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社工陈婷未曾想到，自己在
防疫期间的临危受命，最终帮助
51 名已治愈的高龄新冠肺炎感
染者安了“家”。

高龄新冠肺炎感染者是疫
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少治愈
出院的高龄人群开启执行隔离
计划后，心态不稳、情绪波动、诉
求多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确保老人
安心、安稳、安家，保证其自身防
护安全，这给社会服务工作带来
了挑战。 为这类老人安排贴身护
理就成了服务的标配。

贴身护理带来了老人们的
肯定，老人们都亲切地称呼陈婷
为“婷姐社工”。 陈婷说：“疫情持
久战中，任何一种付出都是对战
胜疫情的最大贡献。 ”

“社工一姐”临危受命

陈婷是武汉市武昌区社会
工作联合会中级社会工作师、武
昌区孵化基地党支部书记。 防疫
初期，她的任务是协助社区做好
入户登记、 小区防疫等工作，但
一通电话改变了她的工作计划。

按照新冠肺炎病例诊疗要
求， 治愈出院人员仍需隔离 14
天，以观察治愈效果，而对高龄
治愈者的出院隔离尤为审慎。

3 月初， 武昌区开始建立康
复驿站，专门用于接收高龄新冠
肺炎治愈者。 刚成立的驿站人手
紧缺，武昌区民政局给陈婷打电
话，希望她用社工专业知识来支
持康复驿站的工作。 没有片刻犹
豫的陈婷， 简单收拾生活物资
后，很快到岗。

面对初期物资缺乏、护理人
员能力不足、老人们心态不稳等
诸多困难， 陈婷硬是挑起了大
梁。 一方面，她通过各种途径筹
措防护物资，不间断向家属和医
院了解老人基本情况， 登记造册
便于护理人员掌握情况， 精准服
务;另一方面，四处联系药店和驻
点医生，多方采购基础病药品。同
时， 她还建言为新入职护理人员
开展防护知识培训， 较好地安定
了入驻老人和护理人员的心态。

截至 3 月底，该驿站已收治
51 名老人，平均年龄 87 岁，并都
伴随有基础病且失能或半失能。

陈婷说：“自己是党员，武汉
正处于危难之中，每个人都是战
士，抗击疫情多一份力，人们就
能早一天恢复正常。 ”

首日装备“极简”
有护理员离开

3 月 7 日是康复驿站运营的
第一天，陈婷前往支援，并临时
征招 4 名护理员到岗。

康复驿站是由宾馆临时改
造而成， 运行初期防疫物资紧
缺。 工作第一天，陈婷和护理员
仅有一次性口罩、 超薄防护服、
护目镜等极简装备，要对老人进
行贴身护理，被感染的风险可想
而知。

征招而来的 4 名护理员感
到有些害怕，其中一名护理员当
天在办理完工作交接后，便匆匆
离开了驿站。

“我能理解她。 ”陈婷说，“这
个工作需要贴身护理，要说一点
不怕那是假话。 但没办法，这个
工作还是要有人做。 ”

陈婷表示，时间紧、任务重，
治愈老人会一批批逐渐入驻康
复驿站， 护理员的时间很紧，任
务也很重。

虽然离武汉市医疗物资最
紧缺的时期已经过去多日，但临
时组建的康复驿站却还有很多
防护物资需要补缺，相关部门的
防疫物资匹配也需要时日。

保证自己和队友的安全就成
了陈婷心中最大目标， 一个自我
防护计划也由此展开。 陈婷与其
他护理员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参
与防疫的机构募集防护物资。

“开始的募集目标有些零
散，各个渠道都试一试，但也正
是这种行动让我们有所收获。 ”
陈婷说。

积极的态度换来安全防护
指数大增。

3 月 8 日、9 日， 物资募集到
位。 口罩、防护服、眼罩等基本配
备标准化后，护理员纷纷放下了
悬着的心，再也没有一个护理员
离开。 至今已有 16 名护理员进
入康复驿站工作。

用专业支撑服务

社会工作是秉持利他主义
价值观， 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
用科学的专业方法，帮助有需要
的困难群体，解决其生活困境问
题，协助个人及其社会环境更好
地相互适应的职业活动。

专业性是社会工作有别于
其他社会服务的专属特点。

2019年 7月， 民政部第三季

度新闻发布会发布，截至目前，中
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达
到 120余万人， 其中 43.9万人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曾获“武汉市 2016 年度最美
社工”荣誉的陈婷，其专业性也
体现在她工作的一点一滴中。

驿站运营首日，刚刚治愈出
院的 90 多岁的王奶奶成为这里
的第一批住客之一。 由于长期在
医院诊疗， 不能与亲属相见，王
奶奶情绪不佳，治愈出院时已好

几日未进食， 被送到康复驿站
后，仍不想进食。 看着王奶奶身
体每况愈下，陈婷及时安排医生
为其检查，发现其血氧饱和度一
直下降，必须送院。 很快，王奶奶
被安排再次入院。

康复驿站中， 个别老人长期
隔离，心中苦闷不能排解，会产生
轻生念头。陈婷发现后，积极联系
心理专家求教，为老人贴身服务，
梳头、喂药、唠家常，逐步缓解老
人情绪，打消其轻生念头。

一些老人由于在医院经历
了长期诊疗， 长时间未能回家，
一度有些抗拒进入康复驿站。 其
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陈婷感
到无奈。

有老人问：“医院、驿站，两头
跑，就是不回家。会不会拐走我？”

“有钱吗？ 能劳动吗？ 都没
有，干嘛拐走爹爹？哈哈!”陈婷打
趣地答道。 随后，陈婷帮助这位

“爹爹”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
儿女通话，让老人打消疑虑。

陈婷表示， 老人们的担忧、
疑虑、诉求她都能理解，老人更
多需要的是陪伴，这也是对待老
人最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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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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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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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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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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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社区防控事
务，分发物资、链接资源、组织志愿
者等， 有的还冒风险进入方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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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婷觉得，社会工作者与护
理员角色有些不一样，社会工作
者更多关注的是老人心理和情
绪变化，包括解决护理员在护理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需要社会
工作者用专业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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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姐社工”临危受命为 51
名新冠治愈高龄老人安了“家”，
其真心付出，得到老人们普遍赞
誉。 一位隔离期近满的老人打趣
地和陈婷说：“婷姐社工，我们希
望在这里还能住得久一点！ ”

陈婷：为高龄新冠肺炎治愈者安“家”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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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和老人交流，以缓解老人的焦虑

陈婷帮助老人吃东西

入住康复驿站的老人受到贴身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