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潍坊市社会福利院的
孤残“兄弟”张栋、张小栋因
先天缺陷被亲生父母遗弃,
被同一个老奶奶收养10多
年后，送往潍坊市社会福利
院。身残志坚的两人在社会
福利院的帮助下，成了修鞋
匠和修表匠，开启了自己创
业之路，向他们的梦想一步
步靠近。

“如果没有老奶奶 ,就
没有我们的生命。没有社会
福利院就没有我们的成
长。”26岁的张栋和24岁的
张小栋表示，他们在社会福
利院里，得到了很多关爱。

建立现代社工制度不再是梦

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启动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没有社会福利院，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民政人为大栋小栋圆创业梦
手不灵活

什么表都能修

张栋的“大栋修表店”
和张小栋的修鞋摊 ,就在北海
路和三马路交叉口东100米 ,潍
坊市社会福利院门口的边上 ,

很多潍坊市区的市民 ,都会特
意跑很远的路 ,来找张栋修理
他们的手表 ,或者找张小栋修
鞋。

张栋的手蜷缩着 ,伸不开 ,

但是修表技巧非常熟练。现
在 ,张栋每天能接待 7 - 8 个客
户 ,只要有人拿着需要修的表
到他那 ,不管是什么问题 ,他都
能修好 ,他如今已经修了近万
只手表 ,很多人从城区赶去找
他修表。大栋说 ,开这个修表
店就是他的梦想 ,如今梦想已
经实现 ,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
把修表店做大 ,然后娶妻生子 ,

过平淡幸福的生活。
张栋说，他患有严重的

手足外翻症 ,社会福利院先后
给他做了两次矫正手术 ,现在
虽然他走路时还是一瘸一拐 ,

但是相比刚进社会福利院时 ,

好了太多。
“我是在福利院的安排

下 ,在坊子区读了小学、初中 ,

并顺利进入潍坊市高级技工
学校 ,在那里学习了电子与电
工等知识。”张栋说。毕业
后 ,由于身体有残疾 ,没有被任
何一家企业接收。社会福利
院的工作人员为他找了会修
表技艺的薛师傅，给他传授

技艺。
张栋认真跟着薛师傅学

了两年。张栋说 ,自己知道这
个技艺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会
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学习的时
候他很认真。因为自己的手
伸不开 ,指头也不灵活。刚开
始时 ,连零件都拿不起来 ,他为
了能拿稳一个零件 ,练习了四
个月。每天吃饭时 ,睡觉前 ,手
指都在动 ,就是想尽快让手指
变得灵活。

2 0 1 0年 ,张栋在社会福利
院的帮助下 ,拥有了自己的修
表门头。“出师后 ,开修表店
成了一件难事。因为自己没
有钱去租房子 ,幸好社会福利
院把门口的房间给我用 ,还帮
着我添置了修表的工具和机
器。”最终 ,张栋的“大栋修
表店”开张营业。

让别人的脚上

穿着他修好的鞋

大栋的修表店外 ,便是张
小栋的修鞋摊 ,修鞋摊边上还
有一个简易的雪糕、饮料销
售点 ,也是张小栋在经营。

与别人的修鞋摊不一样
的是 ,修鞋的人是一位坐在轮
椅上的人。坐在轮椅上 ,小栋
显得非常瘦弱。他下肢截瘫 ,

双腿一点力气也没有 ,没有知
觉也无法伸直。除了睡觉 ,他
的两条腿 ,永远是盘坐在身体
下面。

因为修鞋的机器不如轮
椅高 ,有客人来了 ,他就从轮椅
上挪下来 ,坐在旁边的矮布墩
上。

今年 2 4岁的张小栋一天

学也没有上过。“我没上过
学 ,但是也认识几个字 ,都是福
利院的阿姨和来福利院的义
工教给俺的。”张小栋脸上
永远露着微笑。

“这是因为很多学校都
认为 ,张小栋没有行动能力 ,上
学不合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
人员 ,在附近多个学校奔波 ,却
都没有能够让小时候的张小
栋上学。”社会福利院的工作
过人员说 ,虽然小栋没上过学 ,

但是修鞋的技巧却很高。
2 0 1 0年初秋 ,经过市社会

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帮助 ,张小
栋认识了在市社会福利院向
东二里多远的路边修鞋 4 0多
年的徐师傅。徐师傅收下了
张小栋这个徒弟 ,毫无保留地
告诉了张小栋修鞋的技术。
张小栋在学艺的半年多时间
里 ,每天自己推着轮椅从福利
院出来 ,到徐师傅的修鞋摊学
习。有一次路上有雪结冰 ,张
小栋的轮椅被石头垫了一下 ,

结果他的轮椅翻倒在结冰的
马路上 ,他的手臂当场就磕破
了 , 但 张 小 栋 还 是 坚 持 去 学
艺。

“感谢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为我们实现了创业梦，我们
现在很幸福 ,一点也不觉得自
己是残疾人 ,因为我们也有热
爱的工作。”张栋和张小栋
说 ,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他们 ,会
有一天在社会福利院的帮助
下 ,也能拥有自己能够自食其
力的本领 ,有一份事业。心里
充满了感激。

潍坊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走在了全省前列，如何再提升
服务水平？靠社会工作服务的加
入。潍坊市的城乡社区建设是全
国的先进典型，居民如何得到更
好的服务，同样靠社会工作服务
加入。潍坊市民政局从2011年就
开始探索建立现代社工制度，通
过“潍坊民政双百调研”，摸清了
现状，找准了需求，在全国创新
提出了《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示
范社区》及《社会工作服务标准
化示范单位》创建标准，并在四
个县市区及市社会福利院试点
取得成效。寿光向阳社区“三维
数字社区”得以建立，寿光的40

名贫困先心病儿童得到无偿手
术治疗。奎文苇湾社区五个平台
建设方便了居民。诸城的志愿服
务记录在全国率先联网。高新开
心社工服务社推出了一系列新
服务项目。市社会福利院社工运
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支持残疾青
年大栋小栋实现创业梦……试
点工作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及群
众的好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
道社工是干什么的，并干了些什
么。目前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创
建已在全市所有县市区试点。

社工行业机构逐渐健全

2012年11月 ,潍坊市社会工
作协会成立 ,这是经潍坊市民政
局注册登记的全市性、专业性的
社工行业机构。潍坊市民政局局
长、市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吴海
源说 ,这是潍坊积极探索建立现
代社会工作制度的一项重要措

施。社会工作协会将建立社会工
作培训和实习基地 ,大规模开展
专业培训。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实
施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
工程。

近年来，各县市区也相继成
立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
小组，寿光市成立了市社会工作
办公室。诸城、寿光、高密、潍
城先后成立了社工协会。诸城建
立了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孵化
器，一大批围绕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断建立
并发挥作用。另外，寿光民政局
在潍坊率先设置41个社会工作岗
位并正式聘任，这标志着助理社
工师、社会工作师正式纳入民政
系统事业编制人员的专业技术职
称系列。

另外，潍坊市民政局挑选一
些社区作为试点，建立社工人才
管理工作站。吸纳社工人才就业，
并用专业的社工去帮助社区内需
要帮助的群体。奎文区苇湾社区
设立了人才管理工作站，对社区

内学历在本科以上或持有资格证
的各类人才进行摸底登记，建立
了由专职社工引领，采取政府购
买、志愿服务、市场化运作共同参
与的社区服务格局。社区承担了
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带实习任务。
自示范创建以来，社区以探索社
工岗位设置和管理体制、运行机
制为重点，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
务对象，发挥社工作用、提高专业
水平、营造良好社会工作环境等
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两人获“全国最美社工”

没有社工专业人才，就没有
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近年来潍
坊市民政局主要领导及班子成
员带头参加全国社工职称统考，
带头参加以考代培，局领导、单
位领导、社区负责人中已有一大
批取得了社工师资格，其中有的
还得到了重用。

潍坊市持证的社会工作人
才数量达到324名，数量居全省

第三，2013年又有700余人报名参
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市直民政系统持证社工已有
116人。试点社区所在街道及单
位的持证社工数量绝大多数超
过两位数，社工氛围浓、气场足。
2012年百名市级优秀社会工作
者(和谐使者)得到表彰。2013年
度全国百名最美社工中潍坊就
有2名。他们分别是潍坊市儿童
福利院的助理社会工作师杨守
伟和社会工作师秦廷升。

潍坊市社会工作制度的建
立及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创建
吸引着一大批本地及外地社会
工作专业毕业生前来应试、创
业。驻潍坊高校开始招生社会工
作本科大学生，不仅很快解决了
实习基地及校外教师，还备受用
人单位关注。

目前，潍坊的持证社工正在
很多岗位上挥着作用，随着社工
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相信潍坊
社工制度会更加完善，潍坊社工
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
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
识和技能 ,在社会福利、社
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
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
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
助、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禁
毒戒毒、矫治帮教、人口计
生、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
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
专门人员。而社会工作服务
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运用
专业方法为有需要的人群
提供的包括困难救助、矛盾
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
行为矫治、关系调适、资源
协调、社会功能修复和促进
个人与环境适应在内的专
业服务，是现代社会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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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张张栋栋和和张张小小栋栋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事事业业，，在在以以后后人人生生的的道道路路上上他他们们
将将越越走走越越远远。。

张张小小栋栋掌掌握握了了一一手手修修鞋鞋的的
手手艺艺，，也也可可以以自自食食其其力力。。

22001122年年1111月月88日日，，潍潍坊坊市市社社会会工工作作协协会会成成立立大大会会暨暨优优
秀秀社社会会工工作作者者表表彰彰大大会会在在市市直直机机关关综综合合办办公公大大楼楼举举行行。。

22001133年年55月月3300日日，，市市社社工工协协
会会组组织织爱爱心心企企业业家家为为福福利利院院残残
疾疾青青年年捐捐助助创创业业设设备备和和创创业业基基
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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