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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邻里“和睦”、社区“和暖”、治理“和美”

奔走在民生“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吴艳君

当驻马店市的社工李净走进驿城区西
园街道驿新社区探望孤儿豆豆（化名）时，郑
州市的社工靖宇正在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
社区推广方便老人买菜的“纸条菜摊”，淅川
县的社工张真真也在乡间奔走，帮助困境小
女孩融入社会。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社工已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深秋以来，我省 4.6万名社工奔走在民生的

“最后一公里”，打造着邻里“和睦”、社区“和
暖”、治理“和美”的社区家园。

大小事情都有人管

“以前看着年轻人点点手机，就能在网
上下单买菜，可羡慕。现在有了‘纸条菜
摊’，我们老年人也能在网上买菜啦！”前几
天，家住郑州市兴隆铺路 8号院的李奶奶第
一次通过“纸条菜摊”下单，顺利买到几斤胡

萝卜和羊腿肉后，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入秋以来，尤其是疫情防控这段时

间，不少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成了难题。怎
么解决？“纸条菜摊”志愿服务项目在兴隆社
区几个老旧小区展开了试点。

“我们在楼院设立社区团购服务站，挂
上当天蔬菜瓜果品种和价格，居民将选购的
物品写在纸条上，志愿者定时统一回收纸条
并代为下单购买，物品配送到位后居民自取
即可。”益创社工、“纸条菜摊”项目负责人靖
宇说，整个流程清晰明了，居民简单易操作，
切实缓解了辖区老人的“买菜难”问题。

看到项目大受欢迎，社区及社工成立了
专项志愿服务队。“作为社工，我们站在基
层，贴近群众，是党和政府沟通社会、联系社
区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渠道。”靖宇说。

靖宇是我省众多参与基层治理的社工
中的一名。他们聚集在被称为民生“小暖
炉”的社工站，承担着社会救助、儿童关爱、
养老服务、社区治理、社会事务 5大领域 29
项社会服务，发挥着帮困扶弱、情绪疏导、关
系调适、增能赋权、资源链接、社会融入等方
面的功能。

“我省的社工分布在角角落落，提供着
大大小小的服务，温暖着身边群众，用青春
和汗水浇灌出了为民服务的新名片。”省民
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处长童金
玺说。

社工机构覆盖省辖市

社工是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
大力开展社工服务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积极有效探索。目前，我省社会工作人才
超过 4.6万人，实现了省辖市的社工机构全
覆盖。

“为壮大社工队伍，河南‘真金白银’投
入。如今，我省社会工作人才超过4.6万人，
其中持证社工 1.8 万人，近 3年增长接近一
倍。全省登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 570
家，实现了省辖市社工机构全覆盖。”童金玺
说，我省的社工服务网络也在不断向基层扩
展，已经建成82个县级社工服务中心、1336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4817个村（社区）社
会工作室。

其中，作为社工开展工作重要平台的社

工站，已经成为我省的
政策宣讲平台、资源整
合平台、人才汇聚平台、
服务集成平台。全省社
工站引入专职社会工作者
2804名，吸纳大学生就业
1884 名 ，提 供 实 习 岗 位
5000余个。

童金玺介绍，我省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创新社会
治理、增强基层活力、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
年初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省 568
个社工站、291家社工机构、2282名
驻站社工走上合力抗疫一线，联动志
愿者79816人。

据悉，到“十四五”末，我省将培养培
训不少于 100 名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1000 名社会工作专业督导、10000 名社会
工作管理者、10万名社会工作者，实现乡镇
（街道）、村（社区）全覆盖及重点领域社会工
作服务基本覆盖，构建梯次衔接、分层分类
的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格局。8

张真真正在给志愿者讲解志愿服务流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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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周武申

“我今年已经70岁了，老伴儿走了，在这里
住吃喝玩乐啥都不缺。社工们安排的文体活
动又多，身体和精神都挺好的，儿女少操了好
多心。”深秋时节，天气渐冷，焦作市武陟县北
郭乡蔡庄村慈善幸福院，正在院内晒太阳的张
才华老人对入住后的生活赞不绝口。

幸福院带给张才华的是晚年幸福生活，社
工带给蔡庄村慈善幸福院的是丰富多彩活动。

蔡庄村慈善幸福院生活着村里的近 30名
日托老人和30多名托养老人，社工是照料这些
老人的服务团队中的一部分。每天上午，幸福
院会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由社工引导老人做
室内外运动，并举办一些老人们比较喜欢的文
体活动。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
老人，社工还会为其提供助餐服务。

“我以前身体不好，现在每天都跟着社工
活动活动，身子骨变硬朗了，精神也爽利了。”
正在投掷沙包的王奶奶笑着说。

“我们坚持社工‘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理
念，采用‘村委会+慈善+社工+社会组织+志愿
者’的模式，开展特困人员居家上门服务、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困境儿童帮扶等专业社会工
作。”焦作市春晖社工负责人张大海说。

社工的细心照护令老人们的康养生活十
分充实。陪伴时间长了，亲情也日渐深厚，老
人们都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也把社工当作
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久前，社工郭冰洁因家中有事请假，5天
后才返岗。一回来，老人杜丕连就拉着她的
手，急切地问道：“闺女啊，这几天你去哪儿
了？你是不是要调走了，不管我们了？”看着老
人焦急、期盼的目光，郭冰洁的眼眶湿润了，安
慰老人，自己哪里也不会去，就在这里干。“这
一年的汗水没有白流，老人们太需要社会关爱
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家人和主心骨。”郭冰
洁说。

我省主动顺应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发挥
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
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作用，凝聚多元
共治合力，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养老生活多
姿多彩。

张大海表示，春晖社工将持续扎根农村、
乡镇、城镇养老，以“打造长者健康养老的乐
园”为宗旨，以长者需求为导向，运营项目为依
托，充分利用社工的专业优势，开展形式多样
的为老服务，拓展为老服务新模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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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社工是烛火，照亮了一方天地，也温暖了周
围的人。”近日，记者一见到社工张真真，她便向
记者形象地描述了社工的作用。

2013年 7月，她正式成为一名社工。转眼已
走过 9个春秋，她的服务地点也从郑州转场到南
阳，再到淅川的乡村，如今是省民政厅“三区计
划”驻淅川县的项目组主管，通过在所在地开展
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精神
慰藉、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改善服务对象生活环境、提高服务对象生活质
量、提升服务对象社会适应能力。

居家失独老人是她的重点服务对象。“失独老
人其实是很孤独的，可刚开始老人们和我不熟悉，
不愿意和我多说心里话。”她说，为了尽快掌握老
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她不辞辛劳地电话问候、入
户探访，慢慢地赢得了老人们的信任，再然后她有
意识地组织老人们外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和老
人们的距离，大家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家人关系。

经过这两年的磨炼，张真真总结出了一套社
工的工作“秘笈”：必须用真诚、同理心去打动服
务对象，为他们服务。一句朴素的问候话语都会
在他们心里停留好久。对于老人们的微不足道
的小事，只要用心去做了，就一定会有大收获，会
成为打开老人们内心世界的关键。

在她和队友努力下，服务区域里的失独老人
得到了更多的关爱，生活得到了更周到的照顾，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参与基层治理的社工工作是全面的，这两三
年来，她还链接基金会帮助困境儿童申请助学激
励金，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与困境儿童“一对一”结
对帮扶，帮助残障老人办理残疾证、申请生活补
贴……

“‘需求为本，善爱奉献，助人自助，共筑和谐’，
这是我们的目标追求。我会继续努力工作，用生命
影响生命，用行动照亮他人！”张真真说。8

成
长
路
上

社
工
汇
聚
大
能
量

□本报记者 王向前

看到赵女士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徐小歌
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对改善孩子的社交有
效，孩子也愿意参加公共活动了。”11月 5日，
驻马店市风帆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徐小歌，在
组织一场公益活动时再次体会到了工作的快
乐。

社工是社区治理中的专职人员，社工徐小
歌在驻马店参与社区工作已经两年多。她的
主要工作职责是根据辖区社区儿童的心理发
展特点，制定一系列兼具趣味与竞争的活动内
容，“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演绎、游戏竞争、绘
画、折纸等方式引导孩子们团队合作、朋辈互
动，架起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友谊桥梁，提升孩
子们的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动手能力，促进儿
童的健康发展。”

社工和家长牵手，为孩子们撑起快乐成长
的天空，驻马店市驿城区西园街道前王社区是
她们温暖的社区之一。“他们开展的活动好，我
家孩子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敢发言，也乐于和
小朋友一起交流玩耍了。”看着孩子的变化，住
在该社区内衣厂家属院的赵女士工作再忙都
要抽空参加确定下来的活动，甘心当一名志愿
者。

“爱心是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我
很喜欢孩子，从这份工作中也能找到乐趣。”徐
小歌说。她记得她们刚在这个社区开展工作
的时候，社区里与孩子们有关的公益活动极
少，经过一次次探访，根据家长们的投票，她们
最终决定开展“友爱相伴，益童成长”主题活
动。

一场场活动开展下来，社区的氛围越来越
和谐，居民也越来越配合，不少家长主动成为
志愿者，帮助工作人员寻找场地和物料。徐小
歌说：“我越来越能感受到社工在参与社区基
层治理、促进邻里关系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时
候就是做一些小事情，开展一些小活动，但已
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除了有交流障
碍的小朋友心理困境，让社区里的居民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和友爱。”

除了伴随孩子们健康成长，她还经常参与
辖区的各类老年关爱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
每逢节假日，她和其他社工或者志愿者走家串
户，看望慰问困难家庭居民，协助基层党政部
门解决民众的“急难愁盼”。

“我要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带动更多人参
与到社区治理，让社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变得
更美好！”徐小歌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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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康平社区社工帮助居民采购生
活物资，助力疫情防控。8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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