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6 月 2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防控组组长周宇辉，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院长陆林等一行赴武汉市
塔子湖街道金桥汇社区“安心小
屋”调研，就疫后心理援助相关
工作进行督导。

金桥汇社区“安心小屋”由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援建，
立足社区，探索以“社区、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
织、社区公益慈善力量和心理服
务专业力量”等“五社一心”多方
联动的模式开展疫后心理援助
与常态化社会心理服务。

督导组首先参观“安心小
屋”并在督导会议中听取“安心

小屋” 心理援助工作开展情况
汇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针对社会组
织如何正确联动社区以及志愿
者共同做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

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防控组组长周宇辉在督导中强
调，“安心小屋”从另一个角度让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心理援助工
作模式，新冠康复者及新冠病亡
者家属是当下需要重点关注的
群体，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疫后常
态化社会心理援助工作。 要发挥
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形成专业
力量、社会力量、志愿服务相结

合，优势互补、分层分级的服务
体系；要建立常态长效服务工作
机制， 推进全周期健康服务，为
疫后社会心理服务持久战做好
准备； 要用心用情关爱治愈患
者，着力消除歧视偏见，帮助他
们尽快走出疫情阴影， 回归社
会、回归正常生活。

中社联派驻武汉第二批工
作队国曼曼介绍：“现阶段安心
小屋仍然是线上工作为主，线下
工作为辅。 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
以示范服务、制度完善和模式探
索为主，接下来项目将更关注赋
能和培育当地力量，通过各种方
式为当地社区、 社会工作者、社
区社会组织等赋能，促进理清各
方联动机制，培育一支不走的社
区心理服务力量，实现常态化社
区心理服务。 ”

4 月 20 日，首批“安心小屋”
落地武汉市江岸区和东西湖区。
自落地以来，“安心小屋”创新服
务形式，以“社区安心云课堂”、1
分钟心理微课、AI 心理智能对话
与测评、 团体静观减压训练等，
逐步完善科普宣传、 文化活动、
个案辅导、分级转介、智能自助
等八大服务系统，为一般社区居
民、受到疫情影响的重点人群和
社区工作者等一线助人者群体
等开展分类、分级的有序心理援
助服务。 全国第二批 30 个“安心
小屋” 也将陆续落地各个省市，
立足社区，为各类群体提供一站
式社会心理服务。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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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
调研督导“安心小屋”

� 问 ：在全国两会上 ，建立健
全应急体系成为代表委员的热
议焦点，刚才你也介绍到疫情防
控中志愿者作出了突出贡献，今
后如何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应
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答： 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
志愿服务在协助党委政府应对
突发事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上
能够发挥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我
们将认真总结这次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抓紧推进应急志愿服务体系建
设。 这项工作已经成为当务之
急。 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别、
级别，可考虑探索建立中央、省、
市、县几个层级的应急志愿服务
指挥协调机制， 强化统一指挥、
统筹协调，加强沟通协调、信息
共享，不断提升应急状态下志愿
服务工作的组织动员力。 针对各
类突发重大灾害、 公共卫生事
件，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完善规
范化流程，明确力量调用、现场
指挥、 物资保障等方面的要求，
提高志愿服务快速反应能力，确
保服务过程科学安全有序。 积极
培育应急志愿服务专业组织和
团队，建立医疗、消防、救援、科
技、心理疏导等各类专业志愿者

队伍，做好登记管理，加强培训
演练，完善调用机制，当发生重
大突发事件时， 做到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在各地广泛开展，请问志愿服
务如何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

答：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作出
的重大决策， 是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重大举措。 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出，文明实践中心的主体力量
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
服务。 志愿服务工作要把助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为重
要任务， 围绕学习科学理论、宣
讲党的政策、 培育主流价值、活
跃文化生活、深入移风易俗来开
展，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切实解
决实际问题。 在这次疫情防控
中，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
挥了积极作用，广大城乡社区蕴
藏并表现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的强烈诉求和巨大潜能，志愿服
务如火如荼， 倡导文明理念、培
植文明生活日益成为全社会共

同追求，精神文明建设呈现逆风
上扬的良好态势。 要以此为契
机，乘势而上，深入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把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向一个
新高度。 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
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整合下沉资
源力量，建立与文明实践试点地
区对口联系、 定向帮扶机制，扎
根基层、服务群众，为提升城乡
文明程度作出应有贡献。

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请问
如何理解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答：志愿服务是人民群众自
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实践形式，也是群众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弥
补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的不足
与缺位，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
难。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日益多
元多样多变，社会公共事务日益
繁多， 社会治理任务更加繁重，
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更加
强烈。 特别是随着我国新型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社区已经成为人
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居民对社会
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对社区管

理和基层治理工作也提出了许
多新要求新期待。 通过开展志愿
服务， 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能
够有效激发社区居民的主体意
识和责任意识，调动他们自主管
理自身事务、协同参与公共事务
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居民真正感
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让社区既
成为“生活共同体”也成为“治理
共同体”。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
志愿服务参与到管理公共事务、
丰富社会服务等日常工作中，以
共建推动共治， 以共治促进共
享，取得良好效果。 今后，我们还
要继续发挥志愿服务在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实
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问：现在社会上对给志愿者发
放补贴有不同认识，还有人把疫情
防控期间的有偿劳务称为志愿服
务，请问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 我国《志愿服务条例》明
确规定，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
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
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
务。 公益性是志愿服务的根本属
性，自愿、无偿是志愿服务的基本
特征， 亲身实践是志愿服务的特

定要求。 如果一个人参与的是营
利性活动， 或者是领取劳务报酬
的服务，就不是志愿服务。志愿者
参加志愿服务没有劳动报酬，但
根据服务岗位和实际需要， 可以
获得适当的交通、误餐等补贴，这
些补贴并不是志愿者的报酬，而
是对志愿者因参与志愿服务而产
生额外支出的补贴。 这次疫情防
控中， 有个别单位将招聘的工作
人员称为志愿者， 有的市场营销
人员也自称志愿者， 这是对志愿
者概念的误解误用， 违背了志愿
服务的性质。 希望社会各界准确
把握志愿服务的属性和要求，正
确对待志愿服务， 依法开展志愿
服务，共同营造尊重、支持、关爱
志愿者的社会氛围。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爱心无
价、奉献无价，志愿服务的价值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同时，不能
因为志愿者是自愿奉献，就把志
愿者当成廉价或免费的劳动力。
我们提倡对志愿者以精神激励
为主， 鼓励记录志愿服务时长，
以此为依据给予褒奖回馈，表达
对志愿者付出的认可和尊重，弘
扬志愿精神， 彰显价值导向，引
导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
志愿服务。 （据新华社）

（上接 03 版）

1 月 27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发动全国优秀社工以志愿
者身份，通过线上方式“心理+社
工+医生”参与武汉等地抗疫。

2 月 9 日， 根据武汉线上抗
疫经验，在民政部有关司局指导
下 ，总结编写 《社区 “三社联动 ”
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 指导
各地线上抗疫工作。

3 月 3 日， 为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的系列指示精神 ， 减轻疫情所
致的心理伤害和社会影响 ，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起 “心社
联动送安心 ” 行动 ，“心理+社
工 ”，做好心理援助和社会工作
服务，共筑安心家园。 截至 3 月

19 日，在首期招募中 ，全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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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 ，《社区 “三社联
动” 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修
订后，发布第二版。

3 月 19 日 ，“心社联动送安
心 ” 首批工作队赶赴武汉开展
服务 。

4 月 20 日 ，首批援建的 “安
心小屋”落地武汉社区，立足社区
的各类心理服务初步开展起来。

6 月 2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联络组赴塔子湖街道“安心
小屋”调研督导。参观“安心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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