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社区工作人

员改制工作推进，近年

来黄浦区半淞园路街

道的就业服务团队多

了不少年轻人。

街道工作人员针

对“求职老大难”情况，

进行一对一的就业沙

龙服务，为求职困难人

员“问诊把脉”。

年轻的劳动就业

干部们也在通过共情

式沟通方式，为街道青

年人提供高质量就业

服务。

26岁的范莲芸在新村社区做了
3年劳动就业干部了。她介绍说，所
工作的新村社区属于老旧居民区，居
住着1700多户居民。平日，她的工
作就是为辖区内就业困难群体提供
公共就业服务。“想不到吧，我也曾经
是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范莲芸对记
者说，曾经面临过求职困难和迷茫期
的她也对找工作这事“近乎绝望”，

“但在朋友和社区就业服务者的介绍
下，我了解并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了劳
动就业干部。”范莲芸在2015年加入
社区工作后，也将自己职场“逆袭”心
态和经历总结并分享给了她的服务
对象。

2015年，在范莲芸刚入职的当
天，她就遇到了一位大龄失业人员母
亲的求助：“我儿子五十多岁了还没
有稳定工作。你是新来的劳动就业
干部，帮我们解决一下吧。”范莲芸仔

细询问后了解到，求助者的儿子已经
五十多岁却没有稳定的工作。眼看
着儿子缴纳养老金年限还无法达到
退休年龄，他母亲着了急。范莲芸通
过电话询问了解到，其子并没有强烈
的就业意愿，甚至在第一次沟通时就
挂断了小范的电话。

范莲芸连续两次上门拜访，虽
敲开了受助者的家门，却难以敲开
对方的“心门”。刚到任并不畏难的
范莲芸联系了辖区内块长一同上门
拜访，了解该位就业困难人员的具
体情况。“对方求职意愿不强，家长
总在抱怨孩子。久而久之导致恶性
循环。”随后，范莲芸陆续联系了社
区调解干部、居委会主任到求助者
家中心理疏导、介绍工作。经过一
年的持续服务，范莲芸最终通过引
荐工作的形式，在2016年为服务者

“牵线搭桥”，帮助其在安保公司谋

到合适岗位。
“我自己体验过，找工作的确

不易。但只要有意愿，掌握技巧，
基本都能搞得定。”范莲芸常常将
个人的就业体验与社区求职待业
青年分享。据她介绍，每两个礼
拜，劳动条线会收到劳动就业干部
发放的失业人员电子名单。劳动
就业干部们拿着名单再上门登记，
了解情况。

“社区里除了待业青年外，还有
不少难解决的‘大难题’。”据黄浦区
半淞园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副
主杜海芸介绍说，记者了解到，当居
委会遇到“大难题”后，劳动就业干部
会将情况汇报至街道。街道工作人
员再针对“求职老大难”情况，进行一
对一的就业沙龙服务，或者邀请黄浦
区职业指导师们走入街道，为求职困
难人员“问诊把脉”。

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

“不少年轻人可能会对社区找工
作存在一定误解。”今年26岁的马婕
也在制造局路社区做了3年劳动就
业干部。她观察发现，原先街道提供
的岗位多是安保、服务员等基础服务
类岗位，对社区内有一定学历的就业
困难青年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
力。“但这两年，诸如平面设计、行政
主管这类‘高大上’的岗位多了起来，
社区里的青年人也愿意了解。”她观
察发现，这些年随着街道岗位的优化
升级，主动到街道求职的青年人数量
增多了。

前段时间，马婕的电话响了。
电话另一头是辖区内着急要给孩子

找工作的母亲，“孩子今年毕业，到
现在都没工作。我也不知道她心里
怎么打算的。”马婕登记情况后便主
动给其女儿拨了电话。“我不需要居
委会给我介绍工作。”刚听到马婕说
完来意，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在
社区做就业工作就得耐着性子接着
攻坚克难。”马婕第二遍打过去电话
时，主动说出“加微信”的诉求。在
了解到都是同龄人时，受助青年提
供了自己的微信号，并和马婕说出
自己对工作的真实想法。在线上，
马婕时不时地将居委会工作信息发
给对方。“最近有一场街道招聘会，
有你感兴趣的设计类岗位。”马婕的

坚持最终让对方愿意尝试，并准时
到街道招聘会寻找合适工作。没想
到，一拍即合，如今的受助青年已在
岗位工作一个月了。

如今社区的就业问题越发呈现
出个性化。为提升青年劳动就业干
部的政策理解能力和服务水平，每周
一半淞园路街道都会组织22个居委
会的劳动就业干部前来培训，了解最
新服务政策，增强业务处理能力。

在服务时，劳动就业干部们也
常遇到家庭情况较好的待业人员。
面对这类情况，劳动就业干部们则
会建议其创业，并提供相应的指导
服务。

启航青年提供体己就业服务

90后劳动就业干部将心比心解决青年就业

个性化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

为就业青年开展招聘会。

在嘉兴路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

13、14号窗口，街道劳动

保障员和社区就业服务

工作者轮流值勤提供有

关创业、就业的业务咨

询和办理。记者从嘉兴

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获悉，这是街道

为深化就业服务开辟的

服务窗口。据介绍，未

来嘉兴路街道的就业服

务工作将以更专业、符

合属地化特色的方式深

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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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为精准服务就业困难群体“出大招”
属地化招聘社区就业工作者、青年劳动干部将心比心提供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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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基层就业服务
工作中，各个街道也各有各的难题。随着基层就业
服务更加精细化，服务人员更加年轻化，街道的就业
工作也面向基层“频出大招”。记者虹口区嘉兴路街
道、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和杨浦区长白街道的一线
青年工作者，了解他们的“属地化”、将心比心的就业
帮扶工作。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嘉兴路街道因为棚户区拆迁，
不少居民搬到了嘉定、浦东、松江
区。但他们在需要就业帮助时，更倾
向于坐班车回来找我们。”嘉兴路街
道负责职业指导工作的王颖英介绍
说。为提供定点定向的服务，2018
年7月，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
13、14窗口开辟了就业服务专窗。
拆迁搬出与新迁入的居民都能在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找到专人，进行
事务专办。

创就业服务除了求职登记、就业
推荐外，窗口工作人员还承接个人求
职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职业技
能项目推荐、创业指导等业务。记者

了解到，为了提升街道从事就业服务
工作的政策熟悉程度，涉及就业服务
的19位社区就业服务工作者都会全
员轮岗。

该服务窗口相当于“总门面”，在
“旗下”还有瑞虹园、天宝园、建邦园、
物华园 4 个风格各异的工作站“分
支”。工作人员若在窗口遇到一时难
以解决的就业“老大难”群众，便将其
推荐至特色各异的分站，为其提供特
定的就业指导。

“如今走访摸底就业困难群体
很难。”王颖英介绍说，随着新小区
建立，进入楼道需要提供门禁卡，
即便成功上门拜访，也常被居民拒

绝。“我们也在居民信箱、社区公告
栏张贴宣传海报，向更多居民宣
传，社区里还有专门的就业服务团
队。”

随着棚户区改造，嘉兴路街道多
了不少高端小区。居住在此的市民
也有着新的就业难题。据介绍，商品
房小区中常有家庭经济情况极佳但
长期未就业且不愿就业的青年。“他
们反倒对薪酬没有明确的‘硬杠
杠’。”王颖英介绍说，应对新的就业
困难群体，街道重点以心理辅导与创
业沙龙课程“辅助”，鼓励、引导这些
青年群体以开店、开工作室等方式进
行就业。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在嘉兴路街道，未改造的虹
镇老街区域可谓是公共就业服务

“老大难”地方。瑞虹园社区就业
服务工作站站长、社区就业服务
工作者孙倩介绍说，在棚户地区
居住了部分长期失业及刑满释放
人员。这些待服务人员整体文化
程度较低，且就业矛盾突出。一方
面，社区提供的岗位他们不满意，
另一方面，其心仪的工作又因学
历、审核等问题难以顺利入职。如
何面向其做好就业服务工作？街
道的社区就业服务工作者开始动
起了脑筋。

2010年，嘉兴路街道在招聘专
职社区就业服务工作者时便提出了

“属地化招聘”的设想。具体说来，就
是招聘一批在棚户区内长大或是熟
悉棚户区居民情况的居民。“属地化
招聘的社区就业服务工作者在走访

居民时会更熟悉每家每户情况，用对
方熟悉的方式进行沟通，也更能为服
务对象所接受。”嘉兴路街道负责职
业指导工作的王颖英介绍说，孙倩就
是符合招聘条件并成为社区就业服
务工作者的一位工作典型。孙倩本
科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2009年
取得了助理社工师证书。她是土生
土长的棚户区居民，因为从小在此长
大，熟悉与当地居民有效沟通的方
法。因而她在2010年成为街道社区
就业工作者后，能发挥出自己的所学
和所长。

“小孙，我就想找一个通勤时间
只有 10 分钟的工作。太远的岗位
我可受不了。”街道就业困难人员和
孙倩掰着手指头提出他对岗位的

“设想”。“我们会遇到不少要求较多
的服务者。”孙倩说，她遇到此情况
时会主要发动这些群体参加职业指

导和技能培训。在嘉兴路街道，社
区就业服务工作者有着像账本一
样的详细台账。王颖英介绍说，在
了解就业困难群体后，会从他们工
作背景、缴金记录、工作时长等方面
事无巨细进行调查记录，为其分析
出多元的解决方案。

“公共就业服务并非是推荐一
个岗位就完事了。”王颖英说，她
曾在 2013 年持续帮助了中专就业
生小张，从心理疏导、技能提升，
到丰富经历，劝服家长，一步步为
小张积累了走向社会工作的“硬
件”。如今已过去 5 年了，小张已
获得了稳定工作，也找到了明确
的就业方向。记者了解到，嘉兴
路街道的社区就业服务工作者今
后将会更深入走进企业，通过挖
掘、开发新岗位，深入满足当下青
年的就业诉求。

为“棚户区”居民提供“属地化”就业服务

2个服务窗口、4大工作站提供定点就业帮助

属地化招聘 社区就业服务“接地气”

在杨浦区长白街

道，16个居委中有14个

都是“房龄”在30年以

上的老小区。近年来，

老小区的就业困难人群

逐渐“年轻化”了。他们

的就业问题也因家庭情

况不同而带着特殊性。

记者从长白街道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了解

到，如今辖区16位劳动

主任通过“心驿站”职业

指导和心理疏导项目，

为受助群体提供特色化

的解决方案。

“长白街道居住了近7万居民，
属于大居区了。”街道分管就业工
作的程浩介绍说。在20世纪末21
世纪初，街道大多数是老型住宅小
区，且居住区域内大部分居民属于
工薪群体。随着一部分工厂倒闭，
40-50岁的“4050”失业人群成为了
街道待解决的就业大难题。为了
缓解就业压力，一系列针对大龄、
协保人员的政策出台，“4050”群体
走入了新岗位并稳定就业，其中不
少当时受到援助的“4050”群体也
顺利退休了。

随着“4050”就业问题得到缓解，
小区里背着家庭重担行色匆匆的失
业中年人少了，“2030”的待业青年人
数却有小幅增长。“如今年轻人生活

条件较好。不少待业青年人就业意
愿不强。”程浩向记者介绍说，比起需
要养家糊口的中年人，青年人因为尚
未成家立业，就业动力并不高涨。加
之父母可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
障，部分待业在家的青年人对出门找
工作提不起兴趣。记者了解到，为带
动社区“2030”待业青年走入社会就
业，劳动主任们除了上门沟通，提供
心理咨询、疏导等服务外，也常带着
社区里的青年到街道社区招聘会，让
青年真正踏出舒适圈，实打实接触到
社会，提高就业意愿。

“此外，原生家庭对个别青年就
业心态的影响很大。这种时候更需
要我们就业工作者去引导、帮助。”
街道就业工作者应彩萍介绍说，她

最近在服务时就碰到了类似的情
况。小陈自大学毕业后一直闲赋在
家没去上班。社区劳动主任问其原
因后了解到，若孩子去上班，全家人
就无法按规定拿到低保金。对比下
来，家人觉得还不如让孩子一起“吃
低保”。“其实家长并没有为孩子作
长远的考虑。”应彩萍介绍说，孩子
年纪还小，若长期失业在家，没有缴
纳社保金的记录，长此以往工作年
限达不到退休标准拿不到退休工
资，更别提今后享受城镇医疗保险
了。为让适龄劳动力早日走向工作
岗位，街道劳动主任上门做工作，为
长期未就业青年的家庭解释情况，
分析利弊。最终，父母看清状况，同
意孩子就业。

杨浦区长白街道杨浦区长白街道

聊童年、讲就业过程中的困
惑、分析为什么选择离职——在工
作日的心理咨询室里，一对一的咨
询往往能打开失业人群心扉。“为
什么我找不到文职类的工作？”有
强烈求职意愿的小张今年主动找
到了街道劳动主任。从上海理工
大学毕业的他想从事文职或者与
专业相关的岗位，但是他因个性原
因迟迟没找到心仪工作，目前在快
餐店做服务员。小张在一次次受
挫后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迷茫。

就在上周三，小张第一次走进
“扬帆心驿站”。在接受第一次心理
咨询后，小张拿到了职业指导老师
为他“定制”的作业。咨询师将“尝
试和家长聊聊就业想法”等“行动
派”的作业布置给小张，希望他能在
第二次咨询前需要通过相应的能力

提升“作业”改善自身情况。“对于每
一位咨询者，心驿站都要进行不少
于三次咨询。”应彩萍介绍说。前来
咨询的青年通过层层递进式的心理
指导，提升了个人能力。

“工作上的烦恼，除了和爸妈
说，现在也可以找专家聊了！”正
在咨询的青年向记者介绍道。“扬
帆心驿站”是杨浦区就业促进中
心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委托
专业机构为社区失业青年在就业
观念、心理疏导、家庭支持等方
面，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就业帮
扶，帮助扫除制约成功就业的心
理障碍，使失业青年端正职业态
度，提升自我认知，增强职业竞争
力和适应力。

据介绍，街道每个月会将社区
未就业青年的名单进行筛选，之后

分到 16 个居委会。居委会的劳动
主任再将名单分给区域块长，由相
应负责人进行对接。若遇到难以邦
扶的待业青年，则询问其是否有意
愿到“扬帆心驿站”接受咨询。而在
每个周四下午，都会有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坐镇长白街道，为有倾诉
需求的青年失业人群提供一个小时
的一对一解答。

自2015年起，街道会每年针对
启航青年对岗位的不同诉求进行集
中培训。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还邀
请专业的心理指导老师加入进来，
给三百余位社区劳动主任分析近年
来遇到的新案例。每个街道社区的
劳动主任再将合适的岗位“进家入
户”，对失业群体做好贴心且专业的
就业服务工作，让他们真正从“心”
出发。

“心驿站”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源头问题

就业困难主体从“4050”转为“2030”

心理辅导打开动迁人群就业“心结”

嘉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合影。 开展一对一就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