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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全国多地启动了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 报 名 工 作 。 近 年
来 ，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
人数不断增多， 去年 ， 全国超 80 万
人报名参加这一考试。 社会工作是个什
么工作？ 社工考试为啥突然火了？

社工是个啥职业？

日前， 民政部介绍， 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呈逐年递
增态势， 目前全国共有 73.7 万人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是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一项核
心制度， 由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共同建立 ， 分为助理社会工作
师、 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
个级别， 采取全国统一考试和评审的
方式开展评价。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副司长孟志强介绍说， 自 2019 年
以来，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人数以每年 10 余万人的数量逐
年大幅递增 ， 2021 年报考总人数更
是达到 80 余万人。

考生涵盖社区工作者、 社会组织
从业人员、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高
校社会工作专业应届毕业生等。

孟志强表示， 社会工作者主要面
向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心理疏导、 关系
调适、 能力提升、 社会融入等服务，
他们不仅来自民政工作领域， 还大量
分布在青少年事务、 职工服务、 禁毒
戒毒、 矫治帮教、 卫生健康、 教育辅
导等领域。

2022年社工考试报名已经启动

按照民政部的介绍， 随着近年来
我国社会工作岗位的不断开发、 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的
不断增加， 社会工作职业化、 专业化
程度显著提升， 对社会工作者的评价
需求也相应提高。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
安排， 今年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
试将于 6 月 18 日、 19 日举行， 目前，
各地考试报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例如， 河南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 4 月 27 日开始报名， 报名时
间为 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 资格核
查分网上在线核查、 网上上传证明材
料和考后核查三种方式。

山东、 广东、 上海、 黑龙江等地
的报名时间为 4 月 26 日至 5 月 5 日。
多地考试报名严格执行属地化管理，
报考人员须选择考试时工作或居住所
在地市进行报名。

“社工职业资格考试以注重社会
工作从业人员应用相关知识， 有效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为出发点。” 华图
教育研究院专家欧海对中新网表述。

欧海表示 ， 随着社会工作职业
化、 专业化步伐的加快， 社会工作者
的职业身份和专业作用进一步明确。

社工为何越来越火？

近几年， 全国范围内社会工作者
招录人数明显成上升趋势， 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也不断增多。

欧海表示， 国家高度重视基层社

会治理和服务， 社工专业人才的社会
需求就会随之增加， 报考人数就会不
断增多。

除此之外， 各地通过各种奖励措
施鼓励社会工作者考取职业水平证
书， 以此来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化水
平。 例如， 在江苏无锡滨湖区， 助理
社会工作师每月补贴 500 元， 社会工
作师每月补贴 800 元， 高级社会工作
师每月补贴 1000 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表
示， 近年来， 部分地区对社会工作者
提出考取证书的硬性要求， 同时， 提
供补贴等奖励政策激励社区工作者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 使得报考人数不断
增多。

“这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职业
化和专业化， 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工作专
业和在基层工作的人员获得职业认同的
一种方式。” 王思斌表示， 社工的工作
范围较宽、 面对的问题繁多复杂， 而目
前部分基层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不明显、
对岗位能力的需求缺乏细致的规范，
部分基层工作者的专业理念和知识不
足、 不扎实， 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

“持证上岗” 对社工的专业资质
提供保障， 掌握专业知识和方法， 有
助于他们获得群众的认可， 在具体的社
会工作中深入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在王思斌看来， 要进一步畅通社
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提升社
会工作群体的能力， 才能实现社会工作
的职业化、 专业化、 本土化和社会化，
发挥社会工作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重要作用。 （据中国新闻网）

召开 2022 年全区民政
（残联） 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罗玲 陈嘉）
近日 ， 岳阳市南湖新区召开全区
民政 （残联 ） 工作会议暨民政领
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会议 。
区党工委委员 、 管委会副主任方
克君出席并讲话 ， 区民政局全体
工作人员 ， 各街道办事处 、 管理
处分管负责人等参加。

会议对 2021 年全区民政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
并就全区民政领域消防安全开展
教育培训 。 阁子市社区负责人就
社区 （村） 集体经济作典型发言。

2021 年， 南湖新区民政部门
紧贴实际 ， 担当作为 ， 在兜底保
障 、 养老服务 、 儿童福利 、 基层
治理 、 福彩销售等工作上取得较
好成绩 ，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应有贡献 。 区民政局荣获全区
综合绩效考评 、 信访 、 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单位 ； 荣获全区基层党
建工作先进单位 、 建党 100 周年
先进基层党组织。

方克君表示 ， 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扎实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 更
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
理、 基本社会服务职责 。 他强调 ，
要兜底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大力发
展基本社会养老服务， 着力提高城乡
社区治理效能， 加强儿童福利和未
成年人保护， 严格规范行政区划地
名管理， 大力推进专项社会事务改
革， 聚焦共同富裕发展慈善事业 ，
积极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 提高
效能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方克君要求 ， 要毫不动摇加
强政治建设， 始终保持政治清醒；
要毫不动摇加强党建引领 ， 始终
保持系统清朗 ； 要毫不动摇加强
能力建设 ， 始终保持政务清明 ；
要毫不动摇全面从严治党 ， 始终
保持队伍清正 ， 提升状态推进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 为建设新南
湖贡献民政力量。

近年来，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
创新敬老爱老模式， 大力实施乡村
互助养老服务。 自 2018 年起， 利用
各村、 社区现有的旧村部和闲置学
校， 改造成农村互助幸福屋， 娱乐
室、 阅览室、 棋牌室、 休息室、 医
务室和室外活动中心一应俱全， 将
当地的空巢老人聚集在一起， 每天
只需缴纳 1 至 5 元的生活费用， 或
提供自家新鲜农产品， 超出部分则
由政府资助、 民政部门拨款和志愿
者捐赠。 目前， 鼎城区已建成互助
幸福屋 284 处， 全区村(社区)覆盖率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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