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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知提出要在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等
重点地点开展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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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委要求加强防疫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
� � 3 月 5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
通知，要求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服务，以支持和帮助湖北省武汉
市等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减轻
疫情所致的群众心理伤害和社
会影响。

与通知同时发布还有 《新冠
肺炎治疗定点医院心理援助与
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工作方案 》
《方舱医院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服务工作方案 》《新冠肺炎防控
集中隔离点心理援助与社会工
作服务工作方案》。

方案鼓励有服务能力的社
会组织参与心理援助与社会工
作服务。

为谁提供服务？

通知明确，要针对三类重点
人群开展服务，具体包括：新冠
肺炎感染者、被隔离人员（密切接
触人员、康复出院人员）、一线工
作人员（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
医护人员、 疾控人员等医务人员
和坚守工作岗位的公安、 交通等
人员和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等）。

通知强调要重点关注儿童、
老人、残障人士、有原发疾病等
特殊需要的人员和因公殉职者
家属、病亡者家属。

在哪开展服务？

通知提出，要在三类重点场
所开展服务。

一是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
院、方舱医院。 通知明确，湖北省
可结合工作实际，依托当地社会
工作行业组织，遵循有关医务社
会工作支援服务原则，开展方舱
医院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

二是集中隔离点。 通知要求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区县应
当建立卫生健康、民政等多部门
协调工作机制，对接精神卫生、社
会工作、志愿服务等服务资源，组
建由精神卫生、 心理健康专业人
员、社会工作者、相关专业志愿者
等组成的服务队， 为在集中隔离
点隔离的人员提供服务。

三是“线上+线下”。 通知要
求，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和民政部门要组
织当地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和社
会工作服务专业队伍，采取“线
上+线下”的方式，对在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疾控人员
等医务人员和坚守工作岗位的
公安、交通等人员和基层社区工
作人员提供心理援助。

提供哪些服务？

具体要提供哪些心理援助
与社会工作服务？

通知提出要对新冠肺炎感
染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危机
干预。 对有精神行为问题的感染
者，及时组织精神科会诊，提供
危机干预和精神科药物治疗。

要为在集中隔离点隔离的

人员提供疫情认知、健康指导和
心理情绪辅导， 评估心理危机，
开展家庭支援、 社会关系修复、
政策咨询及转介等服务。

要做好困难救助、 心理疏
导、哀伤辅导、社会支持网络修
复等社会工作服务，开展针对性
评估和危机干预、转介服务。

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动员引导
广大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对一
线工作人员及家属提供心理疏
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怎样提供服务？

为了保证心理援助与社会
工作服务的专业性，通知要求严
守心理援助伦理规范，做好服务
管理和效果评估。

参与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服务的人员应当在党委和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遵守心
理工作、社会工作服务的伦理规
范、恪守职业道德，承诺严格保
护受助者个人隐私、严格遵守信
息发布规则。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民
政部门要加强对心理援助与社
会工作服务的管理，建立心理援
助工作报告制度，及时组织开展
效果评估。

与通知同时下发的还有《新
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心理援助
与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工作方案》
《方舱医院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服务工作方案》《新冠肺炎防控
集中隔离点心理援助与社会工
作服务工作方案》。

以上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
工作原则、工作措施、组织实施
等方面的要求。

在定点医院，要成立包括对
口支援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
院内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内的心
理援助与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组；
配备常用精神科药品，保障对口
支援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医
务社会工作者必要的防护物资
及工作场地。

定点医院要指定专人统筹
协调院内心理援助与医务社会
工作服务。 医务社会工作者通过

“线上” 心理疏导、 情绪支持和
“线下”社会资源链接、保障支持
等方法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社
会工作服务。 同时可以培训医护
人员协助开展心理服务。

在方舱医院，有管理单位负
责，成立由对口支援的精神卫生
专业人员和医务社会工作者组
成的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
组，将其纳入方舱医院下属业务
部门进行统一管理。

除了培训护理人员协助开
展心理服务之外， 还可以引导患
者开展心理自助。 在方舱内招募
有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和意愿的患
者，作为方舱志愿者，经过培训后
协助医护人员开展心理服务。

在隔离点，由于疫情防控特
殊要求，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
务组（以下简称“心理工作组”）
应当采取“点内+点外”（指隔离
点内和外）、“线上+线下”（指互

联网络服务+面对面服务）相结
合的方式， 开展心理援助和社
会工作服务。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

《新冠肺炎防控集中隔离
点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工
作方案》明确提出，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地区要建立民政、 卫生
健康等部门参与的联络协调工
作机制， 鼓励辖区内有服务能
力的社会组织为被隔离人员，
提供线上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服务。 参与心理援助与社会工
作服务的社会组织， 要确定联
络员，对接好服务资源，保障服
务连续性。

方案还要求组建联合专家
指导组。 由民政部门会同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 依托社会工作、心
理服务行业组织，建立包括民政
工作、 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社
会工作、志愿服务专家在内的集
中隔离点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服务专家指导组，负责线上支持
的技术培训、督导等工作。

在具体的服务方式上，方案
要求组建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
线上服务群。

结合各地被隔离者人数，根
据需要组建由社会工作者、心理

咨询师、隔离点医护人员、精神
卫生专业人员、相关专业志愿者
共同组成工作团队，提供线上心
理支持、情绪疏导、政策咨询、资
源链接、家庭支援等服务。

充分发挥各地心理卫生、社
会工作行业组织的协调和指导
功能，动员有专业资质的社会组
织和从业人员依法、科学、有序
提供服务，扩大服务覆盖面。

在工作流程及人员配置方
面，方案提出，每个“心理援助与
社会工作线上服务群”（以下简称
“线上服务群”） 设立对接各隔离

点的联系人， 由具备专业资质的
社会工作者担任， 联系人与每个
隔离点指定的医疗联系人对接。

医务人员发现被隔离者需
要心理援助和社会关爱时，向线
上服务群联系人推荐，由其接手
服务；对需要精神卫生医疗服务
的人员，转介至当地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

每个线上服务群至少包括
熟悉当地情况的社会组织人员
或志愿者，每 200 名被隔离者建
议配置具备专业资质的社会工
作者或心理咨询师 6~9 人。

广东：捐赠物资力争 3 天内拨付
� � 3 月 3 日，广东省民政厅发
布通知， 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
全面贯彻落实民政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监管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 加强对疫情
防控社会捐赠工作指导， 督促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按照依法、
精准、高效、公开的基本原则，
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

法》等法律法规做好公开募捐、
受益人确定、协议签订、财产管
理使用、信息公开等方面工作，
指导境外捐赠物资受赠人做好
疫情防控物资受赠工作。

除定向捐赠外， 捐赠款物原
则上在本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
一调配下确定受益人， 确保捐赠
款物及时全部用于疫情防控。 捐

赠物资原则上采用捐赠人直接送
达受益人的做法， 力争 3天内拨
付，指导受益人对捐赠物资数量、
质量进行把关， 加快捐赠物资使
用效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畅通
监督渠道，监督慈善组织、红十
字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
接收分配情况， 接受捐赠人和社
会的监督。 （据广东省民政厅）

安徽：八条措施助力养老服务行业
� � 3 月 4 日， 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养
老服务业纾难解困的若干措
施》，明确疫情防控期间养老服
务行业八项扶持措施。

一是落实养老服务中小企
业优惠政策。 二是落实阶段性

减免社保降费政策。 三是适当
减免房屋租金。 对需要缴纳租
金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免
收 6 个月租金。 四是给予水电
气费用补助。 五是提高养老机
构贷款贴息标准。 六是发挥商
业保险作用。 七是加大福利彩
票公益金支持力度。 八是引导

社会力量支持养老服务机构疫
情防控。

在明确八项扶持措施的同
时，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财政
厅计划安排 1300 万元省级补助
资金， 用于支持养老服务行业
疫情防控。

（据民政部网站）

湖南：推动“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体关爱救助全覆盖
湖南高度重视和关爱帮扶疫

情期间“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
体，推进关爱救助全覆盖。 改进
社会救助工作， 按照 2020 年确
定的救助标准，提前一个月或一
次性发放一个季度城市低保、特
困供养、残疾人“两项补贴”、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等
资金，保障“一老一小”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疫情防控期间， 城乡低保下

放或委托乡镇（街道）审批，临时
救助按照“先行救助、后办手续”
原则， 对因疫情造成临时生活困
难的家庭及时进行救助。 加强收
养登记预约服务， 扎实做好接收
抚养、关爱保护等工作。建立求助
热线，及时向社会公布，及时响应
有关线索，做好临时照料、转介服
务、个案跟踪、资源链接等工作，
确保社会救助服务不断档。

下发紧急通知， 指导全省乡

镇社工站、 村居儿童主任加强宣
传和劝导，为 64万余名农村留守
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各级民政部
门主动作为，通过慈善募捐募集资
金 1.99亿元， 接收防控物资 4133
万元， 统一采购口罩 14万个、医
用酒精 2.3万件、消毒液2.9万桶、
抗菌液 6950 件、中药箱包、艾条
6.3 万包，紧急驰援养老院、儿童
福利院、乡镇卫生院等，资助基层
疫情防控工作。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