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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疫中的社区专业力量

抗“疫”中的社区责任

如果不是经历此次疫情，付
婷婷不会觉得自己如此“抢手”
———联系居民与政府两端，双向
传递政策和呼声。

2 月 10 日，武汉市社区开始
封闭管理，作为武汉市武昌区武
南村社区党委书记的付婷婷变
成了“分诊员”、“心理师”和“大
表姐”，小区人员往来情况摸排、
居民健康上门监测、公共场所清
洁消毒、 挨家挨户防疫知识宣
传、病人分类和运转、居民基本
生活保障、居民个性需求回应等
均由付婷婷负责。

小区封闭管理是加强源头管
控、阻断疫情扩散的必要举措，但
也让社区的防控压力剧增。

小区封闭后，为配合疫情防
治， 社区居民均被要求足不出
户，将接触性感染的可能降至最
低。 但由于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
惯， 时间一长有居民就忍不住，
想着下楼或出社区转转。 同时，
整个社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供给
也需由社区统一协调解决。

黄彬就是凯旋名邸的居民，
他说，社区封闭后，买菜、买药成
为大问题，只能等待配送，这给
生活带来不便。 而黄彬的困难也
是整个社区的共同需求。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发现、培育社区居民中的
积极分子，用榜样示范带动更多
居民共同防疫，这考验着社区工
作者的智慧。

付婷婷说，为让共同抗疫更
为有效，她从社区内部开始遴选
楼栋长、片长，充分发掘社区退
休老党员、老干部等热心居民的
带头作用，利用微信群、QQ 群等
线上渠道将分散的社区居民组
建起来。

很快，社区居民建立起微信
买菜群，由楼栋长负责收集本楼
栋的居民买菜信息，汇总交至社
区物业统一向市内超市订购，由
超市配送至小区。 黄彬每天都会
在群里发送买菜信息， 比如茼
蒿、土豆、鲫鱼分别需要多少，这
些信息均会被楼栋管理员采集
并报送。

过程中，付婷婷有时也会有
些无奈，有时自己或团队行动慢
了， 会造成社区居民的不理解，
她坦言道：“一名社区工作者有
时要服务上百人，社区工作者最
大的挑战是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和居民的理解。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表示， 从当前情况
看，疫情防控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不应松懈。 疫情让很多中国人的
心态和生活行为发生着改变，其
中逐渐显露出的社会问题， 亟待
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解决。

社会工作者以专业抗“疫”

陈兰兰是武汉市逸飞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从武汉市
发生疫情后，她就一直和团队奋
战在防控一线，用一名社会工作
者的专业助力抗疫。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后，不
少市民表现紧张， 有一部分人选
择在“封城” 前最后一天离开武

汉。随着“封城”时间的持续，城中
社区居民的生活行为被迫改变，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焦躁和不安。

此时，陈兰兰决定运用互联
网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武汉市
内街道、社区居民。

她带领社工团队形成线上、
线下交叉服务。 线上，她利用网
络逐步建立起 16 个微信群为居
家市民提供远程医务指导、情绪
疏导、心理支持、团菜生活等服
务，并开通线上直播课程，教琴、
亲子互动等让居民们减压。

线下，除了疫情防控，社工
们还帮助不会上网的社区老人、
医务人员家属团购菜品、运送生
活物资， 为长期患者集中购药，
甚至有的社工还扮演起“临时妈
妈”， 照顾社区中被集中隔离人
员的孩子。

陈兰兰说，这些都是社工日
常的事务性工作，真正体现社工
专业性的，还是在资源的链接以
及对个案的服务上。

“当时的政策就是希望居家
隔离，但对居家隔离政策响应基
础又是不够的。 居民们的医疗知
识较为欠缺，比如此时只要有些
咳嗽，就会怀疑着自己是不是感
染了。 这种情况下，越让居民在
家隔离，居民越反感，隔离效果
反倒不好。 ”陈兰兰说。

为此，陈兰兰开始在原先建
立的大群中拉入医务工作者、心
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三类人
群。 有两个群很快就满员，需求
极为迫切。 此后，陈兰兰又再建
立小群， 进行事主的个案对接，

将个案信息安排至专业的社会
工作者进行专门解决。

“时间紧迫，事件紧迫。 如果
按照以往，按部就班地进行需求
调研、信息收集、个案实施，根本
来不及，这也是对社会工作者专
业性的考验。 ”陈兰兰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
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表
示， 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帮助人、
关注人、 增强人的社会支持系
统， 促进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
社会工作的专业特长是在“助人
自助”理念下，运用专业方法，对
困境人群实施针对性帮助、个别
化服务、人性化关怀，以及强化
社会支持网络。 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的持续及其社会影响的显现，
社会工作的作用将会得到进一
步重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需
要得到进一步发挥。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
大社会危机事件中， 关键点是
人，尤其是受不测事件影响的人
群———他们的身体、心理、家庭
生活， 除了纯粹物质方面的问
题，最普遍、最难处理的是社会
性影响。 ”王思斌说。

社会力量抗“疫”进行时

城乡社区是疫情联防的重
要关键，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的最有效管控单元。 广大城乡
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 日夜值
守、英勇奋战，为抗击疫情作出
重要贡献。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
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
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
者开展心理疏导、 情绪支持、保
障支持等服务。

3月 3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全
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
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通知》，并就
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
工作者提出八方面措施。

3 月 9 日， 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
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司司长陈越良介绍， 截至 3 月 8
日， 全国已有 53 位城乡社区工
作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因公殉
职，其中党员占 92.5%。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是地
方社会工作的行业组织和服务
机构联盟。

疫情期间，该会旗下的专业
委员会积极发挥作用，号召地方
行业组织协同行动，开展心理咨
询服务等工作。 此外，一些地方
性社会组织在社区里也发挥着
积极作用。 由于湖北是疫情最严
重的省份， 不少一线的社工组
织、社工院校也持续参与其中。

2月 9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在民政部有关司局指导下，编
写发布《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
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以下
简称《工作导引》）并开展系列行
动， 发起“立足社区 抗击疫情：
‘心社联动’送安心公益行动”。

该行动联合 1000 家优秀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和
心理服务机构，搭建一个“社工+
心理”联合服务平台，提供心理
疏导、情绪支持、危机干预、个案
辅导、居家保障等服务。

3 月 12 日，民政部基层政权
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社会组织管理
局联合指导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在此前基础上，总结地方实践
经验做法，修订完善形成了第二
版《工作导引》，支持广大社工、
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
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充分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三社联动” 机制在社区防控中
的协同作用，

构筑社区治理的长期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危
机呈现综合性态势， 在没有得到
有效遏制前，一些“非常规管制手
段”是必要的。当态势相对平稳或
者进入后期时， 其负面社会性后
果就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必须
用社会性方法手段加以解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
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表
示， 重大社会危机事件发生初
期，最重要的是控制危机事件的
发展和危机事件所引发的社会
无序局面，一些细致深入、次生
灾害的处理工作也不会大规模
展开。 但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小
范围专业服务的经验或依据间
接经验，向决策者提出改进工作
和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面对重大社会危机事件，直
接针对问题事件的专门技术（如
医疗、救灾等方面的技术）是关
键和重要的。 另一个方面，社会
危机事件的社会特征表明，社会
性方法和技术也是重要的，社会
工作就是应对社会危机事件的
重要的社会技术之一。 这就是
说，社会工作必然会在应对社会
危机事件和问题的妥善处理中
发挥作用和专业优势。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已有上万所，一些机构本身就
扎根社区承接项目，人员均参与
社区防控事务，分发物资、链接
资源、组织志愿者等，有的还冒
着风险进入武汉市方舱医院为
患者服务。 这次疫情的中国经验
中， 社区防控发挥了很大作用，
“社区防住了，疫情就防住了”。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执行院长史柏年表示， 第一，
社会工作的行业性组织起到了
搭建平台的作用；第二，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直接服务社区链接
资源；第三，社会工作者参与心
理咨询、辅导，成为专业特色；第
四，疫情下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及其人员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在
做好自我保护的同时，还要参加
疫情防控，发挥作用非常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表示：“针对疫情，
如果前期集中在救治， 后期就应
集中在心理救援，需要对儿童、老
人、公务员、警察等群体进行针对
化关怀，适度舒缓其压力。从社会
发展来看，专业化社会工作体系、
社会服务体系、 社会支撑平台是
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一个专业化
的社会服务时代已经来临。 ”

“闭关”40 日

“天气转暖，阳光打在脸上，但暂时还不能出去，不知要待到何时。 ”家住武汉市武昌区凯旋名邸社区
的居民黄彬无奈地说。

从 2 月 10 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 12 号通告， 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
闭管理以来，黄彬所居住的小区已经封闭近 40 天。 这期间的生活、工作、学习均只能在家里完成，除了按
照政府指令，每个家庭可有一名成员出户领菜外，其余时间均在家度过。

为保证“闭关”顺利进行，武汉每个社区都有一群社区工作者全力付出的身影，带着专业和信念，奔
走在抗疫一线与全市人民共克时艰。

居民是社区的“细胞”，在疫情面前，如何让每个“细胞”都充满活力并发挥作用，这考验着社区工作
者的智慧。

社工为独居老人配送“爱心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