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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 2 点
40 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与一架
载有 239 人的波音 777-200 飞
机失去联系， 该飞机航班号为
MH370， 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
京。该飞机本应于北京时间 2014
年 3 月 8 日 6:30 抵达北京。 目
前， 包括中国在内的 11 个国家
均已投入到紧急搜救当中。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公益
组织当中，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
是最先抵达失联者家属集中的
丽都饭店。 在此次“马航事件”中
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总有 50 位
志工参与志愿服务，其中北京 35
位，马来西亚 15 位。

该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志工廖
明仁在 9日中午接受《公益时报》
采访时表示：“目前家属情绪还
算稳定，事件不确定发展时间越
长，就更需要的有效安抚，慈济
在作进一步了解后会制定相关
的关怀策略。 ”

在家属等候的休息室内，台
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志工身着
深蓝色统一服装，在现场做一些
搬椅子、端水等辅助工作，家属
有需求时他们便上前做解答、提
供帮助。

曾云姬也是台湾慈济慈善
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志工，她作
为该机构的新闻发言人接受了
《公益时报》记者的采访。

曾有失联者家属向《公益时

报》 记者表示：“8 号家属获知航
班未在北京落地后心情都很焦
急，而在这一整天中并未有任何
组织机构前来处理事件或安抚
家属，直到 9 号上午才有。 ”

曾云姬说：“事件发生之后
不管是航空公司还是慈济等公
益组织都会有一个反应时间，慈
济马来西亚分部在失联后及时
向马航了解了失联家属相关信
息，马航也提出希望慈济赴华进
行工作，因为飞机失联的事件不
会经常碰到，谁都希望事件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掌握事态
发展动向之前我们只有了解信
息和等待安排。 ”

慈济安抚和情绪控制方面
具有专业经验和相关知识，目
前，在航班位置仍不明朗，并不
断有负面信息传来的情况下，慈
济建议多向失联家属传递一些
正面信息。

据 IBM 公司一位马姓员工
失联者的亲属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目前在家属安抚工作上
语言成为了很大障碍，由于马来
航空来华志愿者中大多只会使
用英文， 这对于很多 80 后失联
者的父母安抚沟通产生困难，大
多都是由稍懂英语的年轻人跟
马来志愿者沟通后再转述给这
些失联者的父母。 ”

家属诉求方面，目前，马航
方面已召开数次新闻发布会，并

选择每十分钟与家属沟通一
次的方式进行安抚，并
就家属反映较为集
中的赴吉隆坡处
理相关事宜的
诉 求 作 出 回
应。“每名失
联者 可 以
有 2 名直
系亲属第
一 批 乘
机 赴 吉
隆 坡 ，
马航承
担一切
费用。”9
号晚，护
照和签证
等相关事
宜 已 经 在
办理中。 据
曾云姬介绍，
“目前， 慈济也
在协助 MH370 航
班需要前往吉隆坡的
失联家属填写申请表、联
系相关事宜等。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
表示， 当突发灾难发生后心理安
慰十分必要，此时，很多信息处在
一种不确定状态， 让不确定的信
息漫天飞容易对家属造成二次甚
至多次伤害。对于这次马航事件，
台湾慈济的介入很及时， 在国内

像这种能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安
抚服务的团体不多，这正是内地民
间组织需要学习的地方。“说到心
理安抚和慰藉，很多人认为就是经

常陪在一个人身边，这只是很基础
的部分，而更多的是需要有专业性
和实战型的专门组织按照服务对
象的标准提供不同服务。 ”

昆明 3·01 暴力恐怖袭击事
件已经过去 10 天， 各项善后工
作正紧张进行。 政府成立的一对
一跟进专门工作小组，已完成与
伤员及家属的对接，很多市民也
自发参与到灾后的救援工作中。
同时，在针对伤员和家属的心理
干预、情绪抚慰以及后续更细微
的多方面需求上，多家社会组织
尤其是云南当地公益机构，已经
开始行动。

“社工+义工”工作站启动

事件发生后，主要收治伤员
的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迅速启
动了志愿者服务环节，参与其中
的包括来自云南大学社工系、慈
济慈善事业基金会、112355 青少
年热线、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
中心等多方面的社工和志愿者。
云南连心副主任兰树记告诉《公

益时报》记者，志愿者团队目前
由医院党办团委负责，连心的社
工与云南大学社工系的老师共
同为志愿者提供培训和督导，告
诉志愿者们在与服务对象交流
时需要注意的各个环节和方法
技巧。 此外，连心还协助进行志
愿者招募工作，这些天，兰树记
和他的同事都非常忙碌。

3月 4日下午，第一批社工和
志愿者培训结束，“社工+义工”工
作站正式进入工作状态。云南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向荣
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社工团队虽

然仓促上阵，但训练有素。
对于此次事件中社工

如何更深入地发挥作用，
云南连心和云南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
设计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云南
大学社会工作
研究所共同草
拟了一份“社
工介入方案”。
方案认为，社
工应该扮演的
角色包括信息

传达、 陪伴伤者
和家属、协同治疗、

资源对接、 媒体和公
众倡导，并设计了完备

的工作方案和流程。 兰树
记表示，事件之后的恢复过程

是一个长期过程， 如有需要，会

继续投入社工力量。

基金会专项募款

为帮助在暴行中直接或间
接受到伤害的青少年，云南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云南
青基会）从 3 月 2 日起通过公募
平台，接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款物，专项用于在暴行中直接或
间接受到伤害的青少年提供持
续的帮助与心理疏导，为战斗在
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后勤志愿
服务。

云南省青基会的副秘书长
李女士介绍，这个项目主要是用
于伤亡人员及其家人的安抚，包
括他们的子女上学、生活帮助以
及他们的心理疏导。 这个项目会
长期实施，具体持续多久，要看
被救助人员心理恢复的情况来
决定。

同时在该项目上云南省青基
会还会与企业、 民间组织合作，提
供免费的物资和志愿者， 为工作、
战斗在一线的警察、 医护人员、无
偿献血者提供后勤志愿服务。目前
合作的企业已有摩尔农庄和恒大
冰泉。一些草根民间公益组织以及
云南团省委青年志愿者协会也提
供了大批志愿者，为一线的同志们
提供志愿服务。

由于现在大部分伤员还在
医院救治，直接或间接受到伤害
的青少年人数还在统计。 李女士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项目具体
的内容会在事件平息之后开展。
届时云南青基会将通过与学校
和火车站联系， 寻找在 3·01 事
件中受到伤害的家庭，联合社会
上专业的心理学专家，为这些家
庭进行心理疏导并给予生活上
的帮助。

对于在事件中受伤的人员，
该项目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技
术培训。 如一些在事件中致残的
人员，云南青基会会对他们进行
一定的技能恢复训练，让受伤人
员能够独立生活工作。 然而在寻
找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遗漏，李
女士说云南省青基会会抱着能
帮多少帮多少的态度，去寻找这
些家庭。 目前，该项目已收到不
少捐款信息，等款项到账，具体
的数额云南省青基会会在第一
时间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