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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政局机关党委书记、成都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江维：抗疫大考当前，成都社会组织如何“答卷”?

技术手段治标
人心相通为本

《公益时报 》：这些年来 ，四
川先后经历过 “非典 ”和地震的
大考，在整体应急和灾害救援这
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或积累。 在
这次抗疫过程中，这些经验或积
累是不是能有一些相关的借鉴
和参照？

江维：“非典”是在 2003 年，
当时成都的疫情不算特别重。 这
次疫情发生后，成都的社区反应
很快，快到上级的相关文件还没
有下发，一些经历过“非典”、有
经验的社区书记就已经迅速做
出了反应。

比如我们玉东社区的杨金
惠书记，她已经做了十七八年的
社区书记了，经历过“非典”，也
经历过地震。 这次她就把 17 年
前抗击“非典”的那个社区防疫
流程拿出来，结合现实情况进行
完善，很快地发给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以最快的速度动员居民行
动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成都这
些年搞社区营造，搞社区发展治
理，各种培训和交流也留下了很
多的学习群，全市的社区书记主
任们在各式各样的学习培训交
流群里一直保持互动。 疫情发生
后， 大家就很快在这些群里沟
通，有经验的社区会主动向没经
验的社区传授心得，没经验的社
区也会积极向有经验的社区借
鉴学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
行对照和调整，比如人员如何分
工、流程如何优化等，工作很快
就理顺了。

当然，政府的要求很快也传
达下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基
层实际上已经做好了相应准备，
工作全部就绪，只需结合上级要
求， 这项工作就平稳推进起来，
没有等，也没有拖。 这是这次疫
情发生后我们的很多社区表现
出的一个共同特点。 我觉得这还
是挺让人欣慰的———这是成都
社区应变能力的综合体现。

《公益时报》：这其中，哪些工
作具有相近性，哪些属于新问题？

江维 ： 新的情况也确实是
有。 昨天我们还跟村上的干部开
玩笑，疫情应急是不是比地震应
急容易应对一点？ 他们说完全不
是， 因为地震的时候谁受了伤、
该去救谁，很清楚；哪个房子是
危房不能进，要主动避险……工
作目标和边界都很清晰。 但这次

疫情完全不一样， 谁有问题、谁
没有问题、 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特别清晰的
判断。 工作情境和工作方式都完
全不同。

但是， 有一点是相通的，就
是把居民组织起来，成为有凝聚
力的应急工作网络。 应该说，相
对而言，我们很多的社区和村庄
都有较强的应对突发灾难的经
验，而这些经验在遇到新的场景
的时候，我认为是能够比较自发
自然地转化成新的应对紧急状
况的能力的。 我觉得成都让人非
常骄傲的一点，就是这样———没
有很紧张，但也并不散漫，一切
井然有序。

《公益时报》： 随着疫情发
展，防控疫情的技术手段也愈加
多元。 你认为使这些技术手段真
正有效的核心推动力是什么？

江维：仅仅凭防疫的技术手
段本身其实是不那么管用的。 要
使得防疫的这些技术手段真正
有效，靠平时工作中社区、社会
组织与居民之间建立的深度信
任关系。 社会组织的功夫真的是
在平时，平时有信任、有邻里之
间的爱与关怀，遇到事情的时候
它就管用。

平常我们看到很多的社区自
组织，很多的志愿者，经常聚在一
起唱歌、跳舞、写字、画画，或者共
同探讨解决社区一些公共服务的
问题， 这些通过经年累月润物无
声般的情感积蓄和信任叠加，将
社区工作者和广大居民联结成为
一个个柔性的共同体。 而这样的
共同体在应对突发灾难的时候格
外坚韧， 就相当于社区是一个有
免疫力的有机体， 在遇到病毒时
会自动触发保护自身的免疫力。
我是这样认为的。

宜鼓励支持社区组织

《公益时报》：结合全国疫情
发展态势，当下阶段成都市社会
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重点
有哪些？

江维：成都社会组织参与疫
情防控的重点在社区。 因为疫情
在社区，居民在社区，村民在社
区。 我们启动“三社联动”机制来
进行社区抗疫。 成都市社工协会
第一时间就发出了《致全市社会
工作者的一封信》， 倡导全市社
工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发
挥自己的优势尽快投入到疫情
防控当中。

《公益时报》：除了文件信息

的传达，在具体工作层面你们做
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江维： 很多社会组织第一时
间就是想办法筹集抗疫物资，第
一应急反应就是这样。 后来大家
发现，找物资我们其实并不内行。
接下来我们就冷静地思考： 这个
时候社会组织到底该做什么？ 那
就是要做跟我们专业相关并且是
自己擅长的事情， 比如发挥好作
为枢纽性平台的倡导作用， 投入
编写工作指引等具体事宜。

成都社工协会和成都社区
营造耕心志愿小组参与了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与武汉一线社
工机构一起合作的《“立足社区
三社联动：在线抗疫模式”工作
导引》的编写，该模式通过线上
微信群，由社工协调统筹，链接
全国范围的心理专家和医生等
志愿者，组建线上联合服务小组
为社区居民、 居家隔离/留观人
员及家属、疑似患者、确诊患者
和严重焦虑者开展相应的支持
和服务，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在线
共同抗击疫情。

《公益时报》：结合你的经验
和观察，接下来我们可能将面对
哪些现实问题？

江维 ：首先，我觉得目前抗
疫物资的短缺不是短时间就可
以缓解的。 虽然很多人认为我们
恢复生产之后就会很快得到解
决，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基数太大
了，就是全面开工，火力全开，恐
怕也做不到完全解决，可能还会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物资短缺。
当然我们也观察到，各地有很多
以前并不生产口罩之类防护用
品的企业已经转产生产口罩防
护服了， 有的已经复工生产了，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缓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除了医务人
员的辛苦，其实社区干部连续作战
也非常辛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
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武汉抗疫一
线的很多医生连续奋战 14 天，全
国医务力量驰援武汉后，14 天以
后就可以换一拨人上。 目前，社区

很多人也在带病坚持上岗，体力不
支，可没有人能换上去轮岗，而且
急需心理支持的介入。

第三，大疫之下特困人群的
社会资源特别薄弱和匮乏，比如
无人照护的残疾人、高龄独居的
老人，还有留守儿童、事实孤儿
等， 他们的社会资本相对薄弱，
抗风险的能力更弱。 这时候，社
区必须建立起对每一个需要照
护的特困人员的临时监护机制。
这些重点对象的每一个人都要
找得到对应支持的志愿者，这个
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而不能靠
日常的走访看望机制，那在平时
有用，在封闭小区、封闭村庄管
理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空档断档，
这种时候一定得有相对完善的
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明确自身定位
发挥专业特质

《公益时报》：请推荐几个你
觉得在抗疫期间工作模式和成
果比较突出的案例。

江维 ：据我观察，专业社会
组织在成都参与抗疫的模式其
实有三种：

第一种是“无缝融入式”。 像
我们成都的“爱有戏”，他们并非
单纯为社区去做弱势人群的给
予式照顾服务，而是在社区做支
持性社区营造。 这样的组织和社
区平常的工作就非常匹配。 疫情
发生后，这种社会组织很自然就
表现出跟社区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的情感，且及时融入式地支
持到社区。 社区需要上门排查、
宣传或者资源链接，我们的“爱
有戏”“新空间”“同行社工”等机
构都是安排上百个社工对应锁
定若干个社区，然后全面开展协
作服务。 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
就是人海战术。

第二种模式我称为“专项联动
模式”。在我们成都有一个叫“新济
源”的社工机构，机构一共就三四
十个人，拼人手肯定不是强项。 但

是他们机构长于社区社会工作，他
们就帮着社区梳理出一种突发公
共事件干预的专项工作模式，即打
破原来社区按部门条线分工的工
作模式，把这次防疫工作作为一个
整体专项， 采取专项工作模式，整
合可动员的所有资源力量予以有
的放矢地分工，从而形成体系化的
分工应对。 如此一来，既能缓解社
区人手不足的情况，也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工作效率。

还有一种就是专业性的行业
支持。 比如成都的“同行社工”就
是致力于行业支持， 对一线的社
会工作者在实务需求方面进行专
业支持。 他们开发了 9 种专业工
具， 例如社会工作者参与新冠病
毒肺炎防控的要则、 疫情服务手
册、公共卫生社工服务内容、公共
卫生社工服务工具包、 公共疫情
防控心理疏导、救助指南等，不仅
详尽全面，实用性也很强。

《公益时报》：据了解，目前成
都的社区营造和社会组织体系化
建设已经相对成熟。 但如果你现
在面对的是一些这方面工作基础
相对比较薄弱、 团队人手又严重
不足的社会组织， 它们同样担负
着抗疫任务， 对此你有没有一些
实践性、操作性强的建议？

江维： 我觉得这种时候，社
会组织对自身的定位要非常清
醒才行，要充分认识到，在这次
疫情当中， 政府一定是统筹者、
是指挥者、是主力军，社会组织
一定是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
起灵活的补充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 虽然我们人
少，但毕竟是专业的。我们作为社
会组织， 最大的专业性就是发挥
组织社会的作用，链接各方资源，
把居民组织起来承担社会责任、
社区责任，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邻里相助、共护家园，从而最
大限度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
疫情。 总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
社会组织有了清晰的定位才会产
生明晰的工作方向和目标， 形成
一个健康良性的循环。

2020 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暴发，四川虽然并未成为
疫情重灾区，但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抗疫任务。 成都作为省会城市，面临
的压力同样不小。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下沉至社区，人们开始关注，成都
已持续推行近四年的社区营造在此次抗疫大考中表现如何？ 当地社会
组织在充满挑战的诸多考题面前，是否能够交出一张合格的答卷？

■ 本报记者 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