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400 万名城乡社区工作
者参与疫情防控

据陈越良介绍，疫情发生以
来，近 400 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
奋战在 65 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
防控一线，平均 6 个社区工作者
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
者面对 350 名群众，任务异常繁
重，工作十分辛苦。

“他们担当着社区工作者
的职责和使命， 为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越
良强调。

据陈越良介绍，民政部已于
近日发布了《致全国城乡社区工
作者的一封信》， 感谢他们在疫
情防控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
他们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以
为民、爱民的真挚情怀，再接再
厉打赢社区防控攻坚战。

支持社区工作者要出实招，
为了在技术上支持社区工作者，
减轻他们的负担，民政部有关司
局开发了《社区“三社联动”线上
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
指导各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 志愿者的积极作用，
构建线上抗疫工作支持平台，协
助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

陈越良表示，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和
水平面临一场大考，各地民政部
门应积极引导社区工作者用好
的、有效的社区工作方法，更加
公平、公开、公正的开展工作，比
如现在求助比较多，可以探索建
立求助排序机制。

社区防控必须讲科学

现在一些基层社区工作人
员开始挨家挨户上门进行体温
排查，甚至很多地方让多位居民
使用同一个体温计，大家担心这
种方式会造成交叉感染，也担心
社区工作人员会成为移动的传
染源，有没有更方便、更快捷的
排查方式和工具？ 社区如何做好
社区工作人员的防护？

对此，陈越良强调：“社区防
控必须讲科学。 据我们了解的情
况，各地已经意识到，上门体温
排查，共用笔和体温计可能带来
交叉感染的风险。 现在许多地方
通过打电话， 依托微信群、QQ
群、智慧社区客户端等社区信息
平台，与社区居民沟通体温测量
情况。 一些社区不再使用一张
纸、 一支笔的传统登记方式，而
是通过扫描二维码、微信小程序
等方式进行实时录入汇总，最大
限度避免近距离接触而产生的

交叉感染风险。 ”
陈越良表示，社区防控是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环节，
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重视社
区防控工作，要确保社区疫情防
控一线的供给。 同时，各地也要
加强对社区工作者自我防护知
识的宣传和培训，让社区工作者
最大限度用好现有资源。 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前提下，更好开展防
控工作。

“技术支撑很重要，我在这里
也希望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社区
防控应用开发。 ”陈越良表示。

加快补齐短板

在社区防控中，如何提高精
准性和科学性？ 陈越良表示，目
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社区防控
人手不足、防控物资短缺、防控
条件简陋、防控措施不严、防控
手段滞后等问题，必须加快补齐
短板。 针对上述情况，下一步要
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落实防控责任。 各级党
委政府要督促社区落实疫情防
控责任，落细落实防控方案。 对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的重点地
区，要坚决落实专门人员和值守
责任，人手不足的，可派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到社区帮助工作。

二是强化资源保障。 各地要
为社区配备必要的防疫物资，重
点加大卫生防护资源的保障力
度，面向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
开展疫情防控卫生防护知识培
训， 合理安排社区工作者轮休，
帮助他们提高做好社区防控工
作的意识和能力。

三是完善管理制度。 落实社
区外来人员登记制度，对尚未实
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的其他地
区，要积极推广社区二维码进出
凭证等信息化模式，发挥社区门
禁系统和公共视频监控作用，鼓
励各类互联网企业依托已有平
台或程序开发符合社区防控要
求的功能应用。

四是提高精细化水平。 要加
强对社区公共道路、 公共空间、
公共设施和公用器材、部位的日
常消毒，实现现有资源的防护效
能最大化。 社区党员要发挥带头
作用， 社区志愿者要积极参与，
社区居民要主动配合，用人人参
与的合力弥补人手紧张的短板。

五是坚持依法防控。 严格
依法实施社区防控措施， 加大
对危害社区防控行为的执法力
度， 组织社区开展疫情防控普
法宣传， 引导广大社区居民增
强法治意识， 依法支持和配合
疫情防控工作。

封闭管理要讲究方式方法

为了全面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保障社区居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全国多地实施社区、小
区封闭管理的措施，严格限制居
民进出，对避免人员聚集和交叉
感染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实施封闭管理也要讲究
方式方法，为满足社区居民日常
生活需求。“我要强调的是，建议
采取这些措施的地方在实行小
区、村庄封闭管理的同时，要把
居民的需求考虑得更周到一些，
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既要保
障社区防控到位，又要保障居民
生产生活持续的有序运转，不因
封闭管理而阻断社区浓浓的温
情。 ”陈越良强调。

据陈越良介绍，目前各地主
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规范社区出入管理。 在
严格做好防护和体温测量的情
况下，尽量允许每户家庭派员外
出采购生活物资，以满足正常生
活需要。

二是安排社区工作者代购。针
对特殊群体、困难家庭和居家隔离
人员进行帮扶关怀，帮助购买各类
生活必需品，并送到家门口。

三是组织社区周边货源配
送。 对接一些大型连锁企业和社
区周边超市、便利店等，在社区
内部设立生活物资销售点。

四是设置社区快递、外卖配
送区域。 为方便社区居民线上购
置生活用品， 部分社区设定快
递、外卖配送区域，由快递员将
居民购买的生活用品送至指定
区域， 并由收件人无接触式领
取。 在保障快递外卖正常配送的
同时减少人员聚集。 部分有条件
对快递人员和车辆、物品进行消
毒的社区，履行登记消毒手续后
允许快递人员将快递投入智能
快递箱。

返程人员增多情况下的社
区应对

随着外地陆续复工复产，外
地返程人员会不断增多，这必然
给流入地的城市带来一定的疫
情防控压力。

据陈越良介绍，目前，多数
地方都针对返程高峰制定或更
新了社区防控措施，普遍要求返
程人员在返回居住地后，第一时
间主动到社区登记并测量体温，
认真填写联系方式，出发地和途
经地，交通工具及航班次，近期
是否有重点地区旅行史或与确
诊、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史等等
重点信息。

对于从重点地区返程的人
员要实施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
一些地方还明确对故意隐瞒信
息和拒绝接受体温测量、医学观
察等防控措施的，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返程人员应积极配合社区

工作，严格遵守本社区为应对疫
情所实施的各项措施，听从社区
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发热、咳嗽
等症状必须及时就诊，并第一时
间向社区报告。“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
陈越良强调。

对于湖北以外地区返回的
人员是否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的
问题，各地党委政府已根据本地
区的疫情防控形势作出了具体
的规定，返程人员在到社区登记
时，可向社区组织询问了解。

心理防护方面的三点建议

目前防控一线的社区工作
人员的工作压力很大，心理压力
也很大，应该如何应对？

在发布会上， 来自中科院
心理研究所的陈雪峰表示：“社
区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一
线，他是在帮助我们，是在保护
我们的家园， 所以我们对社区
的工作人员应该要尊重、理解、
支持、配合和关爱。 我们也建议
基层政府要对疫情抗击一线的
社区工作人员的物资保障工作
做好， 避免因为防护不到位导
致被感染等情况。 也要多关注
社区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情
况， 让他能够踏踏实实投入到
前线抗击疫情。 ”

在心理防护方面，陈雪峰提
出了三点具体建议：

一是要理解他人。 如果在工
作中遇到了工作对象很不配合
的时候，先表示理解，大部分人
都是可以配合的，只有极少数人
可能受疫情的影响比较大，情绪
和行为很难控制，容易冲突。 在
这种情况下，先表示理解，这有
助于平复他的情绪，也有助于后
期工作的开展。

二是理解自己。 在应激的情
况下，社区工作者有些人也会感
觉到自己的情绪很不稳定，容易
生气、容易着急，不理解时容易
委屈，甚至遇到自己无能为力的
事情时会非常抑郁，甚至会有负
罪感。 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注意
力、记忆力、睡眠都受到了影响，
这些是在应激状态下的正常反
应， 也要理解自己有这样的反
应，如果很难受，要暂时停下来，
找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做深
呼吸，稍微一点的缓解、调节，也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第二点
是要理解自己。

三是要保护好自己。 如果是
工作压力很大，心理和身体很不
舒服， 或者家里有重要的事情，
要及时和同事和上级沟通，必要
时可以停止工作或者是轮换工
作。 如果说自己调整不好，也可
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寻求专业
的帮助。“我们呼吁地方，如果有
条件的话可以发动专业机构和
行业组织的力量，给有需要的社
区一线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心理
服务。 ”陈雪峰表示。

■ 本报记者 王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2 月 10 日 15 时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西直
门办公区新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加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
有关情况。 图为发布会现场（中国网 董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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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社区防控必须讲科学
“目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社区防控人手不足、防控物资短缺、防控

条件简陋、防控措施不严、防控手段滞后等问题，必须加快补齐短板。 ”
在 2 月 10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民政

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就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有
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他强调：“社区防控必须讲科学。 ”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中国网 董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