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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5 版）
沟通完毕，刘珈宇紧急开展

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在全国召集有经验的

心理志愿者成立心理援助专家
组，因参加过援助武汉的心理志
愿者的经历， 很快召集了 41 名
心理专家，随时准备开展心理危
机的干预。

第二，入驻自由港社区居民
群，动态观察居民们的状态及心
理反应，与此同时，组织心理学
专业大学生作为心理援助专家
的助理，协助心理专家维护居民
群，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快
速反应。

第三，通过个人社会关系连
线石家庄首例新冠患者的接诊
医生、 石家庄第三医院范玮沟
通，了解一线患者及医护人员的
心理反应，以便于专家志愿者有
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在掌握了基本信息之后，
“我们开展的工作采取的方法都
是线上，通过分层次、分类别的
方式建立微信群，比如建立社区
居民群， 将居民统一放在一个
群，因为居民遇到的情况大抵相
同;建立志愿者心理守护群，用来
帮助志愿者开展志愿活动时，家
里需要援助的情况，例如孩子需
要辅导功课、老人需要陪伴聊天
等情况; 建立医护人员心理援助
群，用来援助一线医护人员;建立
基层干部群，用来帮助社区的书
记、办事处主任在执行不同任务
时产生的心理反应。 ”分门别类
建立完援助群后，刘珈宇会为不
同对象的群体专门录制“导语”
音频。

针对突然封城居民产生的
焦虑、恐惧等情绪，刘珈宇为他
们录制了“防疫金钟罩安全冥
想”、“送给大家的一剂心灵良
药”等音频，通过心灵的催眠，让
居民的心安静下来; 针对医护人
员，刘珈宇给他们录制了减压放
松的导语，能够让他们在休息时
通过听音频让自己放松下来。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心理志
愿者面临的困难是很难前往一
线，很多时候，刘珈宇只能靠自
己的专业共情能力去感知一线
发生的情况，并思考能给予怎样
的心理援助。

在刘珈宇看来，最难的还是
受助人群对心理志愿者的不了
解，在他们的认知层面，并不了
解心理援助究竟能为他们带来
什么积极作用，很多人还停留在
“有病才会接受心理援助的认知
层面上”。

令珈宇感到欣慰的是，通过
援助部分求助者迅速脱离了心
理危机。 小贾(化名)是石家庄某
医学院的学生，因放假从石家庄
回家被当地拉到某地隔离，他不
知道自己被隔离的地方在哪儿，
也没法跟家人见面，住宿条件非
常艰苦，更不知道自己将被隔离
多久。 小贾心理感觉被关在“牢
笼”，一度处于焦虑、紧张、完全
不能休息的状态。

当刘珈宇接到小贾的援助
电话后， 第一时间与小贾共情，

“我完全理解并体会你现的状态
和情绪反应，如果是我遇到这个
情况可能也会跟你一样不知所

措。 ”刘珈宇说。
“同时，我会线上陪伴您，在

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准备怎么度
过，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让你好
受些？ ”

“我不知道! ”小贾回答道。
但从声音里刘珈宇能明显

感受到小贾的情绪开始渐渐平
稳，当了解到求助者除了突然隔
离带来的恐慌焦虑不知如何熬
过封闭时间后，刘珈宇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

“如果你不知道，我提一点
建议，作为医学生，是否愿意加
入到我们志愿者的行列，利用你
所学医学知识和我们一起为其
他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我需要
录制导语， 关于医学方面的小
知识你可以帮我整理， 比如关
于肺脏、心脏、肾脏的解剖位置
和预防疾病的一些方法， 有没
有快速有效又能让居民接受的
保健小方法等， 作为医学专业
的学生可以为大家服务做贡献
的同时， 也可以让你接下来的
时间有价值和意义！ 如果你愿
意， 我将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
群。 ”刘珈宇说。

刘珈宇的这个建议毋庸置
疑迅速为小贾打开了一扇窗，小
贾迅速恢复平静并准备开展工
作体现自己的价值。

据刘珈宇介绍， 截至目前，
在石家庄疫情防控过程中，石家
庄安心小屋共计服务 3000 余人，
包括医护人员、居民、心理志愿

者、基层干部等，与此同时，还通
过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热线专
员连接，针对居民打来的电话来
分析自己应该开展哪些有效的
援助工作。

经历此次疫情，刘珈宇最大
的感触是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
社工与心理志愿者应该形成一
个联合组织，建立长效机制。 心
社联动的工作实体“安心小屋”
在疫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因为
社工能够第一时间前往一线跟
居民进行连接，但是遇到突发性
的心理问题需要干预时，作为专
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迅速共情
并快速采取有效的干预方法解
决问题。

“发挥各自的特长，联合作
战，将安心小屋的八大系统发挥
作用，效果一定会更好。 ”刘珈宇
最后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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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2 日， 通化市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5 例，疫情很
快蔓延了整个东昌区。

作为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
愿者协会会长，李亚南没有半点
犹豫，当晚迅速在志愿者群里呼
吁并招募志愿者。

“明天我们要招募志愿者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能参加的请扫
码报名。 ”招募的消息发出后，直
至深夜， 群消息都没有停过，天
亮了，140 多个防疫志愿者报名
并成立了专门的微信群，时刻准

备投身战“疫”。
这一夜李亚南都没有合眼，

积极报名的志愿者们让她深感
肩上的责任重大，“我必须要首
先保障家人们的安全。 ”

于是李亚南临时做了个决
定，从协会为数不多的经费中拨
付资金为志愿者购买疫情保险，
“60 多元每个人， 虽然保障不算
高，但至少是个保障。 ”

“后来，通化市团市委了解
了这个情况后， 与保险公司联
合，开展了免费领取疫情保险的
活动。 ”李亚南补充道。

1 月 13 日一早，李亚南带志
愿者团队来到龙水社区，为隔离
的山水佳苑小区运送生活物资，
给居民入户送菜、倒垃圾、坚守
小区卡口、协助医护人员入户做
核酸检测等工作。

随着疫情形势不断严峻，全
国各地的基金会不断对通化市
开展援助，还为李亚南及团队配
备了消杀枪，就这样，全市的消
杀工作任务也落到了李亚南和
团队的头上。

1 月 15 日，刚忙完一天准备
吃饭的李亚南接到通知，要求协
助医护人员做第一轮全员核酸
检测， 并在每个居民楼下搭帐
篷，于是李亚南迅速吃完饭后开
始组织志愿者团队前往社区搭
建，那一天从晚上 8 点一直搭建
至凌晨 6 点，李亚南和她的团队
一夜没合眼，早上 7 点继续组织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过年前，政府给老百姓配备
了一些蔬菜和生活物资，这些物
资每天基本都是晚上 11 点左右
到， 等卸完菜再送到居民家里，
李亚南每天最早可以回家的时
间已经是凌晨三四点。“因为东
北的室外温度低，送来的蔬菜怕
冻，所以无论多晚我们都会第一
时间将菜送到居民手里。 ”

“疫情期间我的睡眠时间每
天平均是 2 到 3 小时，那段时间
经常是开车等红灯时就睡着了，
等到变成绿灯也不知道，就被后
面使劲摁喇叭的声音惊醒。 ”李
亚南说。

但这些并没让李亚南感觉
到辛苦，她说团队中比她辛苦的
还有很多。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她们
协会的副会长，每天工作服务的
地方离家较远，因为不会开车他
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往返。“早上 6
点出门，晚上不定时下班，有时
候忙到凌晨一两点。 东北的室外
温度很低，经常看到他来上班时
头发和眉毛都结冰了。 后来大家
实在看不下去了，会开车的志愿
者就每天开车接送他。 ”

即便每天忙碌，即便每天平
均睡眠不足 3 小时，也没让李亚
南觉得苦，唯一令她觉得难的是
管理志愿者。

“协会共有志愿者 300 多人，
但我面临的却是全通化市千余
名志愿者，需要负责协调统筹安
排这些志愿者的工作。 对于本协
会的志愿者我了解每个人的情
况，但协会外的志愿者我并不了
解。 ”李亚南的担忧是志愿者的
目的性，因为有些志愿者是想通
过志愿者的身份取得出入证，方
便进出。

在李亚南看来，如果志愿者
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很容易呈
现志愿者的不专业，比如在社区
开展工作， 很多志愿者无从下
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空有一腔
热情。

为此， 李亚南向市政府提
议，将通化市所有的志愿者团队
统一管理，实施网格化管理。“志
愿者就近服务， 家住在哪个社
区哪个街道， 就近服务该社区
和街道。 ”

自疫情防控开展以来， 通化
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共计组
织千余名志愿者在 21 个社区开
展为封闭小区送物资、消杀、卡点
站岗、 协助核酸检测等防疫志愿
服务活动，累计人次 3254次。刘珈宇为医护人员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凌晨 12 点接到通知为居民配送蔬菜包 工作了一天的志愿者摊在地上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