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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全国首批“安心小屋”落地武汉
立足社区提供“一站式”心理服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做好疫情之下
的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4
月 20 至 21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心社联动送安心”公益行
动首批“安心小屋”落地武汉市
江岸区和东西湖区。 作为疫情之
下心理援助的服务载体，“安心
小屋” 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通过预警评估、AI 自助、 分级转
介、个案咨询、危机干预、培训督
导等八大服务系统，心理+社工，
线上+线下， 立足社区为各类重
点群体和一般社区居民提供一
站式心理服务。

在湖北省和武汉市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4 月 20 日，“安心小
屋”落地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
道金桥汇社区。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 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

武汉市江岸区民政局、江岸区塔
子湖街道等的相关领导和专家，
金桥汇社区、 逸飞社工服务中
心、社区物业、设备捐赠方北京
朗心致远科技等多方代表出席
启动仪式。 立足社区的社区工作
者、社工、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
组织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将组成
联合服务团队，分级分类开展心
理服务。

4 月 21 日，“安心小屋”落地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花
城社区。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武汉市东西湖区区委组织部、区
民政局、金银湖街道等部门相关
领导和专家，花城社区、予童社
工机构、设备捐赠方山东道图电
子科技公司等各方代表出席启
动仪式。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
书长宋万召介绍，作为立足社区

的心理服务载体，除了专业实用
的心理减压、情绪宣泄、团体活
动等设施设备，“安心小屋”还配
备了 AI 心理自助智能服务系
统，居民可通过小程序与“安心
密友” 机器人进行对话聊天，舒
缓压力，改善心理状态。 同时，组
建“社工+心理健康工作者+一般
志愿者“服务团队，扎根社区、服
务社区。

3 月 3 日， 为积极发挥专业
社工作用，动员各界力量，共筑
安心家园，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发起“心社联动送安心”公益行
动。 目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市的
800 余家社工机构和心理服务机
构报名。 其中，有 523 家通过审
核公示，纳入全国服务体系。

为使行动进一步落地，3 月
19 日，“心社联动送安心”行动工
作队赶赴武汉，通过实地走访调

研，确定了“立足武汉，服务全
国，以‘安心小屋’为载体，为全
国疫情下的心理援助和常态化
社区心理服务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的心理援助策略，助力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西瓜姐姐”感悟医务社工
价值

看到站在孩子病床前穿着
马甲的陌生女孩，祥祥妈妈几大
步跨过去， 本能地护在孩子面
前，“是推销员，还是劝家属参加
募捐的？ ”面对质疑的眼神，女孩
拿出一张特殊的名片， 上面写
着：“我是‘向日葵儿童’派驻在
昆明市儿童医院的肿瘤儿童医
务社工———李孟燃，小朋友们喜
欢叫我‘西瓜姐姐’。 我的主要工
作是帮助小朋友们适应住院环
境、 缓解对医疗处置的恐惧、赶
走坏情绪，为家长们带来儿童肿
瘤科普知识、 链接社会资源、提
供心理支持……”

“医务社工这个职业在现在
不是很普及，被误解是常有的事
啦。 ”李孟燃笑得很坦然。

李孟燃介绍，2019 年， 她硕
士毕业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系医务社工
专业， 同班 30 名同学只有 3 位
留在医务社工的岗位上，而她是
当年留在云南本地的、唯一一位
从事一线服务的专业人才。

“懵懂中选择就读了社工专
业，但大学期间在北京某三甲医
院参加志愿服务的一段经历，让
我看到了社工的价值！ ”李孟燃
本科就读于中华女子学院社工
系，学校非常注重社会实践。 大
学一二年级，她来到这家医院做

志愿服务。 当时，每天焦虑地等
待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儿童家
长以及孩子家长与医务人员间
不时的争执让她印象深刻。 经了
解后李孟燃得知，这里入住的多
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危重症的
孩子。 家长们除了要承担医疗费
用及食宿等费用，更要面对精神
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暴躁的情绪
极易被点燃。 当时医院儿童心外
科接到的投诉每个月有百余件。
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大学生志愿
者在病房内外带着孩子和家长
分别开展小组活动。 病房外的志
愿者带领家长手写“小纸条”，将
对孩子的期许与爱通过纸条传
递到病房；病情稍好的孩子们在
志愿者带领下开展手工活动。 当
孩子们的手工作品通过志愿者
传递到家长手中时，极大程度安
抚了家长焦虑的心。

“一年后，医院科室投诉降
至个位数。 ”这小小的成就感坚
定了李孟燃做医务社工的信心
和决心。

孩子们的“心灵焊接工程师”

相比大多数因没有编制和
岗位而找不到与专业相关工作
的同学，李孟燃称自己很幸运。

去年 6 月硕士毕业时，恰好
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向
日葵儿童”公益项目与昆明市儿
童医院合作，“向日葵儿童”致力
于推动中国儿童肿瘤预防、筛查

和治疗等领域的进步，以期唤起
社会对肿瘤患儿群体的认识、理
解和支持。 研究生阶段一直在昆
明市儿童医院实习的她，被推荐
并选聘到“向日葵儿童”项目组，
成为一名嵌入式医务社工，在昆
明市儿童医院开展服务。

3 岁多的硕硕因为化疗期间
反复呕吐， 出现了进食排斥症
状。 只要吃饭，他就会情绪崩溃。
妈妈因为担心他营养不良而强
行喂饭使他更加“厌食”。 李孟燃
初次见到硕硕时，一天只吃一顿
饭的他手腕只比妈妈的大拇指
粗一点儿。“一顿饭要喂两三个
小时，每次吃饭，撕心裂肺的哭
喊声响彻整个病区。 ”

李孟燃每天来病房陪伴孩子
游戏、 讲故事。 成为孩子的朋友
后，她给硕硕带来一本绘本《肚子
里有个火车站》 讲给他听，“肚子
里住着一只小精灵， 吃下去的东
西就会变成小精灵的玩具……”
在她的引导下，硕硕每次吃饭前，
都会揉揉肚子叫醒里面的小精
灵，“起床啦， 硕硕要给你玩具
啦！ ”硕硕不再将吃饭当做痛苦的
事，几个月后，他的体重增加了。

来自西双版纳的孩子甲刀，
全家误食毒蘑菇， 妈妈去世，爸
爸也因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由
于只会说少数民族语言, 加之环
境陌生， 甲刀几乎不和人交流。
李孟燃关注到甲刀的状况，经常
来和她聊天， 但她都不予回应。
终于有一天，李孟燃手中的拼装
玩具引起了孩子的注意。 李孟燃
观察到了孩子的变化，不动声色
地在孩子面前反复拆装玩具，多
次后，甲刀主动伸手抓起了玩具
零件，李孟燃在那一刻感到开心
极了， 她所学的专业告诉她，自
己被孩子接纳了。

长期住院的孩子， 大都惧怕
穿着白大褂或粉色护士服的医护

人员。 李孟燃和小伙伴们找来棉
签、纱布、压舌板等用品，给孩子
们做“医疗游戏”，让他们适应医
疗环境。 她还买来几件新的白大
褂，带着孩子们在衣服上画画，彩
虹、小鸟、城堡，将“五彩”白大褂
送给医护人员， 当医生护士们穿
上彩衣，孩子们拍着手笑着跳着，
心中的恐惧和排斥逐渐褪去。

志愿者张艳婷和李孟燃共
事一段时间后形容她：“像一个
技艺高超的焊接工程师，关怀备
至地将一颗颗不同的心的小碎
片，一块一块地黏合回去，唤醒
一张一张不同的笑脸。 ”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底，向日葵社工站累计病房探
访肿瘤患儿 2636 人次， 服务个
案家庭 50 个，组织了 46 场志愿
者病房服务活动。

用温暖让医院多点人情味

顾丽琪是李孟燃的师姐，李
孟燃日常接触的是肿瘤儿童，但
她每天面对的是乳腺癌患者。 虽
然是成人，但是服务起来也并不
轻松。

每天早上 8 点，顾丽琪跟着
医生一起查房，在医生与患者交
流时观察患者及家属是否有情
绪问题，从而发现服务对象。 查
房结束后，顾丽琪和伙伴们聚在
一起讨论需要服务的对象，并为
要服务的患者建立档案。 下午，
她走进病房和患者及家属展开
交流， 了解患者的家庭和病情，
找到病人的需求点。

顾丽琪研究生毕业于云大
社工系医务社工方向。 2014 年，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工作系主任、导师高万红申
请到李嘉诚基金会“大爱之行”
项目，带着 4 名研究生，与云南
省肿瘤医院乳腺外一科合作，开

始了乳腺癌患者医务社工的探
索，顾丽琪是该科室第一个专职
医务社工。

很多病人告诉顾丽琪， 化疗
结束回到家里往往更难受： 和周
围的朋友相比， 总觉得自己不完
整； 在外面， 还得忍受异样的眼
光。“生病不是你们的错。”顾丽琪
常常和患者反复说这句话。 为减
轻大家的“病耻感”，她和小伙伴
为病友举办心理讲座、减压小组、
工作坊、观影会，请医护人员及病
友志愿者为患者和家属普及乳腺
疾病知识，开展陪伴活动。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
来源于他们对权威医学知识的
信任以及对健康的期待，医护人
员的尊重、真诚，会减轻患者的
病耻感， 使他们感知到支持，而
不是歧视。 ”顾丽琪说，已经治愈
的患者能给正在治疗的患者提
供希望和心理支持，病友的支持
对于提升乳腺癌患者的生命质
量有积极的作用。

2016 年以来，乳腺外一科与
昆明癌症康复协会合作， 成立了
病友志愿者团队，同时，还成立了
云南“粉红丝带”联盟，并在玉溪、
楚雄、 曲靖、 保山等地设立了站
点，建立了微信群，不定期组织活
动。 在活动中，康复多年甚至 10
多年的病友，会从饮食、锻炼、休
息等方面与姐妹们交流经验，鼓
励她们迎接新生活。 经过 6 年的
探索，乳腺外一科形成医护人员、
社工、志愿者队伍、高校教师、癌
症康复协会等多方协同合作的服
务模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顾丽琪记得，自己服务过的
一位患者这样说，“医院患者量
大，医务人员比较忙，医务社工
的存在让医院多了一些人情
味。 ”话语虽平淡，但是每当想
起，顾丽琪就觉得自己又充满了
能量。 （据《云南日报》）

医务社工：不一样的“白衣天使”

心理专家吕亚妮讲解心理工具的用途与使用方法

他们是医师的助手，护士的伙伴；他们是患者与家属的朋友，家
庭的陪伴者……他们是众多社会职业的一种———医务社会工作者
（简称“医务社工”）。 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环境中，他们的存在让患
者暗淡的生活中多了一丝色彩，让无聊的住院时间变得有趣，让生命
在无法挽救时少一分遗憾和内疚。 他们，是驻守医院的医务社工，被
病人称为不一样的“白衣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