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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视点
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
进，社会工作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社会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高校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近期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中对社会建设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
并明确提
出，
“ 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 18
人。
”
“构建专职化、
专业化的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
”
捋顺社会工作人
才培养的发展史，
挖掘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规律，
对探索职业化社会工作
人才培养新路径，
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职大学生社工
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
宋贵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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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历史轨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
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实现了
从开展政治运动到加强社会建设
的历史性转变，走上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1979 年 3 月，邓小平同志在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推动中国社会学等学科恢复
重建。从而，
掀开了我国社会建设
及社会学学科建设工作的崭新篇
章。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
设；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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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调“建设宏大的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2007 年，党
的十七大明确把社会建设与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
列，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四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中。
随即，北、上、广等地迅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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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工作机构，领跑全国社
会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社
会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社会治理”代替“社会
管理”
，开创了我国社会工作的新
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
度建设、体系建设、能力提高、
效能提高等方面对加强社会建设
进行了全面部署。
通过梳理社会工作发展史不
难发现，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思
路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变革与优
化。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加
速 ， 全 国 有 65 万 个 城 乡 社 区 、
400 万 名 城 乡 社 区 工 作 者 。 但
是，平均每个社区才有 6 个工作
者，这与“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
有社区工作者 18 人”的目标相差
甚远。2020 年 6 月，中央七部委
印发了关于促进大学生到社区就
业的文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
出的重要决策。

治校方略

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两个战场、两支队伍发挥了关键作
用，一个是医疗战场的医护工作者
队伍科学救治，一个就是社区战场
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群防
群控。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社区建设的突出成就和社
会治理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
地认识到，社区建设还存在许多
短板和弱项，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城乡
社区不仅工作力量严重不足，且
社区工作者专职化专业化程度不
高的问题尤为明显。仅从取得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数
情况看，全国各地差异就很大，
排在全国 31 个省份最前列的广东
省持证人数近十万，而排在最后
的几个省份只有几百人甚至几十
人。在全国城乡社区持续实施大
学生社工计划，将使全国社区工
作者力量显著增强、队伍素质明
显提高，将有利于加快推进社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实，实施大学生社工计

湖州师范学
院医学院志愿者
在吴兴区龙泉街
道市陌二社区上
门为居民体检。
新华社记
者 黄宗治 摄
划，在北京已有成功先例，并取得了
良好效果。2007 年北京市委社会工
委、北京市社会办成立时，北京市社
区工作者队伍也面临人员少、年龄
大、文化水平低、工作不适应等问
题。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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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强社会建设“1+4”文件，就明
确提出了加强社区工作者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的目标任务。2008 年下
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 年全国
高校毕业生也同样面临就业困难的
问题。北京市抓住机遇，及时提出

并 实 施 大 学 生 社 工 计 划 。 2009 年、
2010 年两年，北京市面向首都高校
统一招聘了 5000 名应届本科以上毕
业生，分配到当时北京市的 2512 个
城 市 社 区 居委会工作，平均每个社
区两名。

畅通大学生社工职业化发展道路

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不是权宜之
会精神，北京市委、市政府 2015 年
计，要当作加强专职化专业化社工队
出台了 《关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意
伍建设的基础性、长远性系统工程来
见》，2016 年印发实施“十三五”时
抓，要能进得来、用得上、留得住。近
期社会治理规划，明确提出打破“天
年来，
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花板”，优秀社区书记按照有关程序可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确 保 人 才“ 进 得
以选聘到机关事业单位。2019 年全市
来”。继 2009 年、2010 年面向首都高
首批 40 位优秀社区书记走进公务员
校招聘 5000 名应届毕业生后，由各区
队伍，彻底打破了社区与机关、事业单
根据需求，每年面向全市招聘具有大
位的人事关系壁垒，使社区工作者不
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到社区工作，确保
仅“留得住”、也能“流得动”，使社区
大学生社工持续不断“进得来”。目
不仅成为干事创业的平台，也成为培
前，全市 3213 个城乡社区有 5.8 万名
养锻炼干部的渠道。
社区工作者，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北京市已建
到 90%以上，
平均年龄 40 岁以下。
立一支专职化、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
加 强 教 育 培 训 ，确 保 队 伍“ 用 得
队伍，不少大学生社工已成长为社区
上”。持续实施“万名社工培训计划”，
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骨干
全市每年轮训万名以上社区工作者，
不
成员。北京社区工作者在社会建设和
仅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工专业知
城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
识，并邀请老社区工作者讲传统、讲技
用，尤其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能，使“大学生社工”尽快适应工作、保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北京市当年
持良好精神状态，
能够
“用得上”
。
“化危为机”，并持续实施大学生社工
创新体制机制，确保人才能够
计划是密不可分的。
“留得住”。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
加强专职化

专业化社工队伍建设，
不仅就社区工作
者队伍建设而言，
应该包括整个社工队
伍，
是
“大社工”
队伍建设的概念。社工
与志愿者很大的不同是专职化，而且
专业化更强。此次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也暴露了社会工作队伍专职化专
业化程度总体不够高的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要大力推动四支专职化专业
化社工队伍建设，需要建设一支庞大
的社会公益工作者队伍，建设一支庞
大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一支庞大的
社会组织工作者队伍，建设一支庞大的
社会企业工作者队伍。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要大力加
强高校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当前，社
工教材教学不适应实际需要的问题还
很突出，社工专业不断萎缩的情况也
应该引起重视。社会工作教育教学是
大力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加强专职
化专业化社工队伍建设的基础工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市社会
建设促进会会长）

立足河西走廊，
做好校地合作大文章
本报记者 尹晓军

瞄准国家战略，科研注入
“新动能”
前不久，河西学院农业与生态
工程学院院长雷玉明和他的科研团
队有个意外收获：他们和农作物品
种选育机构合作的“制种玉米病害
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项
目获得了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该团队研发的“河农 1 号玉
米新品种”已在河西走廊大面积推
广。
“得益于学校转型发展带来的
良好政策和创新机制，我们将区域
特色转化为科研特色，成为助推地
方经济的‘发动机’。
”雷玉明说。

产学研融合
赋能研究生教育改革
俞晓平 李海芬
产学研融合是研究生教育主动服务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深刻理解
研究生教育之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
创新研发方面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资源
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创新研究生教育中的
产学研合作形态，
赋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使其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核心引擎。

2015 年，河西学院被甘肃省列
为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地方院
校向应用型转型，对于我们而言，就
是要开门办学找新路，做足河西走廊
这篇‘大文章’。
”在河西学院党委书
记赵凯看来，学校瞄准国家发展战略
和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动对接地方
经济建设，找准了转型发展的增长点
和突破点。
2017 年，河西学院成立祁连山
菌物保护利用院士专家工作站，聘请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和中国科学院院
士魏江春、庄文颖等组建了院士专家
工作团队。在院士专家的带领和指导
下，河西学院建成了祁连山大型真菌
保育区、祁连山菌物标本馆、甘肃省
食用菌菌种库、祁连山菌物活体组织
库、祁连山菌物基因库、祁连山真菌
功效成分库以及祁连山菌物信息库。
据统计，近 3 年，该团队共获得有关
部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与推广项目 15 项。
紧接着，河西学院又陆续成立
了甘肃省应用真菌工程实验室等 4
个省级科研平台和 1 个省级科研团
队，围绕食用菌产业发展需求，引
进 筛 选 驯 化 并 推 广 食 用 菌 品 种 15
个，创新推广适宜河西走廊食用菌
本地化栽培技术 15 项，制定甘肃省
食 用 菌 栽 培 技 术 规 程 地 方 标 准 10
项 ， 为 甘 肃 省 食 用 菌 产 业 的 发 展、
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累计实现产
值 16.5 亿元。

对接地方需求，特色产业转
型升级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以祁连山
冰雪融水灌溉的绿洲农业著称，但同
时也是我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为解决地区农业发展的共性问题
和关键技术问题，河西学院绿洲农业
重点实验室应运而生。
早在 2007 年，该实验室就与张
掖市临泽县建立荒漠区现代设施农业
校地合作示范基地，对日光温室有机
生态型无土栽培蔬菜生产、露地葡萄
生产、肉牛养殖、杂交玉米制种等进
行试点推广。如今，荒漠现代设施农
业建设已成为河西走廊设施农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此基础上，河西学院又成立了
甘肃省河西走廊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实
验室，聚焦河西走廊特色资源高值化
利用、特色资源有效成分分离、功能
化工产品合成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促使科技链与产业链密切结合。
“发挥学科优势，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是地方院校的立足之本、科
研之源和育人之路，也是高校自身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落点。”河西
学院校长张汉燚介绍，近年来，学校
立足河西走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资
源，以问题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逐步
构建起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科研
平台，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面向地
方、服务社会的创新创业平台。

过往的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
产业、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所参与程度较浅，
联合培养模式比较单一，主体作用没有充分
发挥。研究生参与产业实践的机会、参与度
和掌握度等都受到较大局限。
研究生培养要精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以
更加开放的思想，
创造多元化培养格局。打破
对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路径依赖，
创造以培
养目标和培养标准为引领的产业、
企业、
科研
院所等与高校共为培养主体的多元培养模
式。不断升级产业、
企业对研究生教育的参与
度，
促进研究生培养跨越高校环境，
打破
“校内
学习”
与
“校外工作”
的界限，
在地方高等研究
院、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产学研合作机构，
或
企业开拓研究生学习课程或研习项目，
给研究
生创造更多途径接触行业、
产业等社会实践发
展的机会，
实现研究生专业知识和产业实践见
识共同增长。
创新培养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形成实时动态的可视化过程管
理，为延伸、拓展培养场所提供精细化管理
服务。改革以往以学术论文为主的研究生学
业评价机制，激励产业或企业深度参与研究
生学业评价，形成以应用为导向的多元化专
业学位研究生学业评价方案，助推研究生深
入行业企业研发研究，培养卓越且适应行业
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创设“产业集群创新共同体”

河西学院瞄准国家战略，对接地方需求，聚焦人才培养——

时下，正值春耕。在甘肃省张
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现代化的
日光温室里，村民们正忙着移栽培
育的“高原夏菜”。10 年前，河西
学院教授王勤礼在村里试点日光温
室蔬菜栽培技术。如今，雷寨村已
建成日光温室 588 座、钢架大棚
1850 座 ， 蔬 菜 年 产 量 超 12000
吨，人均纯收入达 18400 元。
如何更好地服务区域发展战
略，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作为河
西走廊唯一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
近年来，河西学院依托学科和区位
优势，探索出了一条地方院校转型
升级与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特
色发展之路。

学者论教

创造多元化培养格局

发挥大学生社工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是化
危为机之举，可有效缓解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2020 年全国应届
高校毕业生 874 万人，创历史新
高，而又恰遇多年来就业最艰难
的年份。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
经济下行压力，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使我国当前就业市场严重
萎缩，大多高校毕业生向往的公务
员、企事业单位就业渠道收窄。而
城乡社区这一就业市场过去并没
有引起重视。按照《纲要》要求平
均每个社区 18 个工作者计算，该
领域就业缺口就达 770 万人。假
设每个社区平均一年吸纳两个高
校毕业生，也能解决 130 万名大学
生就业，可有效缓解当前高校毕
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是治本
之策，有利于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
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是
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推进社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一
项基础性、长远性、根本性工程。
近年来，全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工作
者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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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对接产业或企业研
发需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掣肘
一个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更需要
多学科交叉融合。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到
中试放大，从产业化形成产品到占有市场，
环节多且复杂，需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科
学研究和创造发明人员共同参与。
研究生教育的产学研合作应创设“产业
集群创新共同体”，
突破
“一对一”
“点对点”
的
联合培养模式，
吸引基础研究团队、
应用技术
研发团队、
行业产业技术中心、
企业技术专家
以及研究生等多种研发主体聚集互动，形成
多层、
多面、
多维度的产业集群创新局面。在
项目管理上，
引入市场运营方式，
构建开放的
互惠互利的研发运行机制，
让产业、
企业提出
“难题”与研发队伍之间全面对接，以“点（产
业或企业）对面（产业集群创新共同体）”
甚至
“面（产业群或企业群）对面（产业集群创新共
同体）”
的形式，
构建
“产业重大攻关项目”，
把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产业集群创新共同体”中多元的对话
交流机制，可以发挥基础研究的灯塔效应，
引导企业了解和理解某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发
展趋势，激发其成为科技创新发展主体的意
识和行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我
国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的当下，很多企业从资
源消耗型的低端转型到知识密集型的中高端
过程中，
均面临技术创新型人才匮乏等问题，
其转型升级需要
“扶持”
。研究生教育中的师
生作为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勇
于担当，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使命，用“产业集群创新共同体”联合中小
企业参与共同研发，
协助其转型升级。
创建“资源共享立交桥”

1997 年成立的甘肃省微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是河西学院直接参与地
方经济建设的省级创新平台之一。目
前，由该中心自主研发设计的寒旱区
GSKY-Ⅱ型螺旋藻养殖“封闭式日
光能温室”光反应器以及 GSKY-C
Ⅲ型“同步分离清洗一体机”，经推
广应用于螺旋藻的生产，生物质采收
率高达 98%、洗藻水循环到养殖池
节约用水 40%，研发的螺旋藻系列
产品累计创造产值 2658 万元。

聚焦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群
提升办学效益
河西学院的传统和优势很“打
眼”——具有 80 年师范教育和农业
教育传统。但劣势也十分明显：远离
省会，高层次人才短缺；处于“高
职”和“老牌院校”夹缝之中，毕业
生就业竞争力不强。
“社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
就要跟到哪里。针对个别就业率不
高、社会需求不旺的专业，我们先
采用隔年限招的方式，然后逐步停
招淘汰。”河西学院教务处处长赵柱
说，近年来，学校整合设立 20 个二
级学院，构建起应用型大学的院系
组织架构，并增设了一批适应河西
走廊支柱产业、传统文化产业和资
源环境保护等方面发展需求的新专
业，形成了一批相互支撑、相互促
进的学科专业群，办学效益和人才
培养质量迅速提升。

河西走廊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
位优势，使食用菌生产成为农民增收
的新产业。但由于食用菌生产起步
晚、技术落后，没有形成适宜本地
应用推广的菌种和技术，致使生产
难度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生产效
益不佳。2020 年，河西学院申报的
本科专业——菌物科学与工程成功获
批，这也是河西学院教授、甘肃省应
用真菌工程实验室主任魏生龙的夙
愿。“长期以来，我省食用菌科研、
教学及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我们希望
为食用菌产业培养和输送越来越多的
技术人才，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和生态保护。
”魏生龙说。
为拓宽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河
西学院依托三级科研平台，积极吸纳
在校本科生深入课题研究、生产一线
等，有力提高了就业率和社会适应
性，毕业生就业率逐年上升，成为当
地企业争抢的“香饽饽”。同时，学
校以“应用型师资”为着力点，借力
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契机，促进教师教
学理念深度转变，教育教学质量、课
程建设、内涵发展同步提升，应用型
人才培养实现“落地”
。
如今，河西学院已逐渐形成与区
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
等教育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并
在河西走廊种业、沙产业等方面形成
鲜明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为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和智力支持。

以往的产学研合作存在成果转化“成功
率低”的状况。这种成果“低成功率”并非
研发成果“含金量低”，而是研发的科技成
果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低”，或者是转化
科技成果的人才队伍与岗位的“适合度
低”。因此，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高等研究院”“技术转移中
心”等产学研合作机构管理上，应创新运行
机制，扩展其职能，强化这些机构的公共服
务流通功能，将各种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成果
进行扩散性发布与传播，以解决因“匹配
度”和“适合度”等因素导致的诸多创新成
果“卡”在实验室、“躺”在证书上甚至被
贴上“死亡”标签的问题。
站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上，面对国家
科技攻关重大需求，我们应切实把握从技术
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市场应用的运行规律。
开拓产学研合作机构管理运行思路，建设一
些专业化数字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机构，
即
“资源共享立交桥”
，
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之
间进行人员、
信息和成果的沟通、
交流及应用
推广，聚合“产业集群创新共同体”各方力
量。一方面，
将行业、
企业需求拆解成为技术
创新需求，引领各类科技研发人员将自己的
研究专长与产业科技创新需求对接。另一方
面，
将专家技术发明创造导向产品转化、
行业
发展趋势，
以促进科技创新引领行业发展。将
“有距离”的科技创新成果，经过多方协同努
力，
转化为
“无缝”
助推产业经济发展的成果，
打通“创新链”
“产业链”之间的通道，让师生
的创新成果更充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作者俞晓平系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
李海芬系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