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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双百”社工：

守护广大市民和困难群众
“您好，今天社区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检测点在……”连续
多日， 天园街社工积极开展 24
小时广州社工“红棉守护”热线
服务，告知居民及时做好核酸检
测以免影响个人生活与出行，安
抚居民情绪。

广州社工“红棉守护”热线
是由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党委、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倡议，全市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利用社工服
务站和专项服务点等开设的全
市性 24 小时线上援助服务热
线， 目前全市 236 条广州社工
“红棉守护”热线全部处于 24 小
时畅通状态。

线上保障“红棉守护”热线
畅通， 线下奔走在核酸检测点、
发动志愿者的路上，广州“双百”
社工守护在有需要的困境人员
身边，用心用力为广大市民和困
难群众织密“安心网”。

化身“大白”
积极驰援核酸检测点

4 月 11 日凌晨 1 点，在番禺
区化龙镇化龙公园检测点，“90
后”普爱社工罗威刚刚完成了周
末两天的全员核酸检测支援任
务。 这两天，罗威和化龙镇社工
站的同事一起协助维持秩序、检
查“葵花码”、检测指引、信息录
入等。 负责采样前分流指引的他
完全没有机会坐下歇息，来来回
回走动指引整整 17 个小时。

“罗威正处于术后康复期，创
口正在愈合、发痒。 ”化龙镇社工站
主任曾浩基表示，在主动请缨协助
化龙镇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后，社
工站全体在岗同工都主动积极配
合，“担任我们团支部团干的罗威
也迅速报名参加。我询问过他的身

体能否适应支援，他当即表示只要
不搬动重物即可。然而在 4月 9日
检测开始前，他却主动协助布置场
地、搬运帐篷等物资。 ”

“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志愿
者， 有指挥力强的广汽职工，还
有满怀激情的退伍老兵。 大家在
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分享想法，改
进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效率，这些
都让我受益匪浅。 ”罗威表示，虽
然这两天很忙很累，但是群众不
时的亲切问候让人倍感温暖，
“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动态清零，
大家都平安健康”。

据悉， 在广州 11 区陆续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不少社
工化身“大白”，积极驰援辖内的
核酸检测点。 社工们穿上密不透
风的连体防护服和防护面罩等
防护器具，顶着高温天气，细致
认真地清点样本、 登记数量，按
时精准报数，保护和交付样本给
检测机构……紧张又仔细地协
助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助人自助
社工让核酸检测更有序更有爱

在鱼珠街核酸采样现场，驻守
茅岗社区永思堂的蓝社工留意到，
在等待采样的长龙中有一位带着
孩子的女士。因为天气闷热和身体
不适， 这名女士出现了晕倒的迹
象。 蓝社工立刻上前关心询问情
况，并将其带到旁边阴凉的地方就
座休息。蓝社工细心地了解其目前
的身体情况和不适现象，并耐心地
安慰其身边年幼的孩子，为其提供
了清凉饮料和药油，协助协调现场
情况，让这对母子可以尽快完成核
酸采样回家休息。 核酸采样结束
后，蓝社工在护送她们平安到家后
才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投入到现场

样本统计工作中。
而对于沙园街老龄化超过

28%的老城区来说， 全员核酸着
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有的老人
会因为使用老人机或者不会操
作智能手机而产生焦虑情绪，李
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怎么办
呀，我没有智能手机呀，是不是
不能验呀？ ”80 多岁的李阿姨拄
着拐杖来到核酸点着急地说。

“阿姨，不要着急，可以验到
的，我们社工可以帮您。 ”社工及
时安抚阿姨情绪，详细询问阿姨
的情况，并安顿阿姨在阴凉处坐
下。 社工根据阿姨提供的身份信
息帮她生成了核酸码，并告知她
社工会陪同她一起到扫码处和
核酸检测处。 社工说完这些后，
阿姨感动地流下了泪水。 她说，

“儿子不和我住在一起， 我都是
自己在家。 想到没有人陪我过来
做核酸，感觉自己很可怜。 ”

社工轻拍阿姨的背， 舒缓阿
姨情绪，并表示会陪同她一起，同
时不断宽慰她。之后，社会还将社

工站的位置和联系方式告诉了阿
姨。经过协调，社工把阿姨带去绿
色通道，很快就完成了核酸检测。
结束之后阿姨动情地说：“谢谢你
们，你们都是好人。 ”

细致认真
流调中不放过一丝线索

除核酸检测外，流调也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工作，是寻找传染
源、 切断传播路径的重要依据。
流调收集的信息能够起到有效
遏制疫情的重要作用。

“您好，请问您最近是否到
过疫区/外省？ ”社工积极协助
流调工作，涉及电访排查、入户
走访、信息录入等内容。 因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感染者、密
接者、次密接者数量众多，流调
工作强度大，任务重，不少社工
积极参与流调工作。 他们周末
加班加点， 一个接一个地拨打
电话，认真提问，仔细记录，丝
毫不敢松懈。 为了更完整地还

原行程轨迹， 社工还必须一问
再问， 各种细枝末节都不能放
过，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准
确无误。 有时候，电话一打就是
一两个小时， 而这基本是流调
工作的常态。

“你们辛苦了，我们积极配
合工作。 ”大部分受访对象对疫
情防控工作都较为理解，会在明
晰流调工作的流程后主动汇报
行程， 积极配合核酸检测工作。
群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抗
击疫情的信念，让社工们克服了
身体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紧张。

记者了解到，“红棉守护”热
线可为居民提供防疫资讯、 情绪
支援、信息咨询、困难救助、资源
链接、 电访慰问、 服务转介等服
务。该热线主要面向处于封控区、
管控区、防范区等区域的居民，特
别是能够为社区低保低收人员、
留守长者、孤寡长者、独居长者、
困境儿童、 重度残障人士等困难
群众提供防疫援助、 生活救助等
支援服务。 （据《广州日报》）

据佛山市民政局消息，为更
好地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 进一步推进全市慈善事业、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日前佛山市已出台 《佛山市 “双
百工程社工+慈善+志愿者”联动
服务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
案》），明确将在“双百工程”的工
作基础上开展联动服务，系统整
合政府、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志
愿服务等资源， 搭建服务平台，
形成精准对接、动态管理的工作
局面。

破解慈善救助申报流程
繁琐问题

《方案》指出，佛山市将用两
年时间实现全市 230 个社工站
（点）联动服务 100%全覆盖，逐步

实现全市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
庭、残障人士、流浪乞讨人员、农
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含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单身特
困母亲、 农村留守妇女以及空
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全
纳入， 进而有效解决民生诉求，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打通为民服务的
“最后一米”。

针对以往慈善救助申报工
作流程中较为繁琐的问题，《方
案》提出，经“双百社工”建档在
册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服务
事项，无需再进行核查流程，由

“双百社工”、 志愿者上门收集
群众所需，以区为单位，报送至
市督导办审核后交市统筹小

组。 确定办理的服务项目，由市
统筹小组商定慈善机构开展资
源匹配，确定项目的办理方式、
资助金额、资助方式，并由该事
项驻地“双百社工”、志愿者具
体组织实施。

《方案》要求“双百社工”发
挥社工专业能力， 建立主动发
现、精准识别、科学评估、全程跟
进四级服务机制。 在入户走访过
程中， 了解服务对象家庭结构、
健康状况、 政策享有等基本信
息， 为服务对象建档、 立卡、造
册， 并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
向，链接慈善、志愿资源，研究确
定工作步骤、服务内容及服务频
率，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
情绪疏导、心理抚慰、精神关爱、
关系调适、能力建设、资源链接、
社会融入等方面专业服务，做到

“一人一案”。

设立佛山市“双百工程”
慈善专项

“以往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需要自行寻找慈善组织申请帮
扶，现在我们要求主动寻找需要
帮助的市民，及时回应困难群众
和特殊群体的救助需求。 ”佛山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方案》要求，佛山市慈善会将利
用佛山双百圆梦慈善信托，设立
佛山市“双百工程”慈善专项，发
挥市慈善会公开捐赠平台的作
用， 架起捐赠者和困难群众的

“爱心桥”。
同时，佛山市公益慈善联合

会也将联动市、区、镇（街道）、社
区各级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联动

服务， 通过搭建信息互通平台，
每半年收集、 整合全市慈善信
息，向各级慈善组织、企业、社会
组织、 爱心人士发布救助需求，
实现从“人找慈善”向“慈善找
人”的转变。 截至目前，佛山市已
成功联动 13 个慈善项目， 链接
汇集超 1300 万元慈善资金。

为构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新格局，《方案》 提出，
以“双百”社工站为主体，推动成
立镇（街道）社会工作与志愿服
务协会，鼓励培育社区（村居）志
愿服务类组织（团队）。 其中，
2022 年全市计划在“双百工程”
32 个社工站建立志愿服务队，
2023 年在全市 230 个社工站
（点）建立志愿服务团队，实现志
愿服务全覆盖。

（据《佛山日报》）

佛山：以“双百社工”为基石开展联动服务

236 条广州社工“红棉守护”热线保
持 24 小时畅通

广州社工陪伴年长者前往核酸检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