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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发起“西安抗疫援助行动”倡议
� � 2021年 12月 8日，西安出现
首例确诊病例，随后几天，确诊病
例数目急剧增加。 12月 22日，西
安市人民政府召开西安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
33场）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 特别是在封控区之外发
现了阳性病例。 已经出现了社区
传播， 经过综合研判， 从 23日 0
时起，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

行封闭式管理。 近日，随着疫情的
加重，西安从“理论封城”到“隔日
出门”，从“均不出户”再到“车不
上路”，封控措施正在不断升级。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于日前发起“西
安抗疫援助行动”，号召各会员、
会员单位共同支持西安抗击疫
情。并第一时间向陕西省社会工
作协会和西安市社会工作协会

发出慰问信。
社工汇聚力量，真情共筑希

望！ 为支持西安市疫情防控工
作，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已联合
北京华瑞慈善基金会、北京百越
老年病研究基金会、北京荣德利
生慈善基金会、北京昊康公益基
金会、 北京中仁慈善基金会、张
艺兴粉丝小姐姐爱心公益乐园
等多家组织，向西安市社会工作

协会捐赠抗疫物资，包含防护服
1000 套、口罩 1000 个、隔离面
罩 1000 个、酒精 300 桶、折叠床
500 个、方便面 4560 箱（以上数
字为实际到仓数字）， 并已陆续
向社区、志愿者等发放。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后勤
物资保障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的重要保障之一。 目前，西安
大量缺防护服、N95 口罩、面罩、

护目镜、医用橡胶手套、酒精消
毒液。 目前，物资筹集工作正在
紧急进行中，如有捐赠以上物资
意愿者，可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的物资协调员杨尖取得联系
（电话：18518479502）。 中社联期
待与您携手助力西安， 抗击疫
情。相信西安一定可以获得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网）

据陕西省卫健委 1 月 3
日最新公告， 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以来， 陕西全省已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 1690 例，其
中西安市 1663 例， 西安疫情
已经外溢 4 省 7 地。 1 月 2 日
0-24 时， 西安新增本土确诊
90 例，首次迎来明显下降。

严峻的疫情发展形势给
安全防控工作及群众正常工
作生活带来不小压力，尤其当
地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成为摆
在眼前的一大棘手难题。 为支
持西安疫情防控工作，在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号召下、北京
市民政局指导下，北京华瑞慈
善基金会联合北京昊康公益
基金会、 北京社区健康促进
会、 浙江伊秀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富民小康公益基金会、张
艺兴粉丝小姐姐爱兴公益乐
园、 北京瑞洋博惠公益基金
会、 北京荣德利生慈善基金
会、北京百越老年病研究基金
会、 北京金十字公益基金会、
北京热腾公益基金会等机构，
为西安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
和生活物资， 价值超 100 万
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捐赠的
物资包含防护服 1000 套、N95
口罩 1000 个、 一次性医用口
罩 20 万个、隔离面罩 1000 个、
消毒酒精 50316 桶、 折叠床
500 个、方便面 4560 箱及其他
相关物资。 目前，这些物资已
陆续向社区、志愿者等对象发
放，相关捐赠及公益活动也在
持续进行中。

为配合疫情防控等工作，
西安当地社会组织也在积极
行动。 据了解，在西安市民政
局的指导下，西安市社会工作
协会充分发挥“社工+志愿者”
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联
合协会成员单位和部分志愿
服务组织，共同发起“联合战
疫行动”。 目前，该协会已经征
集志愿者 7383 人， 分别开展
了线上及线下志愿服务，在 56
个社区开展线下服务 532 人
次，线上协作 681 人次。

后勤物资保障是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的重要保障之
一。在切实了解到社区存在的
困难之后，西安市社会工作协
会线上+线下联动，组织志愿
者向未央区张家堡街道文景
社区、紫薇希望城社区、未央

区张家堡街道翁家社区、未央
区张家堡街道尤家社区、环南
社区、 辛家庙街道办事处、雁
塔区长安堡街道办事处等 20
余社区和办事处发放物资，及
时缓解了社区物资紧张状态。

（皮磊）

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
以来， 陕西全省已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 1690 例，
其中西安市 1663 例。

面对疫情，一线医务
人员、病患 、家属身心均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普通
民众也易产生恐慌和焦
虑的情绪，亟须专业的心
理援助。

中国心理学会日前
启动了“安心行动”公益
心理援助，将利用线上的
形式免费为产生恐慌、焦
虑等情绪的民众、病患或
医务人员等开展心理援
助工作。 据悉，该疫情在
线心理援助平台在北京
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
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
导师，中国叙事治疗引领
者李明的带领下 ， 将有
300 名资深咨询师和 200
名接待员为其提供心理
援助工作。
（据“中国社会工作”公众号）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
方网站信息， 西安市本土疫情
仍处于胶着对垒的关键阶段，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1 月 1
日，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分别宣
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支付
宝公益基金会各自通过西安市
红十字会捐赠 1000 万元 ，共
2000 万元支援西安抗疫， 相关
资金由西安市政府统一安排和
调配。

阿里集团淘菜菜、 盒马、饿
了么等业务部门快速响应集结，
保障民生。 淘菜菜已紧急调拨
4200 余吨蔬菜、肉禽蛋等生活物
资和 30 多万份口罩、 消杀用品
等防疫物资至西安仓；西安市 15

家盒马鲜生门店和所有盒马邻
里门店， 除了正常线上配送外，
陆续承接超过 300 个小区的的
居民生活物资输送； 饿了么紧
急启动歇业保护措施， 对西安
受疫情波及而停业的商户进行
保护， 为西安的城市生活正常
运行贡献力量。 阿里健康旗下
医鹿 APP 和阿里健康大药房为
西安市民提供 24 小时在线的医
生药师健康咨询，以及免费的用
药指导服务。

多家企业纷纷行动起来支
持西安抗疫，腾讯、网易、小米等
企业捐赠相关款项，统一、农夫
山泉、雀巢等企业也纷纷向西安
捐赠物资。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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