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急关头我没有理由不上”

武汉禁毒社工在战疫行动中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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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湖北武汉紧急动员全力抗击疫
情。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湖北
省武汉市专职禁毒社工一个个
挺身而出 ，主动请缨 ；范荣一次
次给强戒人员家里送米送肉，两
位老人多次感动落泪；吴国璋像
一把万能钥匙，哪里需要就奔向
哪里 ；90 后警嫂 、新手 “宝妈 ”蔡
思思说：“我是共产党员，这种危
急关头，我没有理由不上也不可
能不上。 ”

他们穿梭在社区、街道开展
疫情防控，是宣传员、卫生员、登
记员 ，是清洁工 、送餐员 、搬运
工。 今日，我们从武汉禁毒部门
了解到禁毒社工们的战疫故事。

她是 90 后警嫂、新手“宝
妈”也是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家中宝宝仅有一
岁半的新手宝妈，蔡思思开始也
曾犹豫过：丈夫是民警，春节前
被抽调到防控一线，一直住在派
出所没有回家；家中宝宝年幼黏
人，仍然需要细心照顾。 随着疫
情日渐严重，辖区内药物维持治
疗人员的需求日渐加重，蔡思思
还是将孩子送到父母家中，主动
请战。“疫情当前，是党员就应该
挺身而出。 ”蔡思思安抚着家中
担忧的老人，“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这种危急关头，我没有理由
不上也不可能不上。 ”作为一名
90 后禁毒社工，她主动向硚口区
长丰街道申请参与到防疫禁毒
战役中。

长丰街辖区内有 8 个疑似
患者隔离点，任务重，压力大，大
伙儿都在连轴转。 而因疫情原
因，辖区内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戒
毒人员多达数十人，遍布数个社
区， 为了保障戒毒人员按时服

药，蔡思思每隔三天还要向派出
所里申请警车去第一健康门诊
领取药品，并逐家逐户将药物送
到戒毒人员家中。 因范围广、人
数多、药量大、时间紧，蔡思思同
志自告奋勇， 向街道报备后，蔡
思思驾驶私家车接送各个社工
并运送药品，同时，细心的她还
自备酒精喷雾、84 消毒液， 随时
消毒，提醒领取药品的戒毒人员
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居住于长丰社区的周某身
患具有传染性的自身免疫系统
疾病，个性冲动易怒，常因言语
就跟人起纠纷，还曾在毒瘾上来
时与警官起过肢体纠纷。 在多次
送药上门后， 他放下戒备心理，
多次向警务室感谢蔡思思同志，
他表示经常担忧别人歧视他，但
是温和亲切的蔡思思却总是和
风细雨地问候他， 关心他的需
求，照顾他的情绪，他会好好配
合戒毒，按疫情防控要求居家隔
离，再不给社会添麻烦。

蔡思思说，作为一名 90 后，
她见证了历史也参与了历史；作
为一名宝妈，她坚信自己为孩子
树立了一个坚强勇敢的榜样；作
为一名党员，她无悔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

给强戒人员家里送米送肉
两位老人感动落泪

自从成为张家湾街中心戒
毒社区专职禁毒社工，范荣逐渐
走进了戒毒人员施某的家庭。 施
某因吸毒离婚多年， 父母年事已
高，孩子读小学五年级。家里的生
计靠两位老人的退休金艰难维
持。为了年幼的孙子，施某年迈的
老父亲经常去大市场捡一些别人
丢掉的菜。 2019 年，施某因复吸
被送至强制隔离戒毒所。

疫情袭来，两位老人和孩子
在家艰难度日。 武汉疫情防控形
势愈发严峻，社区封闭，范荣担
心二老和孩子的生计，联系社区
给老人送爱心菜，老人不想给社
区添麻烦拒绝了。 3 月 8 日中午，
范荣接到施妈妈的电话，说家里
没有米了， 维持生计成了困难。
由于社区团购配送需要时间，范
荣想到自己家昨晚才买到的大
米和几斤肉，便全部拿上，顺便
把自己儿子的零食也拿了一盒
带去。 当范荣准备离开，两位老
人激动得流下眼泪。

3 月 9 日上午， 范荣给居民
送急用药后，得知施家没有可用
的口罩，收集了一袋送去，还把
施爸爸塞给她的 100 元放在装
口罩的袋子里， 悄悄还了回去，
还带去了热干面、 自家做的包
子。 范荣回家后打电话告诉施妈
妈那 100 元钱放在袋子里，两位
老人不停地说谢谢。

3 月 10 日中午，范荣收到了
孩子小施的班主任发来的信息，
说小施没有上网课，希望范荣去
施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范某得知
施家没有电脑， 送去了平板电
脑，连上网，告诉孩子按时上网
课，每次去总带着自己亲手做的
包子。 年幼的孩子不会表达感
谢， 却在日记本上将范荣称为
“范妈妈”。

到了 3 月底，施某的父母因
为没有绿码无法去银行取款，生
活困难。 范荣找同在社区做志愿
者负责团购的同事景玉金帮忙
买肉，3 月 31 日拿到肉送去给施
妈妈，分文未取。

第一时间主动请缨转战社
区、隔离点、殡仪馆

疫情暴发后，武昌区石洞街

禁毒社工吴国璋第一时间主动
请缨参与社区防疫。 他身兼数
职， 除了做好禁毒社工本职工
作，利用电话、微信等方式与辖
区吸毒人员及吸毒人员家属进
行联系，帮助困难吸毒人员解决
生活问题外，还参与运送爱心蔬
菜、夜巡值守、转运病人等工作。

白天，他在社区进行疫情防
控宣传、禁毒宣传等工作；夜间，
与同事一同对辖区开展疫情防
控宣传，并开展夜巡值班，加强
安全及消防巡查。 有时遇上突发
情况，需要配合街道运送病人及
家属去医院看病治疗。

2 月 12 日至 3 月 15 日，一
个多月的时间，由于密接隔离点
人手不足，社工吴国璋又在辖区
密接隔离点酒店参加值守，他当
起了登记员、清洁工、送餐员、搬
运工等。 在密接点值守时，他需
要对隔离人员每天三次测量体
温， 每天对隔离点消毒两次，隔
离人员的一日三餐送到房间门
口，每天打扫卫生、清理垃圾至
少 2 次。 有时还需要为隔离点人
员送药， 送食品和日常用品，为
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当疑似病人出现症状时，吴
国璋除了需要做好日常报表以

外，还陪同去疾控中心、医院，做
核酸检测。在此期间，通过微信了
解到有一名吸毒人员的家属在生
活上遇到困难， 这名吸毒人员向
吴国璋求助。 社工吴国璋立即联
系了在中心戒毒社区的社工叶
青，与社区协调好后，两人一同前
往了吸毒人员家中， 为其家属解
决了困难，并送去了爱心蔬菜。

从隔离点回来后，社工吴国
璋没有回家休息，仍继续在街道
协助街道党委继续开展防疫工
作，帮助转运物资，陪同居民去
疾控中心做核酸检测，每天对各
个辖区封闭点工作人员送水、酒
精等物资， 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分
发物资。在街道领导的带领下，对
准备复工的企业进行复工前的安
全及消防检查。随后，吴国璋被派
到江夏殡仪馆驻点， 作为区派的
驻点工作人员进行善后事宜协调
工作， 协助街道为前来办理后事
的居民群众进行接待、 答疑，并
协助居民办理相关事宜。

两个多月来，吴国璋一直奋
战在抗疫前线，回家的次数寥寥
无几， 家中还有 70 多岁的母亲
需要人照顾，他舍小家、为大家，
默默为武汉千万家庭奉献着。

（据《楚天都市报》）

为降低孤弃儿童发生群体
性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儿童福
利机构普遍采取了封闭管理举
措。 封闭状态下如何保证机构的
正常运行和儿童的身心健康？ 江
苏省无锡市儿童福利院的社会工
作者团队坚守一线， 为机构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专业力量。

主动全面介入
助力封闭管理

封闭管理之初，社会工作者
发挥跨专业联合协调者的优势，
整合院内医疗、康复、教育、保育
等专业资源 ， 对在院儿童 、26
户寄养家庭和职工进行了全面评
估，排除院内感染风险。 紧接着，
福利院社工部拟定并发布了《暂
停志愿服务通知》，制订了疫情防
控社会工作支持指南和突发状况
应急预案， 并面向服务对象和一
线人员提供强身健体、卫生习惯、

心理疏导等综合性指导意见。
封闭管理后，社会工作者进

入班组， 与一线职工朝夕相处，
既分担儿童的日常照料任务，又
对有情绪波动的职工给予情感
上的支持。 社会工作者为同事们
提供疫情科普、情绪疏导和减压
支持等服务，在工作场所全天播
放有利于舒缓情绪的轻音乐，将
原来一周一次的职工沙龙活动
随机化，组织在院职工做音乐冥
想、运动放松等活动，缓解躯体
疲劳，增强心理韧性。

在疫情加重、 一罩难求的情
况下，社会工作者积极链接资源，
争取到了口罩和其他防疫物资，
解决了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

发挥专业优势
呵护儿童心理

为消除福利院儿童对疫情
传播的恐慌情绪，增强其防控意

识，社会工作者精心制作了社工
抗“疫”行动系列小视频，用通俗
易懂、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讲
解疫情防控措施，引导儿童做好
个人防护。

在封闭状态下容易产生厌
烦情绪，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成为
社会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每名社
会工作者负责约 20 名儿童的个
案跟进，利用进入班组全天候服
务的机会观察儿童生活细节，加
强互动， 对儿童出现的害怕、烦
躁、 恐惧等负面情绪及时干预，
通过组织各种小组活动放松心
情，调整心理状态，让儿童慢慢
适应封闭状态下的生活。

考虑到儿童身体条件、智力
水平和社会适应性差异，社会工
作者还通过小组活动，在确保满
足儿童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根据
班组特点和共性需求，开展“爱
的守护与陪伴”主题活动，组织
棋牌、动漫、电影、话家常等趣味

小组活动，愉悦儿童身心。 春天
来了，孩子们无法像往年那样春
游踏青，情绪较为低落。 社会工
作者就收集整理富含春天元素
的影像资料进行播放，让孩子们
感受春的气息。 在手工活动中，
社会工作者带着孩子们做迎春
花的布贴画，寄托疫情结束春暖
花开的美好向往。

淡化疫情影响
延续亲情陪护

受疫情影响，全院暂停了志
愿者亲子陪护，这让习惯了每周
见到“爸爸妈妈”的儿童很失望。
社会工作者在征求孩子们意愿
的基础上，建议志愿者采取视频

“陪护”的方式与孩子们“见面”，
并在院内准备好场地和设备等。
每到亲子陪护时间，儿童和志愿
者借助电脑、手机“面对面”地分
享生活点滴，沟通情感，“隔空见

面”让孩子们渴望亲情的心灵得
以慰藉。

福利院封闭管理后，生活在
寄养家庭的儿童不能回院上课，
社会工作者就通过微信视频和
电话了解儿童在寄养家庭的生
活状况，每日跟踪监测寄养儿童
体温情况， 分享防疫小贴士，指
导家长每日打卡填写抗病毒小
勇士记录表，帮助儿童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为充实寄养儿童漫
长的假期生活，社会工作者给他
们送去益智玩具、学习材料和防
护用品等，指导寄养家长在家开
展亲子互动，增进亲子情感。 对
两名正在读小学的寄养儿童，社
会工作者积极与学校沟通，按照
要求协助家长做好上网课的各
项准备，保证其每天完成网上听
课的任务。

在社会工作者全方位助力
下，福利院里的生活祥和如初。

（据《中国社会工作》）

儿童福利院社工抗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