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万”的捐赠图标发出后，
群内呼声阵阵，点赞及击掌动图
此起彼伏 ， 接龙状态持续 。 “5
万”、“1 万”……每一个捐赠图标
的出现都意味着群友为公益的
一次爱心奉献。

5 月 18 日，第五届企业公民
（东升汇） 俱乐部慈善活动正式
开启 ，这一天是企业公民 （东升
汇）俱乐部的慈善日。 一群来自
政界、商界、文化艺术界、学界的
海、内外精英人士通过网络汇集
在一起，用心营“善”。

截至 5 月 19 日 17 时， 此次
活动共为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安心小屋” 公益项目筹得善款
共计 1314000 元， 所有善款将全
部进入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会，用于专门支持“安心小屋”项
目发展。

89人、92次捐赠1314000元

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公民
（东升汇） 俱乐部在全力投入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积极开展
线上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

“安心小屋”公益项目发展。
5 月 18 日下午 1:58，距离线

上正式捐赠还有数个小时，首笔
捐赠已经诞生。 企业公民（东升
汇） 俱乐部会员个人捐赠 5 万
元，引发群友关注，点赞、比心纷
至沓来。 其后，捐款接力持续，正
式开启捐赠活动前已有会员捐
出 55 万元善款。

18 时 12 分，首个 10 万元捐
赠出现……

截至 5 月 19 日 17 时， 今年
5.18 企业公益（东升汇）俱乐部
慈善活动共有 89 人参与， 共完
成 92 次 捐 赠 ， 共 捐 赠 善 款
1314000 元。

企业公民（东升汇）俱乐部
主席刘京表示：“俱乐部已经举
办了五个 5.18 慈善夜。在责任和
担当的感召下， 我们汇聚在一
起，为公益发力，将企业公民的
精神向更广泛的群体扩散，努力

点燃他人的希望。 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最后阶段，我们通过三
社联动及‘社工+心理’的服务模
式，为疫后心理重建提供专业服
务和综合支持，助力平安中国健
康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让这个
社会更有温度。 ”

助力“社工+心理 ”服务疫
后需求

安心小屋是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心社联动送安心”公益
行动的社区服务载体，立足社区
提供一站式心理援助服务基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要平
台、社区居民心理减压，情绪支
持的温暖港湾。

在社区落地“安心小屋”，通
过心理服务设备设施等硬件、智
能心理服务系统等软件、 社工+
心理等服务， 协同社区工作者、
居民骨干等开展工作，共建社区
心理援助服务体系和常态化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 收集民众心理
与心态变化， 反馈社区管理人
员，避免干群冲突，化解社区矛
盾，为疫后心理重建期工作的开
展打下基础。

4 月 20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心社联动送安心”公益行
动首批“安心小屋”落地武汉市
江岸区和东西湖区。 作为疫情之
下心理援助的服务载体，“安心
小屋”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通
过预警评估、AI 自助、分级转介、
个案咨询、危机干预、培训督导
等八大服务系统，心理+社工，线
上+线下， 立足社区为各类重点
群体和一般社区居民提供一站
式心理服务。

安心小屋的职能主要包括：
在疫情之下，为重点对象提供心
理援助和危机干预， 在疫情之
后，为社区居民提供常态化心理
服务。

安心小屋的理念是：立足社
区、发动社区、服务社区、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安心小屋具备八大服务系
统，预警评估、智能自助、分级转
介、个案咨询、危机干预、培训督
导、科普宣传、文化活动。

项目面向两类人群开展服
务，一类重点人群提供服务。

一是通过“心社联动”平台，
面向社区老年人、残疾人、未成
年人， 武警官兵与军人及其家
属，社区矫正等人群特点，定制
不同的服务方案，在疫情紧急期
和疫后心理重建期，开展不同形
式的综合支持与心理援助工作。

二是面向一般社区居民开展
服务。面向普通社区居民，做好居
家心理陪护，通过社区公告栏、社
区微信群、 微博等方式宣传心理
保健知识; 在疫后心理重建期开
展地面的心理咨询、 沙龙以及团
体辅导、文化活动等工作。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
书长宋万召表示，作为立足社区
的心理服务载体，除了专业实用
的心理减压、情绪宣泄、团体活
动等设施设备，“安心小屋”还配
备了 AI 心理自助智能服务系
统，居民可通过小程序与“安心
密友” 机器人进行对话聊天，舒
缓压力，改善心理状态。 同时，组
建“社工+心理健康工作者+一般
志愿者”服务团队，扎根社区、服
务社区。

深耕公益 11 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2009 年 8 月 6 日，一群具有

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创办了企
业公民（东升汇）高尔夫俱乐部。
俱乐部秉承“莫逆于心 遂相与
友”的企业公民理念，为优秀企
业家和热心公益的政界精英、社
会名流、媒体领袖们搭建起高端
交流平台，使大家能够一起分享
快乐、交流经验、探讨得失，在切
磋互勉中关心彼此、温暖自己。

2015 年 5 月 18 日， 以倡导
“高端私享生活方式” 理念的北
京东升汇俱乐部正式对外迎宾，

此后每年 5 月 18 日这一天定成
了企业公民（东升汇）俱乐部的
慈善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是俱乐
部第 5 个慈善日。 五年来，每年
的慈善日都会关注不同的公益
议题。

2016 年 5 月 18 日， 慈善晚
宴关注“为了妈妈”公益项目。

2017 年 5 月 18 日， 慈善晚
宴关注“播种计划”公益项目。

2019 年 5 月 18 日， 慈善晚
宴关注“八石里洲上”公益项目。

2020 年 5 月 18 日， 慈善晚
宴关注“安心小屋”公益项目。

五年来，慈善晚宴共为公益
事业筹集善款超过 750 万元。

企业公民（东升汇）俱乐部
主席刘京指出：“企业公民（东升

汇）俱乐部的大家因高尔夫紧紧
相识， 但又并非仅仅以打球相
聚。 我们强调任何一个企业家要
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公益
慈善社会责任理念就是俱乐部
会员的使命和标准。 俱乐部会员
们的交集是有责任和担当的企
业家群体。 ”

今日之中国，企业家追求的
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更注重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
业，以财富回馈社会。 他们不仅
追求高尚生活，更崇尚人格的完
美， 他们更渴望有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的伙伴，他们是达则兼济
天下的践行者和先行者。

2020 年是企业公民（东升
汇）俱乐部走过第 11 个年头，深
耕公益之心却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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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5·18 慈善日”发起线上捐赠
助力“安心小屋”公益项目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近日，民政部印发《关于组
织开展 2020 年社会工作主题
宣传活动的通知》。 此次主题宣
传活动从 6 月 1 日至 7 日，以
“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 托起希
望”为主题。

此次活动的目标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与社会工作宣传活动，结
合“六一”国际儿童节，广泛宣传
社会工作在参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推动儿童关爱保护、助力
脱贫攻坚、协同社会治理等方面
取得的良好成效，进一步弘扬社
会工作专业精神，展示社会工作

实践成果，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
认同，营造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
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社会工
作、 儿童福利职能处室密切配
合，紧紧围绕宣传主题，结合地
方实际和社会工作特点，制定活
动实施方案， 精心组织安排，扎
实做好宣传活动各项工作。

鼓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
会工作学会及各级社会工作行
业组织等相关组织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向全国高校社会工作院
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专业社

会工作者发出倡导，号召他们开
展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推动社
会工作健康发展。

《通知》强调，要突出重点内容。
结合“六一”国际儿童节，围

绕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宣传
儿童福利政策、 推广特色服务项
目、发掘先进服务模式、展示丰富
实践成果、梳理典型服务案例、讲
述优秀社工故事， 加强公众对儿
童社会工作的认识与理解， 不断
提高儿童社会工作的知晓度和认
同度， 为建立健全儿童关爱保护
体系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紧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同步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和政策解读，湖北省等疫情严重
地区结合拟开展的疫后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充分展示社会工作
者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宣
传社会工作者提供心理疏导、情
绪支持和保障支持等服务的事
例，引导公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社
会工作服务。

《通知》要求开展活动要确
保安全有效。

在活动方案设计上，要结合
社会大众、服务对象和从业人员
等不同群体特点和需求， 分群
体、分类别进行宣传策划和宣传
活动；在活动开展形式上，要根
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情况，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提
前做好风险预估和风险防控，充
分利用社会工作线上、线下服务
平台，选择安全、合理的方式进
行活动宣传； 在活动参与环境
上，现场活动要保障活动场地具
备安全参与条件，根据需求配备
好口罩、 消毒水等防护物资，保
持活动人员安全互动距离。

此外，《通知》还明确提出社
会工作宣传活动要按照节俭办
活动的原则，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要求，加强过程监管，杜绝
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在活动的
组织过程中， 提倡勤俭节约、力
求简朴高效。 （王勇）

2020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将于 6 月 1日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