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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吉战“疫”
社工和志愿者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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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元旦假期，1 月 3

日晚各群里开始传播藁城小果
庄有疑似新冠肺炎病例，1 月 4
日工作单位、孩子学校、所在社
区陆续开始调查统计去过藁城
的人员。 ”

刘娟是德正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主任，在 1 月 4 日的周例
会上，德正社工紧急加了一项会
议议题———疫情来临时，如何发
挥社工专业优势，做好社区防控?

1 月 5 日下午， 河北省委常
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全面启
动核酸全员检测，紧接着，刘娟
收到了晚上要召开石家庄疫情
防控发布会的消息，她和团队都
意识到疫情防控的形势已经非
常严峻了。

全员核酸检测，社区必定面
临人手紧张的问题。 社工要参与
到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要如何
安排? 这项工作到底会持续多长
时间……一系列的问题摆在刘
娟的面前。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不能
被动反应。 ”于是，刘娟跟机构总
干事商量，并通知德正社工的管
理层，待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连夜
开会并部署工作。

连夜的会议之后，刘娟带领
德正社工紧急与各驻点社区取
得联系，当晚成立了疫情防控工
作组。 调派 16 名社工在石家庄
市新华区明珠花苑、 星河御城、
翔翼路社区，长安区荣景园社区
投身防控工作。

1月 6日早上 5点，刘娟轻声
把熟睡的儿子叫醒， 因为这一天

安排了满满的工作， 她只能将孩
子送往父母那里， 应疫情管控要
求，孩子送走后便不能再回家。

送完孩子，天蒙蒙亮，刘娟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工作岗位，等
待她的是千头万绪的工作安排。

疫情防控启动后，社区面临
的首要工作就是组织全体居民
进行核酸检测、保障封闭期间所
有居民的日常生活、突发情况的
应对。 社区力量不足，人员精力
和能力有限的问题突显。 德正社
工面临的第一个迫切工作就是
充分发掘和调动志愿者参与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为此，刘娟带领德正社工在
不同的交流群中发布志愿者招
募信息，并设计了电子化的志愿
者登记表，通过让志愿者扫码登
记个人信息和特长，形成志愿者
的资源库。 与此同时，以社区为
单位， 建立抗疫志愿者的微信
群，所有有意向加入的志愿者都
加入该群，为大家提供交流平台
的同时，可在不同的阶段成为不
同特长志愿者的招募的平台以
及志愿服务事项的交流。

在此次志愿者招募中，德正
社工倾向招募的是青年、 技术类
志愿者，因为涉及表格的编排、统
计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
众对志愿者群体的传统认知，以
往的志愿者大部分为社区大妈、
楼长等， 因年龄和身体状况并不
适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

德正所服务的荣景园社区，
仅在两天时间内就召集了 200
名志愿者开展服务。

“每个志愿者都是有能力和
潜能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充分

的激发和调动志愿者的能动
性。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德正
社工需配合社区完成新华区和
长安区 4 个社区的摸排工作，覆
盖居民 3 万余名。

由此可见， 需要采集的信息
量之大，所需要的人员之多，如果
由社工一对一安排志愿者， 是很
难实现的。面对这种情况，德正社
工采用的方法是， 招募有意愿参
与入户的志愿者， 并从中筛出核
心志愿者（对应居民楼数量）。

“招募的同时，我们明确核
心志愿者是保证愿意参与整个
疫情期间的协调、安排和组织的
工作，我们将支持他们再组建下
一级的志愿者队伍，由此志愿者
的梯队就形成了。 ”刘娟谈道。

社工直接面对核心志愿者，
而核心志愿者队伍又有各自的
团队各自负责，刘娟认为，在这
个过程中可以给予每个志愿者
如何组建各自的团队、使用怎样
的管理方式足够的空间。

与此同时，德正社工根据志
愿者的特长和能力设置不同小

组，有序开展工作。 信息录入组
负责在电脑上录检测人员名单、
撕核酸检测单等，为核酸检测前
的工作做准备; 扫楼入户组负责
挨家挨户了解居民家庭情况，保
障每一位居民参与到核酸检测
中; 纪律小分队负责在社区的每
个角落检查居民防护情况、维持
居民排队秩序; 后勤保障组负责
探访社区困难群众家庭，并帮忙
采购食品药品; 线上工作组则负
责在线上缓解居民不稳定情绪，
同时在群里及时通报检测的进
度、楼号和地点……

在刘娟看来， 社区特点不
同，社工防疫工作的推进难易度
也不同。

在明珠花苑社区，德正社工
已有超 2 年的服务基础，社工同
居委会有充分的融合，并且已经
培育有成熟的志愿服务组织和
队伍， 社工和居委会做好分工，
对志愿者进行管理培训，同时发
动志愿者做好解决困难群体的
需求，工作相对更容易展开。

刘娟所服务的明珠花苑社区

是保障房社区，廉租房多，困难家
庭也多，为了保障社区独居老人、
残障人士、低保、困境儿童等群体
的基本安全、生活及心理需求，刘
娟带领团队链接基金会资源，培
育、联合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心理
支持、教育科普、物资发放、爱心
送餐等形式，搭建了支持系统，并
解决这一群体的生活难题。

“在星河御城社区，第一次
核酸检测协助居委会工作中我
们发现，社区基层工作在居民间
知晓度较低。 ”究其原因，刘娟认
为是新型商业化小区普遍存在
的问题。 第一次核酸检测时，居
委会书记做幕后统筹工作， 核酸
检测工作更多借助物业的力量进
行各楼通知和检测工作， 居委会
工作人员和社工负责维护秩序等
工作。 由于有的居民没有在物业
群里，也听不到社区喇叭的广播，
核酸检测的方案还需优化。

为此，刘娟及团队发挥社工
的专业优势进行引领，建议居委
会结合社区的情况和第一次核
酸检测志愿者的基础，对社区进
行网格化管理，将每个单元招募
的志愿者后期培养成网格长，从
而保证二次核酸检测顺利进行
的同时树立居委会在社区的威
信，以推动社区工作在疫情结束
后的有效推进。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常态化
管理， 德正社工不断引导志愿者
对志愿服务进行分类，信息宣传、
爱心车队、 医疗服务等各类志愿
服务进入专业化、分类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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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凌晨 2 点， 家住石

家庄市长安区的刘珈宇收到了
来自小区物业发布的封城、封小
区的通知。

“突然的封城、封小区，或许
家里缺米少菜，或许小神兽放假
在家令家里忙乱不堪，或许家里
的病人还没有备足药品，或许家
里的宠物缺少了口粮……这种
种情况必然会造成很多人心理
的恐慌和焦虑。 ”想到这些，刘珈
宇坐不住了。

因为中社联“安心小屋”石
家庄落地社区是阜康路自由港
社区，刘珈宇是该社区的驻点心
理专家、 彼岸心理的志愿者、大
学心理教师，安心小屋旨在立足
社区，为防疫抗疫群体提供一站
式社会心理服务并在疫情结束
后为社区居民提供常规化的系
统服务。 因为疫情临近春节，自
由港社区的 2796 户， 以南三条
批发市场的商户为主，涉及春节
能否回家， 心理状况比较复杂，
刘珈宇第一时间紧急跟自由港
社区书记吉利刚取得联系，快速
调查在突然封城的情况下居民
和商户停营后的心理反应，安心
小屋如何快速开展工作。

（下转 06 版）

“� � 2 021 年开年，一场未曾预料的抗疫之战，让河北省石家庄市、吉林省通化市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逆行者’的姿态坚守在社区防控一线，他们不惧风险、入户摸排登记，不畏
严寒、昼夜坚守小区卡口，不怕感染、上门送菜倒垃圾，在保障支持、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
发挥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协同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志愿者组成了一道特殊的防疫战线。

2月 20 日 22时起，吉林省通化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2 月 22 日起，石家庄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被按
下暂停键的两座城市将逐步有序恢复长途客运、餐饮场所、公共文化设施等，多家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员工们搭乘班车
重返久违的工作岗位，然而一个多月前，这两座城市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社工与志愿者合影

德正社工社区工作站打造最温暖的核酸检测点

社工培训志愿者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