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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抗疫中的社工力量

“社工+志愿者”动起来

1月 6日，石家庄市采取多种
交通管控措施， 并启动了第一轮
全员核酸检测。 住在裕华区东苑
街道长荣小区的张静坐不住了。

张静是石家庄市裕华区暖
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作为
专业社工，面对疫情，她无法坐
视：“医护人员都到了一线，社工
和志愿者应该站出来。 ”

长荣小区分为东苑和西苑
两个小区， 共有 950 多户居民。
张静面临的困难是，暖阳社工此
前并未在这两个小区开展工作，
因为交通管制，外面的同事进不
来。 她通过小区居民微信群联系
到居委会负责人，表达了想要帮
忙的愿望。

“可以组织本社区的志愿者
参与疫情防控，但为了预防交叉
感染，不要找外面的志愿者。 ”没
过多久，得到答复的张静迅速从
小区居民中召集了 40 多名志愿
者。 他们中大多没有志愿服务的
经验，晚上培训，白天工作，边做
边学。

张静把志愿者分成 10 组，
每组 4 个人，1 小时轮班，东西两
苑各两人， 值守两个小区的大
门，帮商贩将菜肉、药物等生活
用品送给小区居民。 志愿者还协
助社区完成了居民的核酸检测
普查工作，组织居民间隔 1 米以
上，有序参与检测，得到了不少
点赞。

“只培训了两个晚上，没想
到能做到这么训练有素。 ”身为
专业社工的张静挺惊讶。

“社工+志愿者”成为不少社

区的常见组合。 石家庄德正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在新华区和长安
区的 4 个社区开展工作， 覆盖 3
万余名居民。 在明珠花苑社区，
德正社工仅在两天时间内就召
集了 200 名志愿者开展服务。 石
家庄恒爱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社工动员志愿者 100 人次，3
个小时内录入了 1000 多条核酸
检测人员信息。

石家庄高新区向阳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主任孙倩介绍，疫情
防控启动后， 向阳社工开展了 5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招募和管理
志愿者；二是协助社区进行核酸
检测；三是协助保障民生，为居
民送药、送菜；四是对社区困难
群体进行帮扶，比如为独居老人
提供生活物品采购、居家安全保
障等服务；五是进行心理和情绪
疏导，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社工和志愿者的服务为政
府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补充，尤
其是志愿者在入户时发现一位
独居老人摔倒在家中，立即联系
有关方面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孙倩介绍，向阳社工在高新区两
个街道招募了 200 余名志愿者，
在裕华区金马二社区招募了 80
余名志愿者，服务遍及社区各个
角落。

专业方法是关键

1 月 13 日下午，张静松了一
口气。

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中，
张静临时组建的志愿者队伍成
功协助社区完成了任务，得到了
一致的表扬和肯定。

张静认为，这次成功靠的是

专业方法。 在暖阳社工的工作体
系中， 志愿者管理非常重要，机
构很注重志愿者的岗前培训。

“专业社工要把一线志愿者
训练成组织化、为居民提供日常
服务的团队。 ”张静说：“这需要
普及‘什么是志愿者’‘志愿精
神’等理念，也要做好组织管理，
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精准规划
志愿者岗位。 ”

这次“临时抱佛脚”不可能
做到这些，张静观察每名志愿者
的特长和能力并据此分工，从而
使得他们迅速被居民接受。

在疫情防控中，向阳社工依
托共青团， 组建青年志愿者队
伍，通过微信群等形式，对志愿
者进行线上培训和管理。

专业服务的核心是解决问
题。 向阳社工碰到这样的情况：
一位居民执意出门去看望 90 岁
的岳父母，与小区保安发生了争
执。 社工首先对这位居民进行情
绪疏导，同时帮忙联系其岳父母
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派人去看望
老人，保障居家安全。

“到目前为止，我们服务的小
区都是低风险地区。 ”孙倩说，“假
如小区成为中风险以上的地区，
上门服务会更难， 我们会加强线
上服务， 并把社工统计的独居老
人等群体的相关情况报给居委
会，通过政府力量去关怀他们。 ”

在一些有服务基础的社区，
社工的工作更容易展开。 德正社
工服务的明珠花苑社区是保障
房社区，近 20%的居民是低保、残
障、孤困等群体。 该机构社工主
任刘娟告诉记者，机构在此服务
已有两年多，与居民有良好的信
任关系。“我们身上的工装，在社

区里就是一张名片。 ”
疫情防控启动后，德正社工

将团队分组，在 4 个社区投入 16
名社工。 社工们在动员志愿者方
面进行了专业引领，根据他们的
特长和能力设置宣传组、 信息
组、后勤组等，有序开展工作。

刘娟认为，疫情防控的下一
阶段，专业社工将有更大的发挥
空间， 比如开展暖心互助活动、
实施社区发展项目等，“我们的
工作就是让大家回归到正常的
生活轨道上，更好地生活。 ”

到位的“三社联动”

最初， 由于交通管制等措
施，社工外出一度受阻。 1 月 10
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当天，石家庄市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社区和农村工作组
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为低
风险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出入小区提供方便。

这份“红头文件”规定：“社
会工作者凭‘三证’ (个人身份
证+河北健康码‘绿码’+社工机
构出具的人员身份证明) 予以放
行。 志愿者由社区居委会出具证
明，并在本辖区内统筹安排志愿
服务活动。 ”

“有了身份，大家特别高兴。 ”
刘娟说。 在随后的第二轮全员核
酸检测过程中， 德正社工所在的
社区，通过“居委会工作人员+社
工+志愿者+楼长” 的协同搭配，
进行“扫楼”、入户登记和检测，一
连串工作完成得非常快。

在裕华区的金马二社区以
及高新区的太行嘉苑社区，向阳
社工此前已成功培育出两个“市

级金牌红色社区社会组织”，疫
情防控期间，两家机构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他们在每栋楼安排两
个志愿者，每天入户了解独居老
人和空巢老人的需求。 核酸检测
期间， 在确保不漏检的情况下，
让居民减少排队时间。

此前，恒爱家园社工在裕华
区尖岭小区和桥西区的 3514 社
区，成功孵化出了一批社区社会
组织。 尖岭小区距离有确诊病例
的河北省儿童医院特别近，且老
人多。 小区的便民服务队成员年
龄在 60 岁至 80 岁之间， 他们非
常热心，与社工、志愿者一起，配
合社区管理部门，力所能及地开
展消杀和相关宣传工作。

“此次疫情防控中，政府反
应非常迅速。 我们社工参与了第
二次全员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
发现‘三社联动’ 非常到位，社
工、社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
和协调效率很高，发挥了雪中送
炭的作用。 ”恒爱家园社工总干
事张义德说，“社工对接社区管
理部门、社会组织和居民，发挥
了桥梁作用。 大家各司其职，不
会扯皮。 ”

在疫情防控中，社工机构自
身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比如，虽
然可以凭借“三证”出入社区，但
由于交通管制，社工仍然缺乏交
通工具。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期
间，有的社工为了在早上 6 点前
赶到项目点， 凌晨四五点出门，
顶着寒风骑自行车 20 余公里，
非常辛苦。

“我们的防护物资也比较紧
张，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做完
后，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疫情尚
未出现拐点，很难预判防控还将
持续多久。 我们正在做打持久战
的准备。 ”张义德说，“河北省内
的几家基金会正在为社工机构
筹集防疫物资，但分摊下来仍是
杯水车薪，希望与业务主管单位
和行业协会进行联动，向社会筹
集更多物资。 ”

（据《人民政协报》）

本轮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从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启动开始，当地不少社区由专业社工引导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配合社区管理部门，参与了入户普查、信息录入、核酸检测、生活保障等多项工作，大大提升了效率。 疫情防控指挥部

门及时为社工和志愿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社工的职业敏感、动员能力以及专业方法，为多方协同抗疫搭建了有效的‘桥梁’。 社区、
社工、社会组织的‘三社联动’，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发挥着切实的作用。

社工配合医护人员给孩子做核酸检测（德正社工供图） 志愿者组织居民有序买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