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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工作人员最大不同是，社工服务对
象更具专业化和精细化。

兆麟街道辖区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赵
女士，由于精神障碍无法工作，一起生活的亲
人身体不好，家庭经济困难。了解情况后，网
格员与社工联动，主动上门将她的家庭纳入到

“幸福来敲门——兆麟街道特殊家庭关爱计
划”的服务对象，兆麟社工站社工根据这个家
庭的实际需求，对赵女士进行心理支持、社交
需求、康复需求，针对家庭的生活照料等方面
提供服务，协助她和家人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从而促进她更好地融入社会。

高珊还对记者说：“通过我们有针对性的
心理支持、建立起专业关系等，目前赵女士精
神状况逐渐好转，与外界接触已经不再有抵
触，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和社区会支持她参与
一些公益服务，让她能够回归社会，逐渐恢复
正常的生活状态。”

社工提供服务是深度的、循序渐进的、长
期影响的服务，挖掘服务对象内在优势的同
时，能够有效地动员服务对象身边的资源，促
进服务对象的转变。

兆麟社工站今年针对所服务区域的不同
群体制定了六大服务计划：开展党建“红色领
航”计划、“幸福来敲门——兆麟街道特殊家庭
关爱计划”、“阳光伴我行——残障家庭支持计
划”、“乐享银龄——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
计划”、“蒲公英学堂——社区干部、网格员能
力提升计划”、“蒲公英社区支持计划”。

高珊解释道，六大服务计划涵盖了残障人
士、老年人、困难儿童等重点人群；同时还包括
了对社区干部、网格员能力提升计划，以此提
高社区基层治理水平。

今年我省启动社工站建设，以此探索—
社区—品牌本土化社工站运作模式，并选取
20个试点。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郭铭华

7月 30日下午，民政部党组书记、部
长李纪恒到我省调研民政工作。在哈尔
滨市道里区兆麟街道兆麟社区，李纪恒
详细了解社工站的组织架构、服务方式、
运营架构等情况，对“社工站＋社区网
格”联动，开展特殊困难家庭关爱、残障
家庭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干部
和网格员能力提升，以及打破区域限制
和户籍限制提供助餐的服务理念等给予
肯定。

招标、入驻、服务，哈尔滨市道里区
兆麟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是目前行动
最为迅速的试点之一，由黑龙江省民政
厅、哈尔滨市民政局指导，哈市道里区
民政局、兆麟街道、黑龙江省希望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三方共建，并创建了“社
工站+社区网格”新模式。

社工和网格员如何聚焦民政领域
服务对象需求？如何实现职能互补、专
业互补、经验互补？如何实现创新社区
基层治理？

五年计划
如何一干到底？
3名驻站社工走访百余老人

按实际需求进行顶层设计

时隔 6年，承接兆麟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的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再次
回归，“这次我们有了特别强的归属感。”站
长高珊说：“以往购买合作服务项目不是每
年都能得到财政支持，即便有服务期限也就
一年；此次，黑龙江省民政厅全面实施黑龙
江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蒲公
英’计划，提出了‘1年起步、3年铺开、5年建
成’的总体行动目标，这是一个持续的 5年
的计划。”

持续性和稳定性让社工们有了强烈的
“归属感”，不到 3个月的时间，3名驻站社工
调查走访了 100余名老人，并根据兆麟街道
实际需求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和项目服务等。

“这样长期的合作，最大限度调动了社
工的主动性，让社工站能够吸引和留住一批
社工人才，既保证社工机构的发展，也推动
了社工人才的培养。”道里区民政局局长朱
立杰如是说。

与以往只提供单项服务不同的是，社工
站服务范围广，服务对象覆盖面也更大，涵
盖了纳入政府重点保障范围的低保对象、残
疾人、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兆麟街道办事处主任邱欣介绍，街道社
工站正式成为了街道民政体系工作的一部
分，核心工作就是聚焦民政领域服务对象实
际需求，结合辖区的特色，兆麟街道老年人
居多，占区域总人口 25.75%，所以社工站将
主要服务目标和工作计划围绕老年人开展，
重点为这些老年群体提供健康服务、能力评
估、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等服务，在原有基层
民政工作的开展中加入了更为专业的人文
关怀和精神关爱。街道每月召开联席会议，
确保社工站以居民所需为导向开展服务。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列
支 420万元福彩公益资金，用于 20个省级试
点社工站购买民政救助、养老、儿童等 5大
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朱立杰表示：“我们正在研究将社区建
设、养老服务等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方式交由
社工站承接，保障社工站资金支持。”

社工与社区联动如何让“1+1>2”？
二者融为一个整体 以最优方式解民需

“社工站+社区网格”新模式的展开，
使得社工站已不再是单独的个体，他们
与街道社区结合得更为紧密，参与度也
更深。“信息联通、事件联商、问题联治、
服务联抓”，更让社工站与社区逐渐成为
一个整体，互相配合，集中力量，目的就
是要“1+1>2”。

23日，社工、兆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和网格员一起来到了哈尔滨市道里区
地段街 44号院，走访了院内的独居老人。

一番介绍，社工辛馨便和老人聊起
来。“阿姨您平常喜欢干嘛？”“身体咋
样？都吃什么药？”“平常购物都有谁来
帮忙？”……从兴趣爱好入手，逐步了解
健康，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潜在社会
支持”，倾听老人诉求等。

辛馨告诉记者说，通过聊天，他们了
解到阿姨吃药不按时，药品中有很多都
已经过期，而且老人特别爱买保健品，

“我们今天回去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详

细分析，制定一套专门属于她的服务方
案。”辛馨表示，“社工人员毕竟有限，但
我们会借助网格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力量，先和他们一起执行方案，期间进
行相应的指导和培训，直到他们可以独
自来执行这个方案。”

据兆麟街道办事处兆麟社区党委书
记王迪介绍，以前社区的网格员和志愿
者多是“跑腿代买”，对深入老人日常心
理状态较少，现在社工则从专业角度进
行评估并给出解决服务对象问题的具体
方法。

社区工作人员熟悉居民情况，了解
相关政策；社工能够针对社区内情况与
资源和居民的需求，制定不同方案，并提
供更为精细化服务。同时，双方又在不
同领域有着各自资源，根据服务对象的
具体需求，双方可以将资源共享，以最优
方式解决民之所需……合力最终让“1+
1>2”。

社工专业化
和精细化如何体现？
网格员与社工联动 制定六大服务计划

兆麟街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工站+社区网格”联动
打通为民服务最最后一米后一米

社工和社区居民一起参与策划活动。

社工在居民家进行走访调查社工在居民家进行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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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3 日、4 日，记者对哈尔滨市道外区、道里
区、香坊区、南岗区破坏和占据人行道的现象进
行了采访，希望涉及到的商家和相关职能部门
立即进行整改。

暗访时间:9月3日
暗访地点:道外区滨江街与十四道街交口

附近
暗访问题:一家货车修配厂将轮胎堆放在

人行道上，影响行人通行

暗访时间:9月3日
暗访地点:道外区滨江街
暗访问题:物流公司配货车辆和货物占据

人行道

暗访时间:9月3日
暗访地点:道外区太平公园
暗访问题:部分区域步道砖损坏严重

暗访时间:9月3日
暗访地点:道外区哈东西路
暗访问题:道路中间的绿地变成了停车场

暗访时间:9月4日
暗访地点:香坊区公滨路与木材街交口
暗访问题:沿街商户将货品摆在人行道上

销售,阻挡行人通行

看！
这些人行道上的乱象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苏强

近日，有市民向龙报民情热线反映，哈
尔滨市道里区哈站北广场附近的海城桥电
动滚梯上，没有旅客乘梯上下桥时，电梯
也不停地运转，非常浪费电。随后，记者
赶到现场，看到梯上没有人的时候，滚梯
依旧在不停地运转，发出隆隆的声音。

据了解，海城桥的上下桥滚梯建于 3
年前，当时正值哈站南北广场交替进行建
设、改造，为了方便旅客来往两个广场换
乘火车和长途客车，相关部门在地工街旁
的海城桥两侧建了上下桥电动滚梯。

最初，这处滚梯的利用率非常高，乘电

梯的旅客络绎不绝。对于这处建在室外的
电动滚梯，人们交口称赞，尤其是一些老年
人、残疾人以及带小孩、身背重物的旅客，
都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人性化的举措。经历
了寒冬酷暑、雨雪风沙，这处电梯除了偶尔
维修外，一直使用到现在，质量还是很不错
的。

可是随着哈尔滨火车站南北站房和广
场改造建设的完成，以及后来的南岗客运
站关停，经海城桥来往于南北广场的旅客
明显减少。现在除了几个时段外，多数时
间乘坐电动滚梯的人并不多，有时电动滚
梯会长时间处于空转状态。

附近居民张先生对记者说：“这滚梯
一天到晚不停地转，不仅浪费电，电梯设

备也会磨损得很严重。为何不能像商场
里的感应式滚梯那样，有人乘坐时便开始
运转，没有人乘坐时就停止或减速，这早
已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记者拨通了桥上张贴的电梯维修电
话，就此情况进行询问。一位工作人员回
复说，这处滚梯是安装有感应配件的，但是
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感应配件经常损坏，
后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不停地运转了。他们
已与电梯厂家技术人员进行了沟通，尽快
更换损坏的感应配件，做到既保证电动滚
梯正常运行，还能有效地节约电能。

据了解，这处电动滚梯每天运行时间
是从早上 6时左右至半夜 24时左右。

滚梯有时处于空转状态滚梯有时处于空转状态。。

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已通知电梯厂家已通知电梯厂家，，尽快更换感应配件尽快更换感应配件

海城桥上电动滚梯海城桥上电动滚梯
空载多费电空载多费电？？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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