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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故事

上海：浦东社工“疫”路前行
3月以来， 上海新

冠疫情突然暴
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因疫情所导致的社会服务需
求激增，一线防疫人员、社区
工作者、 社区内的脆弱人群
等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和
困境。 疫情下的社会服务呈
现复杂性、多样性、紧急性特
征。 面对疫情下的社会需求，
浦东社工在浦东新区民政局
指导下，积极行动，践行专业
使命和责任， 助力疫情防控
工作。

开展转介抗疫行动
助力一线防疫

疫情伊始， 浦东新区社工协
会就向全区社会工作者发出倡
议， 动员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4月 1日，依托“浦
东社会工作转介平台”，浦东新区
社工协会正式发起“‘在一起’转
介抗疫行动”，组建了由四名高级
社工师领衔的专业团队， 通过政
社合作、社社合作、校社合作等，
关注社区脆弱群体及战疫一线工
作者的身体、心理、情感、生活、社
会支持等方面的状况。

行动共招募志愿者 57 名，
组建了含医务、心理、社工、居民
等多元维度的线上行动社群。 通
过需求排摸厘清服务重点并匹
配线上服务方案，依托组织协同
各方力量搭建社会支持网络，重
点为求助者提供紧急介入服务，
包括情绪疏导、信息对接、链接
资源、线上陪伴等形式积极回应
需求。 截至 5 月 6 日，该行动累
积服务疫情下危机和困境求助
个案 35 个，服务人群涵盖儿童、
孕产妇、危重病人、精神障碍患
者、流浪人员、高龄老人等多个
群体， 服务需求涉及危机干预、
紧急就医、转运、临时生活救助、
物资运输、配药、方舱适应等不
同层面。

突发的疫情也导致部分社
区、医院等面临着物资短缺的现
实困境。“‘在一起’转介抗疫行
动”一方面主动与相关单位进行
对接，了解物资需求，进行需求
评估，形成需求清单，另一方面
也积极梳理合作资源，形成资源
清单。 该行动与仁德、 爱德、恩
派、 联劝等多家基金会取得联
系，搭建支持网络；积极链接友
邦保险、欧力饮料、永蔻商贸等
企业资源，扩宽资源渠道；与民
革中央两岸青年创新大联盟等

公益平台，以及浦东社会组织合
作促进会等社会组织对接，协调
生活及防疫物资资源；并获得顺
丰集团、福建蓝天救援队、浦东
厚天救援队的物资运输支持。

截至 5 月 6 日，行动共计为
114 家养老院、一家重残寄养院、
三家医院、三处方舱、一处隔离
点、一家援沪医疗队、117 户困难
家庭等物资亟需人群，成功对接
落地价值近 84 万元的物资。 物
资包括防疫所需的防护用品、患
者的护理用品，以及医护人员关
爱包，食品、奶粉等物资，解决了
相关单位及家庭的燃眉之急，助
力一线防疫工作。

嵌入方舱服务
提升患者抗“疫”力

随着方舱医院的陆续开设，
浦东的社会工作者主动作为，参
与到方舱医院服务中，回应方舱
的服务需求，探索社会工作介入
方舱服务的本土模式。 其中，华
东理工大学社工系和上海公益
社工师事务所介入张江方舱服
务，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介入高
桥隔离点服务。 社工服务团队运
用专业理念与方法，结合舱内服
务需求策划服务方案，与舱内的
医疗团队、管理团队进行跨专业
合作，用专业服务为方舱内的患
者构建全系统、全流程、全链条
的服务网络， 提升患者的抗疫
力。 社工重点协助患者的入舱适
应、在舱内的自助与互助体系搭
建、出舱时整合社会资源顺利回
归社区。

在张江方舱， 上海公益社工
师事务所联合张江方舱前方指挥
部、 河南援沪医疗队等， 举办了
“在一起”线上系列云活动。 基于

增能视角，社工开展了运动强身、
阅读慧心、音乐疗愈等系列服务，
营造富有群体“抗疫力”、互助友
爱的临时社区氛围， 线上云活动
还辐射到了南一方舱。 截至 5 月
6日， 张江方舱已开展活动 10余
场， 同时社工也在活动中及时解
答舱内伙伴的各类困惑， 线上服
务累积服务 500余人次。

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组建
了一支 30 余人的志愿服务队
伍，由专业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组
成，为高桥隔离点、高东镇及其
他有需要的方舱提供在线危机
干预、心理情绪辅导服务，及时
处理包括大病、自杀倾向服务对
象在内的两个个案。

同心守“沪”
服务特殊人群

上海浦东新区乐耆社工服
务社针对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
道不畅通、采购就医相对困难的
情况，精心制作了多篇文章及视
频，解答防疫相关内容。 同时，该
机构还编辑了《老年人防疫手
册》，协助疫情下的长者打破“数
字鸿沟”， 更便捷地获取疫情咨
询、求助就医配药渠道、采购买
菜信息、情绪支持以及居家安全
方式等资讯，让疫情下的长者能
够快速地获取资源，解决日常生
活中的难题。

上海浦东新区华玮社区服
务中心积极响应防疫要求，第一
时间对托管的申港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采取封闭式管理，落
实各项防控工作。 与此同时，该

机构积极为长者们进行心理疏
导及关怀，通过电话、视频等渠
道建立长者与家属之间的沟通，
排解长者的焦虑， 让长者安心、
家属放心。

面对疫情下的精神障碍人
士，浦东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社工
部通过邮件、热线电话回应案主
的心理需求，与困境中孤独的案
主保持联结；鼓励案主与其信任
的人保持线上交流，鼓励其参与
社区志愿活动。 另一方面，社工
让迷茫中的案主获得个体的价
值感，升华案主在疫情封控期间
的负面情绪。

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聚焦
精神疾病患者等脆弱人群，致力
解决心理精神障碍人士配药难
的问题。 该机构与残联、医院、社
区等沟通协调， 畅通配药渠道，
保障他们在疫情封控期间不断
药，从而帮助心理精神障碍人士
在疫情面前的抵抗力和适应力。

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成
立“为认知症家庭配药行动小
组”，在政府、医院和志愿者的多
方合力支持下， 突破重重困难，
成功将急需药品送到 29 户认知
症家庭手中。 幸福海马为老服务
中心开发了《老年人互联网配药
信息准备表》 等实用小工具，并
联动慈善组织、企业、社区和志
愿者，畅通认知症等老年慢性病
患者处方药续药成功的“最后一
百米”。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
作部以儿童家庭为中心，启动了
三级分层社会心理服务框架，面
向隔离病区（红区）患者及家庭，
罹患重大疾病、慢性疾病的住院
儿童，受疫情影响的社会大众三
个层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个案服务，提供信息支持和环境
适应、心理情绪支持、应急生活
物资助和出院计划
支持等， 协助应对
疫情下的多重身心
挑战。

4 月 11 日起，
中致社青少年事务
社工积极参与“青

春战疫 希望暖心”活动，会同
浦东 36 个街镇开展线上排摸，
精确掌握困境青少年疫情期间
的家庭情况和需求。 根据摸底调
研情况，结合疫情期间青少年各
方面需求， 社工为 1091 名青少
年开展慰问帮扶和关爱服务。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与 800
多名低保家庭青少年取得联系，
联手上海商学院和上海师范大
学的志愿者们开展“云陪伴”服
务， 与 96 名青少年提供“一对
一”的线上辅导；为 28 位转运至
方舱或隔离点的青少年捐赠手
机流量用于网课学习； 为 46 名
面临中考和高考的青少年提供
针对性辅导；为个别特殊情况的
青少年， 如存在情绪不稳定、轻
度抑郁、休学等情况的，通过社
工介入开展个案服务。

守望相助
投身志愿服务

在居家办公的背景下，浦东
各社工机构号召并组织全体社
工，或就地转化为抗疫志愿者参
与社区防疫，或加入街镇参与防
疫支援工作，或投身到方舱一线
与医护并肩作战。 他们化身暖心

“大白”， 为自己所居住的社区、
街道、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6 日，浦东
的社会工作者累积参与社区防
疫志愿服务约 62000 小时。

上海中和社区矫正事务所
的社工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居民生活保
障、社区垃圾清运、核酸抗原检
测、物资运输发放、给居民配药
等。 同时，该机构还有四位社工
分别投身到周浦、世博、新国博
方舱的运营工作中，协助方舱指
挥部党委开展各项工作。 浦东公
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还
充分发挥工会系统中社会工作
者的人文关怀和资源链接的优
势，协助居村建立居民参与志愿
服务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有效渠
道，做好志愿者管理。

（据“浦东民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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