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9日，黄冈市静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黄州区赤壁街道建新社区开展“心灵相约 健
康同行”减压小组活动，帮助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渡过困难期，恢复社会功能，重建社区环境

8 月 26 日，武汉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青馨居社区开展了以“阿里公益·五社
一心·爱满江城———疫路有你·青心相伴”为主题的社区工作者减压活动。

“‘我已经恢复了，不会传染人……’家住武汉市武昌区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C 先生 ,逢人就说。
治愈后的一天，他下楼去取快递，遇见了邻居大姐，大姐责怪他不该楼上楼下跑，‘万一复阳传染给
居民呢。 ’两人发生争吵。 自此，C 先生就落下了心病，认为周围的人都歧视他，每次见人就反复唠
叨：‘我已经恢复了，不会传染人……’

黄冈市 S 女士，一家三口先后确诊，丈夫因救治无效去世，家人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今年 4 月，
怀有 8 个月身孕的女儿康复，因与父亲感情深厚，女儿受不了打击，不吃不喝，伤心抑郁。 S 女士也
天天以泪洗面，甚至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所有传染病或者灾难发生之后，都会有很多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新冠肺炎病人特别是重
症患者大部分有创伤后心理障碍，特别是重症病人会产生心有余悸、死里逃生、恐慌的感觉，甚至有
焦虑抑郁的表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北大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对媒体表示，创伤后应
激障碍需要干预，如果不干预，就会变成慢性的，会伴随终生，影响个人、家庭和社会。创伤后心理障
碍通常在疫情后两年之内发病，6 个月到 1 年之间是发病高峰。

湖北省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今年 5 月，省民政厅启动了‘五社联动’心理疏导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将其作为助力化解‘疫后综合症’、推动湖北经济社会疫后重振的重要手段。 目前已经在
武汉、黄冈等市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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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疫后综合症”
湖北“五社联动”怎么做？

建立主动发现机制

S 女士的状况， 很快就被社
工发现了。5 月 20 日，社工+心理
服务专业力量团队带着慰问品，
对黄冈市两个街道的 53 户新冠
疫情病亡者家庭上门探访，筛查
出 23 个有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家庭开展重点服务。 S 女士就
是其中之一。

社工通过评估，认为 S 女士
和女儿是典型的持续性复杂哀
伤障碍，立即开展心理干预。 社
工通过倾听、陪伴、共情、“空椅
子”“保险箱” 等哀伤辅导技术，
引导母女俩将创伤体验暂时“打
包封存”进保险箱，做心理隔离，
用认知疗法改变服务对象的思
维定式。

有了社工的陪伴，母女俩慢
慢地从悲伤中走出来，恢复工作
和生活。 6 月，女儿顺利生产。 S
女士开心地告诉社工：“我当外
婆了，我会好好地生活下去。 ”

黄冈市是湖北省除武汉市
之外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黄冈市静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专业反应灵敏，在 2 月就成立了
“抗击疫情心理援助与危机干
预”小组，开通 12 条心理热线，8

个微信服务群， 服务群众 80 万
人次。

5 月， 静远社工承接了上级
支持的疫后心理疏导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 组建了一支由 12 名
持证心理咨询师和 6 名持证社
工组成的专业队伍，在黄冈市两
个街道，从探访丧亲家庭开始服
务，然后扩展到治愈患者、防疫
一线工作者（医务人员和社区工
作者等）、 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
体，针对这四类人群开展心理疏
导社会工作服务。

汇聚资源形成多方联动

“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建立‘社工+心理服务专业力量+
志愿者’团队，实施心理疏导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 推进社区、社
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
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五
社联动’服务。 ”湖北省民政厅慈
善社工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资源向重灾区湖北汇聚。 在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的支持下，湖北省民政厅先
后引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资金共计约
1300 万元，在武汉市、黄冈市疫

情相对较重的街道、社区实施该
项目。

湖北省慈善总会向全省各
市州慈善会拨付疫情防控非定
向捐赠资金 4700 万元， 主要用
于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受
疫情影响重点群体抚慰和抗疫
一线人员关爱等相关支出。

湖北省民政厅印发《湖北省
省级财政预算资金支持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省级财政预算安排 6000 万元社
会服务和社会组织培育引导资
金，重点支持各地民政部门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疫后心
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湖北省民政厅充分发挥湖
北省和武汉市社会工作联合会
枢纽型组织作用，分别编写湖北
省和武汉市《心理疏导和社会工
作服务工作指引》， 成立项目服
务专班，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
确了责任人和工作职责，并邀请
了 16 位专家开展心理服务和社
会工作专题辅导。

截至目前， 民政部慈善事业
促进和社会工作司链接的慈善组
织资金，共资助 31 家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在武汉市的 49 个社区、黄
冈市的 2个街道实施“五社联动”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联动机制和

服务资源直达基层社区和服务
对象。 借助外部资源，武汉市已
在 101 个街道实施该项目。

立足社区和重点人群需求

5 月初以来，“阿里公益·五
社一心·爱满江城”、“华侨公益·
爱满江城”、 中央财政资金项目
社工陆续入驻社区。 社工详细了
解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关于疫后
重振的有关需求，同时联合社区
工作者、 心理服务专业人员、志
愿者对重点人群进行需求调研。

通过召开座谈会、 个别访
谈、入户走访，社工发现，社区层
面的需求主要是如何提升治理
能力、 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
更好解决重点个案的实际困难
等方面；重点人群和社区居民的
需求主要是解决医疗、就业等现
实问题，纾解不良情绪，调节家
庭关系，融入社区等方面。

湖北省荆楚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武汉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等主动服务社区中心工作、积
极协助社区解决个案问题，与社
区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将重点人
群相关信息及需求交给了社工，
并初步建立了协同机制。

丧亲家庭和治愈患者是社
工重点服务的人群，服务主要围
绕健康指导、情绪疏导、社区融
合等展开。 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困
难群体， 社工主要提供关心关
爱、链接资源、社会支持等服务。
如武汉爱心天使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开展“复工复产，振兴经济”
创业就业公益帮扶活动，50 余家
企业现场揽才， 提供就业岗位
500 余个。针对一线工作者，社工
主要采取小组工作、游园会等方
式，帮忙其缓解压力、调适家庭
关系。 如武汉博雅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针对医务工作者及家庭开
展亲子游园活动和亲子园艺小
组，武汉洪山乐达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针对社区工作者开展心理
减压工作坊，受到一线工作人员
的欢迎。

改善疫后社区软环境

见人就唠叨“我已经恢复
了，不会传染人……”的 C 先生,
上班后也因同事们戴口罩、洗
手、讲话隔开一米之外等保护性
举动，认为大家在有意疏远他。

社工根据在社区收集到的
信息资料，评估 C 先生存在心理
压力大、社区融入难等问题。 通
过一次次服务，C 先生终于痛痛
快快地将压抑很久的情绪宣泄
了出来；社工还引导 C 先生的家
庭成员、朋友、社区志愿者对其
进行陪伴，尤其是与其发生矛盾
的邻居大姐进行访谈，消除邻居
对疾病的误解。

随后，社工在社区范围内开
展了疫情知识科普课堂和线上
分享交流会，不仅让居民正确了
解常态化防控下的科学防护，还
将 C 先生的经历做成动画，配上
画外音来分享他应对疫情的痛
苦与艰辛。

分享会后，有的居民不禁对
C 先生说：“你太不容易了，我们
支持你！ ”还有热心的居民隔空
喊 C 先生：“老哥，你还是我们的
C 先生，哪天再去喝个茶！ ”

现在的 C 先生在自身做好
防护、 减轻大家顾虑的同时，还
时不时在网格群中发些早安、健
康小常识、每天笑一笑等正能量
的消息，小区中又出现了他忙碌
巡逻和站岗的身影。

“心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除
了聊天陪伴，最重要的是引导他
们自己重新融入社区，让他们感
受到自己被接纳、被认可。 ”武汉
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说。

“心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实施的落脚点是加强和完善
基层社区治理，充分发挥社工的
驱动作用，为社区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 社区社会组织增能，链
接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推动‘五
社联动’服务。 ”湖北省民政厅慈
善社工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中国社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