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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社工：
织好“抗洪防护网”
最后一米

郑晓茵是土生土长的英德
人，对每年一遇的“龙舟水”早就
习以为常。 然而受连续强降雨影
响，今年的“龙舟水”从来势上就
与往年有很大不同。 6 月以来，英
德北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水文
监测站出现了 36.10 米左右的洪
峰水位，超警戒 10.10 米。而同一
站点，历史实测最高水位是 1994
年的 34.51 米。水位突破极值，全
市紧急停课、停工、停航，英德市
启动防汛 I 级响应。

在此情形下，英德市易受浸
地区接到通知：请辖区居民尽快
搬离住所一楼，紧急前往高层避
险或撤离。

和其他居民一样，郑晓茵一
家也将部分必需品集中到了自
家二楼。 当晚 12 点收拾妥当，郑
晓茵没顾上休息，马上用微信和
同事们交流起工作来。 郑晓茵所
在的英德亮石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以下简称“亮石社工”）是英
德第一家本土社会工作机构，拥
有多年社会工作服务经验。 面对
突发灾情，大家早已从意识和行
动上切换至社工的职业身份，提
前组建工作小组投身救灾工作，
制定“灾害救援+后勤协调+心理
保障”并行的工作规划。

社会力量协同应对

面对汛情，亮石社工邀请了
在紧急救灾和灾后重建领域有
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壹基金以及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专家
一同梳理工作重点，包括救灾策
略、 联动范围以及灾后与政府、
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汇报机制，亮石社工理事陈观霞
负责整体的救援统筹和物资协
调工作。 早在亮石社工成立前，
陈观霞就组建了“英德亮石志愿
者协会”，并担任协会会长。 在此
次英德洪灾中，两个机构在运转
物资、核实求助信息、为安置点
提供服务等后勤保障工作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灾害来临，不管是受灾群众
还是救援人员，甚至是间接接触
灾难的非受灾人群，都可能出现
不同程度的负面心理反应。 为减
轻群众因突发灾情产生的焦虑、
恐慌等情绪，亮石社工联合英德
市心理关怀志愿服务队快速筹
备心理援助相关工作，社会工作
者的组织能力和专业辅导能力

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此次灾害中，子强父母所

在的村落受灾严重。 他通过电话
询问父母的情况，言语间也表达
着自己的焦虑。“亮石社工借助
社会各界的力量，链接心理专家
团队来应对这样的求助。 ”郑晓
茵说，“我们不仅要妥善安置受
灾老人，也在不断安抚像子强这
样在外打拼的家属，让人在外地
的他们放心。 ”

灾害发生后，很多像亮石社
工、心理关怀志愿服务队这样的
社会组织陆续行动起来，链接各
方资源积极参与救援，为解决居
民情绪困扰和生活困难提供了
多种方案。

而在民政工作与社工专业服
务深度融合的基层服务平台，一
批由政府直接聘用管理的社会工
作者也充分展现了深度扎根本土
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即广东“双
百”社工服务站的社工。“双百”社
工服务站是广东省民政部门在本
土化优势基础上建立的， 深深扎
根于当地的基层服务平台。“双
百”就是该项目的实施目标，即未
来实现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 100%覆盖、困难群众和特殊群
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覆盖。

英德桥头镇社工站是“双
百”队伍中的一员。 受洪峰影响，
桥头镇新益村突发两次洪灾侵
袭。 桥头镇副镇长兼社工站站长
林清紧急部署疏散群众事宜，桥
头镇社工站副站长钟汝克、陈国
兴立即在社工站微信群通知所
有社工同事：同事们，灾情紧急，
咱们这个周末不休息了，三个驻

村社工点社工开始紧急有序疏
散群众，一定要确保群众和自身
的安全。

记者了解到，桥头镇社工站
下设三个驻村社工点，社工们常
驻村委，对村民及其社会关系十
分熟悉。 驻村点社工第一时间与
村委会、 村民理事会取得联系，
确定“幸福院”为紧急安置点。 随
即， 以驻村点作为中心联络站，
社工第一时间找到村民代表，请
他们发出紧急疏散通知，并和村
干部一起组织村民以户为单位
向“幸福院”集中；钟汝克、陈国
兴带领社工现场救援。

有位村民这样描述当时的情
景：“社工与救援人员不分昼夜，一
趟又一趟地把受困的老人和孩子
转移出来，背到幸福院进行安置。 ”
仅用十几小时，桥头镇社工站所服
务的六个村的近 700 位村民全部
得到顺利安置，无人员伤亡。

角色转换，助力灾后重建

随着洪水逐渐退去，社工的
工作重心也转到灾后重建中。

在桥头镇社工站服务的几
个村，群众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用
水问题。 受地理因素影响，当地
饮用水水源并不丰沛，许多村的
自来水引自几公里外甚至更远，
一条供水管道横跨几个乡镇。 灾
害发生时，自来水供水管道在强
大的外力和泥沙的作用下发生
爆裂，自来水供应基本中断。

在这种情形下，当地政府部
门统一部署，桥头镇社工站迅速
联系了清远市消防救援支队，两
辆水罐消防车分成两组前往桥
头镇停水区域，将饮用水送到群
众家门口。 社工和消防官兵一边
接好水管放水，一边主动帮助有

需要的老人、妇女、残疾人装水、
抬水。 目前，桥头镇居民每天都
能取到足够的生活用水。 同时，
驻村社工们每天分片分区提前
规划走访，逐家逐户精准了解群
众诉求，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除组织社会力量提供救灾
救助及物资援助外，帮助受灾群
众重树生活信心的心理援助工
作也在进行中。

灾害发生后， 在广东省减灾
救灾应急协会的统筹下， 亮石社
工邀请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以
及具有救灾工作经验的心理学专
业人士，以受损严重商户、受灾严
重群众、 儿童青少年为主要干预
对象， 持续开展灾后心理辅导工
作， 受到服务对象和广大群众的
广泛认可。目前，亮石社工每天仍
会接到很多心理学相关专业的人
士咨询电话， 咨询如何到受灾一
线成为一名心理辅导志愿者。

打通灾害救助“最后一米”

灾害发生时， 广大社工是
“志愿者”“协助者”，同时也发挥
着链接资源的“中介者”“协调
者”功能。 而在主动探讨问题解
决的策略并提出专业化建议过
程中，他们更成为了解决问题的

“主导者”和“先行者”。
伴随着角色的转换， 广大社

工在此次洪灾中合力编织了一张
“抗洪防护网”。 带着极致专业的
服务精神， 在本土化的社会工作
体系下，他们将这张网精准到“最
后一米”，最大限度地触达群众。

而为了做到“最大限度”，从
2008 年支持民办社工机构、到
2017 年“双百”工程的实施再到
如今， 广东省积极探索了十多
年。 清远市清城区社工协会秘书

长雷杏珊对此很有感触。
雷杏珊表示，为推动社会工

作职业化、 专业化和本土化发
展，广东省采用了支持民办社工
机构发展和政府直聘“双百”社
工双轨并行的模式。 在本次洪灾
中，清远市本土民办社工机构和

“双百” 社工服务站的迅速响应
和有效行动，充分展现了社会工
作在参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功
能，成为本地应急救援工作中保
护群众、照顾群众、安抚群众必
不可少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
会工作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清远社会工作发展促进会
秘书长、清远“双百工程”督导办
公室主任曾艺飞分享了一组数
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17
时， 参与防汛工作社工人数为
770 人， 发动组织志愿者 689 人
参与防汛工作。

曾艺飞认为，民办机构社工
与“双百”社工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协同开展社会工作，这是广
大社工参与此次抗洪抢险工作
呈现出的最大特点，也凸显出几
大优势。

“首先是资源链接的广泛，
最大程度地链接了与灾害应急
相关的社会组织、 公益慈善资
源，社区志愿者资源，及时有效
地急群众之所需；其次是覆盖面
广，镇街社工站加上民办社工机
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服务支持
网络；第三是‘在场优势’明显，
当群众需要这支队伍的时候就
要站得出来真正发挥作用，而不
是待在办公室里等着服务对象
上门。 转移群众、清除淤泥、走访
群众、情绪疏导、链接资源、帮扶
救助……哪里需要，社工就在哪
里。 ”曾艺飞谈道。

清远“双百”社工站协同乡镇（街道）帮助受灾地区复工复产 英德社工为受灾群众做心理辅导

每年六月份， 广东清远英德市总会迎来持续性大范围
降水。 因为是在端午节前后，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所

以也被当地人称为“龙舟水”。

■ 本报记者 韩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