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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人

做社工，心里要有团火

人物：

刘王力

，五山社工站副主任，

2021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优秀共产党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刘王

力 ，五山社工站副主任。今年 7 月 1 日，

她被评为“2021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作行

业优秀共产党员”。 刘王力说：“社工是

一个有温度的行业，如果有心在这个行

业做，就要用心去做。 ”

社工是一个有温度的行业

2012 年，刘王力大学毕业，学心理

学的她一脚迈入社工行业后，主要负责

家庭、青少年服务领域，所学专业和实

际工作落差也曾困扰着她。“大学时开

展心理咨询实践，都是服务对象主动找

上门来，而且他们需求迫切，配合度也

很高。 ”刘王力说，进社工站频繁和居民

打交道后发现，居民对社工服务的知晓

率、了解度不高，主动服务的需求很小，

“提供的各种服务都需要去主动推介、

解释、发动，做起来很不容易。 有时要推

进一件事情很难，既重复也琐碎。 ”

虽然迷茫，但内心喜欢社工工作的

她很快调整好自己，去读研并在实践中

不断学习、总结。 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事，这给刘王力带来了成就感、获得感。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和困惑，

需要不断地调整。 ”刘王力的解决之道

是“打鸡血”，去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尝

试、接受不同的方法，不断前行。

如今，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投身社

工行列，有的浅尝辄止，有的扎根其中。

在五山社工站， 对于初入行的社工，刘

王力进行服务技能培训的同时，更注重

服务理念的培育，“要保住他们心里的

那团火， 需要给他们更多的理念价值、

更多的成就感。 社工是一个有温度的行

业，如果有心在这个行业做，就要用心

去做。 ”

付出点点滴滴 收获满满当当

7 月 1 日，2021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

作行业“两优一先”表扬大会在广州召

开， 对 2021 年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涌

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先进党组织进行了表彰，刘王力以广州

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员的身

份，被评为“2021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作

行业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的背后是点点滴滴的付出。

2015 年， 刘王力进入五山社工站工作。

2017 年起，担任五山街社工站副主任职

务，主要负责社工站整个服务项目的规

划、监测等。 接手党建工作以来，她将服

务融入党建元素， 深耕社区服务管理、

协助员工的成长及资源整合等领域，收

获满满。

去年，她积极参加广州市志愿者服

务领袖培训，参与广州青苗计划督导并

进入广州市督导班学习，力求在服务输

出方面有所成长。 她希望，结合社工服

务，将服务与党建工作结合，以求在工

作成效上有更大突破， 能力有更大提

升，力求所做有所获，所思有所显。

一群人共同努力往往事半功倍

入行 9 年，说到工作经历，有一件

事让刘王力印象深刻。 当时，五山街某

社区有一对母女， 女儿患有精神疾病，

一直由母亲照顾， 随着母亲年纪渐长，

照顾起来难免力不从心。 有一天，女儿

从家里跑了出去，很快不见了踪影。 心

急的母亲找到刘王力，请求帮忙一起寻

找女儿。

“当时是下午 5 点多， 我一听也很

着急，立马去派出所，请求民警带上我

们一起去找。 ”刘王力说。 母亲告诉民

警，女儿包里放着定位手表，可显示位

置。 在民警陪同下，一行 4 人开车，跟着

追踪信号去找人。没想到，一找就找了 3

个多小时， 晚上 8 点多在花都找到了，

“没想到她会跑这么远， 能平安找到感

觉特别高兴，社工还是可以做一些事。 ”

事情虽过去了几年，刘王力说起来

仍十分感慨，“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这

是好事，但如果换到现在，我可能会考

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去帮助这位母

亲？ 比如可以联动居委、社区精防医生

等多方，能更快、更好地找到人。 ”从家

庭领域助理主任到社工站中心副主任，

从单一人群服务领域的带领到中心服

务的统筹，这些年的工作实践、经验让

她有了新的领悟：社工是一个需要合作

的工作，“一个人努力可以走得很快，但

一群人共同努力往往事半功倍。 ”

这几年， 刘王力与团队着力打造

“社区微治理大赛”项目，通过寻找合适

的高校大学生、社区居民人选，进行服

务社区技能培训，再通过这些主力来发

动更多的人服务社区。 华工土木学院今

年推荐了 30 多个学生团队参加， 目前

有 9 个团队在实践。“大学生创意多，动

手能力强。 ”刘王力表示，希望将其优势

发挥出来，通过社工站这个桥梁，让大

学生与居民、社区有更多的合作、互动。

扎根社区24年，守护一方平安

人物：

柯良

，五山派出所社区民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在社

区居民眼中， 他是个为民服务的热心

人；在学生眼中，他是个安全知识不离

口的安全宣传员，教授防火、防溺水、

防诈骗等知识； 当有街坊邻居发生矛

盾纠纷时，他又化身排解矛盾的“多面

手”……走在五山街农科院社区，只要

提到他的名字， 居民群众无不竖起大

拇指称赞。 他就是广州市公安局天河

区分局五山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柯良。

从警 24 年，柯良始终坚持以“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精神，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 今年 8 月，五山街

东莞庄一横路某区域实行封闭封控管

理后，他更是深入防疫第一线，从严从

快落实措施、做细做实管理服务，为社

区管理与疫情防控作出不懈努力。

他是居民群众可靠的“肩膀”

今年 8 月 12 日，根据流调溯源情

况， 东莞庄一横路某区域被甄别为疫

情防控重点场所。 作为驻点民警，柯良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卫健部门、街

道等开展相关防控工作。

依靠平时扎实的社区基础工作，

柯良迅速将该区域及周边情况汇总上

报， 为重点区域认定和具体防控措施

提供了第一手准确资料。 特殊时期，平

日里用于沟通社情民意的社区微信群

成为关键联系通道。 柯良通过社区建

立的微信群及时了解被隔离家庭的生

活需求和健康信息，提供 24 小时暖心

服务。 对于居民在微信群中反映的问

题困难，柯良主动联系街道、社区、卫

健部门予以协调解决。 在他的积极帮

助下，封控区内一名尿毒症患者、一名

心脏病患者均被及时转运至相关医院

进行治疗。

为全程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做

到随时响应，自 8 月 12 日起，柯良始

终坚守在防疫第一线， 现场指挥部那

一张小小的沙发，成为他休憩的阵地。

8 月 26 日，经过 14 天管控后，东莞庄

一横路的封闭区域、 警戒区域全部解

除管控，转入常态化防控状态。“连轴

转” 了 14 天的柯良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要街坊们能安全、健康，所有的辛

苦都值得。 ”

救助迷路老人，用警心温暖民心

1997 年， 大学毕业的柯良通过招

警考试成为一名警察。 入警后，他被分

配到五山派出所任职社区民警，2002

年起， 驻点农科院社区至今。 从警 24

年，柯良扎根社区，心系群众，带着保

一方平安的责任和使命， 在平凡的社

区民警岗位上用实际行动为群众排忧

解难，做到发现群众困难必问、群众有

求第一时间必应。

一次，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柯良接

到一位婆婆报警，称其 66 岁老伴独自

从广西坐汽车到广州， 在客运站下车

转乘地铁后走失了，“我的老伴患有阿

尔茨海默症，经常忘事儿。 他现在不知

从哪里出了地铁站， 肯定是一着急就

患病，打通电话也不说话，我在五山地

铁周边找了很久都没找着人。 ”

接警后， 柯良边安抚婆婆的情绪，

边将情况向指挥中心汇报。 派出所值班

警力兵分两路开展搜寻， 但迟迟仍没有

老爷爷的消息。突然，他想到老爷爷使用

的是老人机，手机声音比较大，也许会引

起旁人的注意。于是，柯良打通老人电话

后，对着手机话筒大声喊：“我是警察，您

在哪里？”“我是警察，旁边有人吗？”连续

拨通 30多次电话， 柯良一直大声吼喊。

就在此时， 等待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你

好，这儿有位老人家迷路了。 ”

接电话的是沙太南路某加油站的

一名员工。 原来，老人拿着手机在加油

站徘徊， 他走过去提醒老人加油站不

能使用手机，但老人听不懂他的话。 这

时，他隐约听到手机中一直传来“我是

警察，您在哪里？ ”的声音，猜测老人家

应该是迷路了， 于是果断地从老人手

中拿过手机接听电话。 获知老爷爷所

在位置后， 柯良与同事驱车前往沙太

南路，终于找到了迷路的老人家。 找回

老伴后，老奶奶激动得连连道谢。

从警 24 年，柯良见证了一批批新

民警茁壮成长， 也见证了广州的社会

治安环境越来越好，“人民警察这四个

字，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肩上

担负的责任和使命更是意义重大。 ”

刘王力。 受访者供图

柯良。 信息时报记者 曾雯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