看到社工在社会治理方面的
巨大作用，2006年 10月，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此后，在一系列相关政策的
推动下，社工职业和社会工作专业的
高校教育均进入一个飞速发展期。

2007年，省委组织部成立河南省
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调研
领导小组，省民政厅成立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标志着河南正
式开始推进社会工作。

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处负责人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截
至去年底，我省现有各类社会工作人
才 3万多人，全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达 326 家，实现 18个省辖市全覆盖，
郑州市、鹤壁市实现县（市、区）全覆
盖，在豫开设社工专业的高校 19所，
每年毕业生1200多人，社会工作职业
资格考试报名人数逐年提高。

全省各地市中，又以郑州市做得
最好。

据了解，郑州市全市现有一线社
工约1500多人，全市各县市区都有社
工机构。郑州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处
长王自兴介绍，目前郑州社工发展水
平在全国处于第一方阵的行列，从社
区社工、老年社工、儿童社工发展到现
在的禁毒社工、医务社工等十几个领
域，涵盖基层治理方方面面。

郑州的社工“效应”，正在外溢。6
月 9日，河南省召开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建设工作推进会，布置了
一系列具体工作。

根据时间安排，我省力争到 2025

年，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
5万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达到 5000
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500家，实
现县（市、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全覆
盖，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全覆
盖、村（社区）都有社工服务。

提高待遇强专业

社会对社工寄有厚望，但是作为
一个新兴工种职业，其发展仍存在诸
多瓶颈，比如薪资水平低、人才流失严
重、没有明确的晋升体系等。

李沛说，之所以在2019年成立属
于自己的社工机构，原因就在于此前
一直在别的机构里工作，经常有同事
离职，她想好好了解下这个行业的真
实情况。

“社工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多通过
政府、街道和社区购买服务的形式，保
障来源比较单一、不够稳定，社工工资
偏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她说，如果没
有爱心，从日常工作中得不到精神方
面的收获，那就难以长久坚持下去。

这些短板需要快速补上。2017
年，社工证首次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2020年 10月 17日，民政部召
开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推进会。

“我们也正着力搭建各类平台，推
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省民政厅慈
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我省各地还制定出台了社
工考试优惠政策和措施，积极推进持
证上岗。

据悉，去年我省全省购买的社工
服务金额已经突破 1亿元。而为让社
工的前途更光明，去年，河南省民政
厅、省委组织部等 21 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河南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加快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
对经费保障、职业发展空间、技术职称
衔接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划。

我省最近的一场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考试是在 10月 16 日，分为助理
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
工作师三种职业水平考试。

当然，在拓宽社工的职业前景的
同时，社工自身也要在专业服务上下
更大功夫，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王思斌说，我国之所以发展专
业社会工作，就是要弥补原有行政
化管理服务之不足，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特别是困境和脆弱群体的现
实需要，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对象的
获得感。

跟着李沛工作的娄思琳大学是金
融专业，在金融行业工作几年后，
1992 年出生的她选择了从事社工。
她说，与以往工作相比虽然没有了高
工资，可更有成就感，并且社会上需要
社工的行业越来越多，社工的职业前
景只会越来越广阔。

“我在社工行业干了将近 10年，
见证了它从小众走向大众，不管是社
工机构还是社工个人，未来只要有专
业服务能力，就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
遇。”李沛说。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陈美村

8 月 5日，河南日报客户端以《救
了恁多人，就伤根手指，值得！》为题，
报道了卫辉市平民英雄田勃强，在洪
水中多次涉水救人，导致左手拇指神
经血管肌腱断裂，自费住院治疗的消
息后，不仅在广大读者尤其是卫辉市
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而且也引起了
河南省慈善总会的重视。

8月 13日下午，田勃强兴奋地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8月 6日早上 8点
多，我突然接到了河南省慈善总会的
慰问电话，他们询问了我身体康复的
情况，让我内心十分感动，倍感温暖。”

河南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在电
话中对田勃强说：“你在洪水中奋不顾
身，帮助多名受灾群众安全转移的事
迹，省慈善总会已经在河南日报客户
端上看到了。我们对你身体受伤、住
院治疗的情况非常关心，祝你早日康
复！由于当下郑州疫情形势紧张，不

能前往看望，请你先安心治疗，省慈善
总会会给予你救助的。”

7月26日卫辉市遭受强降雨，城内
积水两米多深，许多群众房屋被淹、被洪
水围困。家住卫辉市南枣园街51号、43
岁的田勃强，在自家房屋全部被淹，家人
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后，独自离开家人，
自告奋勇，积极协助山西救援队、湖北救
援队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多名受灾群众。
跟着救援队所到之处，他帮助受灾群众
上船、下船、推船、搀扶老人、抱举孩童，
蹚水过“河”拿东西，一刻都没有停息。

在救援过程中，田勃强左手受伤，
湖北黄石蓝天救援队两名队员在帮助
他进行简单包扎后，田勃强又投入到
紧张的救援中。田勃强随后到新乡公
立医院就诊，确诊为左手拇指神经血
管肌腱断裂，治疗费花去近8000元。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对
田勃强的英勇事迹和具体伤情详细了
解后，8月 12日，省慈善总会以账号转
账的形式，给予了田勃强 1万元的现
金救助。7

我身边的家长，大多会选择给孩
子报班：补文化课，报绘画、舞蹈、书
法、钢琴、游泳、轮滑等辅导班、兴趣
班，带领孩子开展研学游……总之，目
的是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锤炼文艺
特长、增长阅历见识。

鲜有家长陪孩子学消防知识的。
笔者认为，利用充裕的暑期，让孩子学
习一些常用的消防知识很有必要。先
来看两个实例：江苏常熟一小区一户
居民家失火，一名 13岁男孩被困，他
发现自己无法逃出后，先是躲进卫生
间，将门关上，然后打开淋浴喷头，对
准门缝喷水，防止明火蔓延至房间内，
随后又从卫生间窗户往楼下扔东西，

大声呼喊，最终获救。浙江平阳两名8
岁儿童，被困在一小区的电梯里，他们
将电梯所有楼层按钮按亮，又按下紧
急电话按钮，并用电话手表报警，不久
救援人员到达，两人获救。

上述实例，堪称教科书式自救。
然而相当一些青少年在面对家庭火灾
或其他突发事故时，往往不知所措，不
知如何自救，导致错过最佳救援时机，
酿成悲剧。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应
形成联动，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
在暑假有针对性地加强消防安全培训
教育，增强消防安全意识，使其掌握基
本的防火知识和自救技能，助力青少
年平安成长。4 （聂政）

最近，笔者就放假后孩子们的去
向问题进行了调查。

固始县徐集乡文塔村中心小学共
有学生 172名，暑假期间，被父母接到
务工经商地的占 110名，留守在家的
占62名。

留守在家的孩子，大多数和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一块生活。文塔村中心小
学负责人楚克文介绍，回到父母身边的
这些孩子，均能按时完成作业，到城市
开阔眼界。留守在家的孩子，多数不能
按时完成作业，且由于无处可去，生活
单调，枯燥无味，有沉迷于手机游戏、上
网的，也有成群结伴出去玩耍的。

该县丰港乡大桥村 71 岁的村民
乔应厚说：“俺孙子每天匆忙地把当日
作业完成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到处玩

耍、疯跑，吃饭时人才回来，饭碗一放
下，就不见人影了。”

陈集镇莲塘村竹茂秀老人，老伴
去世多年，儿子、儿媳远在无锡务工。
暑期，读小学五年级的孙女王娜在家
就由她带着。竹茂秀老人说，孙女作
业写完后就是玩手机，有时，吃饭也得
喊很多遍，孙女才会扔下手机。

建议结合文明乡村建设，在农村
逐步建立体育馆、图书馆及留守儿童
托管场所，让暑期留守在家的农村孩
子，有健身场所、阅读场所和娱乐场所
可去。政府部门也可以组织一些暑假
公益课堂，开设校外音乐、美术、游泳
等课程，让广大留守在家的农村孩子
暑假过得安全、充实、快乐。4

（丁昌铭）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8月 9日下午，襄城县山头店镇杜
庄村农民黄永喜的大葱种植基地一片
忙碌，多名务工人员不停地收大葱、挑
拣、打捆、装车。50岁的黄永喜终于愁
眉舒展了。

黄永喜的家庭农场种植大葱 130
余亩，生姜 50亩。由于科学管理，大
葱喜获丰收。7月底 8月初，正当妻子
齐录芬跑前跑后，准备销售大葱之时，
河南多地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交通
运输受阻。

几乎一夜之间，许多村庄都采取
了封路措施，设了防疫卡点。这样一
来，原来说来拉大葱的郑州、湖南、湖
北、南京、四川等地的 20多家客商都
停运了，眼看 100多万元的大葱订单
就要泡汤，黄永喜夫妇心急如焚，坐卧
不安。

为解燃眉之急，黄永喜立即带领
妻子和女儿到指定地点进行了核酸检
测，办理了健康行程二维码。给务工
人员发放口罩，每天测量体温，并在大
葱基地定期进行消杀，想以此确保防
疫生产两不误。

8月初的这几天，连着好几个夜晚
了，他们夫妻俩都睡不着觉，室内灯火
通明。夫妻俩一直在商讨，如何降低
疫情对大葱销售带来的影响，把自家
的大葱赶紧销售出去。

商量得出的结果是：尽快调整销售

渠道，把市场伸向疫情低风险地区；丈
夫黄永喜负责防疫，生产，装车销售；妻
子和女儿黄亚琼负责“触网”销售。

于是，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齐录
芬和女儿就来到满目翠绿的葱地：“来，
妈，我捋着葱，教你拍视频，把手机放
平，手不要抖！”“好，我来录、我来拍。”

就这样，一行行、一畦畦的大葱，
在晨风下被拍成了丰收的美景。之
后，母女俩又来到正在挑拣、打捆的务
工人员旁，拿上几棵叶青、茎白、鲜嫩
的大葱认真拍摄起来。

拍摄完毕，心灵手巧的黄亚琼快
速剪辑、配音制作，分分钟就传到了抖
音平台上，又发到了客商微信群和朋
友圈。

客商们看到黄永喜的大葱随风摇
摆，翠绿可爱，长势喜人，纷纷争相购
买。平顶山市菜商刘国富，看到抖音
的视频后，马上进行了核酸检测，办理
了健康行程二维码，一天就拉走 1万
余公斤大葱。

效果立竿见影。看到市场有了转
机，夫妻俩赶紧找来本村和周围村庄
的人帮忙。就这样，每天 30多人在地
里收大葱，分拣、打捆、装车。一车车
的大葱从种植基地运往了周边的城
市，日销大葱3万多公斤。

“疫情当前，黄永喜确实动了脑
子、想了办法，做到了疫情防控和生产
销售两不误。”山头店镇党委书记申世
钦评价说。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彭世繁 何元元

8月 9日，西华县聂堆镇刘干城村
80多岁的五保户刘步华，灾后喜迁新
居，他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

“党和政府好，党员干部亲，没有干部
的关心帮助，我早死在暴雨中啦！”

事情是这样的。7月 20日，西华
县连降暴雨，河水暴涨，积水成潭，群
众受灾严重。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
许多受灾严重的群众需要转移到安全
地方，聂堆镇受灾群众转移到西华营、
东夏两镇。

7 月 22 日夜 11 点整，聂堆镇刘
干城村党支部书记刘二伟，在劳累了
一天之后，又想起了五保户刘步华还
固执地待在家中，死活不愿离开住了
几十年的家。

人命关天，安全第一。当夜 11点
50分，刘二伟再次来到刘步华家，劝
他转移到安全地方。刘步华倔强地
说：“人早晚都会死，我也 80多岁啦，
活一天是一天，家我真不想离开！”

刘二伟有点生气了：“你想死，党
和政府也不同意，镇党委政府已经向

党员干部下了命令，必须转移安置受
灾群众，不能漏掉一户一人。”

经过两个小时说服，无果。刘二
伟只好深夜两点回了家。

瓢泼大雨越下越大，刘二伟怎么
也睡不着：不行，雨太大，老五保户太
危险，必须把他救出来。于是，刘二伟

又找来一名村干部，重返刘步华家，强
行把老人抬了出来。

7月 23日上午，刘步华的房子，在
雨冲水泡中坍塌啦！刘二伟看到这一
幕，吓出了冷汗。

8 月 1 日，雨过天晴，洪水退去。
刘干城村党支部立即召开了灾后重建

会议。
会上，刘二伟说，刘步华旧社会跟

父母外出，到处逃荒要饭，受尽了苦，
2008年才回到村里。如今他遭难啦，
咱们可得帮帮他，让他感受到新旧社
会两重天。

党员干部一致表示：村里灾后重
建，先建刘步华的房。

刘二伟把为刘步华建房的事，向
聂堆镇党委政府作了汇报。党委书记
牛海燕指示：无论如何要把老人的房
建好，把老人安置好，建房费用事后由
镇政府解决。

说干就干，村里很快凑集 6万元
钱，党员干部们用农用机动三轮车拉
来几十车土垫宅基，大干了 6天，终于
为老人建成 3间砖混结构的房屋，两
间居住，一间做厨房，还建起了院墙。

8月 9日上午，风和日丽。党员干
部又为刘步华购买了床、被褥等，帮助
老人喜迁新居。

刘二伟对老人说：“现在头等大事
是抗疫，你吃饱、睡好、宅在家，就是为
抗疫作贡献。”

刘步华连声说：“好！好！一定听
党和政府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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