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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有我！ 多地社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一轮疫
情，上海社工闻令而动，勇担职
责使命，坚守抗疫前线，以专业
力量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推进，
甘当“抗疫逆行者”，用一抹“社
工橙”照暖了申城。

“党员红”+“社工橙”
发挥先锋作用

上海党员社工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踊跃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
社区主动亮明党员身份， 集聚
红色守“沪”力。 上海市社会工
作者协会全体党员在线指导抗
疫志愿者申领公益护照； 静安
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全部党员主
动参与共和新路街道防疫工
作； 杨浦区社会工作协会四名
党员完成社区报到工作， 作为
社区志愿者，协调各方，筹集调
配一批新鲜蔬菜至杨浦区社会
福利院， 解决了特殊时期院内
老人的日常饮食需求。

上海两新组织党建服务中
心党员社工志愿团队每天都要
完成近两千人的信息核对工
作； 上海浦东新区乐耆社工服
务社党员社工加入了书院镇防
疫工作志愿队伍，成为千万大白

中的一分子；3 月 16 日凌晨 3
点接到五里桥街道召集令至今，
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党员集结 9名社工，组成防疫志
愿组，协助街道开展了五轮核酸
检测，服务近两万人次。

“天使白”+“社工橙”
援助心灵防线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广
大医务社工恪尽职守， 冲锋在
前，用生命守护生命。上海九院
医务社工为疫情防控一线医务
人员提供“相伴相行”在线心理
援助服务； 徐汇区中心医院社
工部积极组织志愿者协助维持
采样点秩序， 与医务人员协同
合作， 在襄阳公园临时核酸采
样点服务四万多人次。

4 月 4 日凌晨 5 点多，同济
医院社工部的社工跟随医院
“大部队”出发支援普陀桃浦核
酸检测；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社工分享了居家隔离“健康必
需品清单”；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社工部与护理部邀请在院“隔
离”家长和孩子一起开展“亲子
伴读”活动。 华山医院、曙光医
院、东方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市第十人民医院、市普

陀中心医院等医院的社工在防
疫战线上保障着一线医务人
员、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健康。

“志愿绿”+“社工橙”
传递公益精神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发
布《致全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和社会工作者的一封信》，号召
全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
工作者联动社区志愿者， 为社
区内困难群体提供防疫援助、
生活救助等支援服务，通过“上
海公益”平台发布“战‘疫’有
我———上海社工应急服务团召
集令”。

松江社会工作协会成立
“紧急关怀绿色通道” 线上平

台， 通过小程序实时跟进居民
需求，为孕妇产检、大重病（血
透）复查、紧急情况就医、家长
陪读心理干预等提供信息传
递、资源链接服务；浦东新区乐
耆社工服务社先后参与金杨新
村街道和书院镇防疫工作志愿
队伍， 采购 KN95 口罩与消毒
物资助力金杨新村防疫工作；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
心社工助力机场防疫志愿工
作， 在转运旅客岗安抚旅客情
绪； 上海心翼家庭社工师事务
所发挥所长， 开展在线心理疏
导普及， 同时组织员工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发起
“上海市疫情防控公益支持包”
项目， 驰援社区防疫社工和志

愿者； 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
启动了针对困难救助对象的温
暖热线， 竭尽所能为困难救助
对象家庭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服
务； 奉贤区启贤青少年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社工加入居委志愿
服务， 协助社区内不会登记核
酸检测的居民完成登记； 上海
海涛社工服务社为帮助居民更
快地核酸检测， 特制作宣传小
视频， 通过可爱形象指导居民
登陆健康云。

上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本市各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广大社
会工作者自觉以各种方式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中， 发挥专业作
用。这是一场艰巨但必胜的“战
役”，也是一场全民动员、众志
成城的“战斗”。

截至 3月底，上海市 676家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143 家街镇
社工站、各类事业单位社会工作
服务站点和有关学校、医院累计
投入 8000多名医务社工、 社区
社工、儿童社工等，他们在各自
机构、社区、园区开展防疫宣传、
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
等专业服务，联动志愿者累计服
务市民逾千万人次。

（据上海市民政局）

近日，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
会向全省社会工作行业组织、服
务机构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发出
倡议，动员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倡议中提出， 广大社会工
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高
防疫意识、做好自身防控，优化
防控预案、提高应急能力，发挥
专业优长、投身疫情防控。结合
所承接的服务项目或社工站服
务，密切关注项目落地社区、落
地站点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老年人、困境儿童、流浪乞讨人
员、 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
基本生活需求、身体状况、心理
变化和精神状态， 依法有序开
展心理疏导、健康关爱、资源链
接、困难纾解等服务工作。

以社区为阵地，在社区“两
委” 的支持下， 建立线上服务
群，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的方式，协助做好宣传引导、疫
情排查、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
协助性、支持性工作。动员引导

社区志愿者力量，链接、利用社
会慈善资源， 形成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促进多方融合、推进社
区恢复发展的合力。 要就近就
便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 着力推动社区志愿服务队
伍组建、社区居民情绪抚慰、社
区防疫宣传等工作。

积极协助社区“两委”，发
挥好下沉党员志愿者群体作
用， 推行“社会工作者+志愿
者”协作机制，加强社区公益
慈善项目策划，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和水平。

湖北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
响应倡议，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 随州市阳光雨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在曾都区 10 个街道
（镇） 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数
十名社工自 4月 1日起， 通过

“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协助所
在地街道、社区开展核酸检测、
信息流调、志愿者协调、秩序维
护等工作， 目前已顺利完成四
轮核酸检测。 （据《湖北日报》）

上海：社工闻令而动助力疫情防控

湖北：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贵州：发挥“五社联动”协作优势，助力全省疫情防控

上海社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疫情防控形势仍比较严峻。 战胜疫情，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疫情之下，各地社会工
作力量积极响应，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防疫宣传、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多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日， 贵州省民政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五社联动”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提
出各地民政部门要指导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社
会工作者、 志愿者发挥专业优
势， 积极通过在线培训指导等
服务方式关注所在村（社区）的
救助对象、 老年人等特殊困难
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身体状
况、心理和精神状态，及时开通
社会心理调适服务热线。

认清当前形势， 提高政治
站位。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要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
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
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
障支持等服务” 的重要指示精
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上来, 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发
挥基层“五社”优势力量 ,形成
联动协调工作机制, 切实增强
统筹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加强分析研判，发挥专业优
势。 针对有疫情发生的县（市、
区），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
在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下， 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 志愿服务组织、 社会工作
者、志愿者发挥专业优势，与村
（社区）“两委”密切配合，积极
通过在线培训指导、 电话询访、
视频慰问等服务方式关注所在
村（社区）的救助对象、老年人、
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身体状况、
心理和精神状态，及时开通社会
心理调适服务热线，为广大干部
群众及时提供专业支持性服务，
有序组织慈善募捐，督促慈善组
织高效使用款物， 做好信息公
开。 针对没有疫情发生的县
（市、区），各地民政部门要指导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志愿服务
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就近就便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 协助社区落实好疫情防
控职责，做好卡口值守、重点群
体统计摸排、核查登记、秩序维
护、物资供应保障等工作。

整合各方资源，采取有力措
施。 各地民政部门要积极推进社
区与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
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
机制,形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
进多方融合、推动社区发展的合
力。 要积极协调加大政府购买、
慈善组织资助社会工作专业服
务的力度，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工
作的专业优势创造条件。

抓好安全防范， 做好宣传
引导。通知提到，各地民政部门
要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
愿服务组织等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开展专业服务。 要指导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站、村（社区）社工室、社区志愿
服务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
愿服务组织和慈善组织配合当
地有关部门、村（社区）“两委”
做好相关场所的防控工作。 要
及时总结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中好经验、好做法，努
力提升“五社”参与疫情防控的
知晓度和认同度。

（据贵州省民政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