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刘瑞凡

构建服务矩阵

“大家拿好水桶和抹布，我们今天的
任务是把这条村组道路的垃圾桶擦洗干
净，有没有信心？”3 月 8 日，宣城市宣州区
寒亭镇通津村五彩志愿服务队正在开展
“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 村里的孩子们纷
纷参与进来，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热情高涨
地开展义务劳动。

“村里的小朋友们既是我们的服务对
象，也是我们发展的小小志愿者。 ”通津村
五彩志愿服务队队长许杰告诉记者。 他介
绍，通津村结合本村实际，在 2019 年 1 月
成立了一支由党员、“五老”人员、乡土文
化人才、创业返乡人士等群体组成的“五
彩志愿服务队”， 分别为绿色政策宣讲志
愿服务队、 蓝色调解和事志愿服务队、橙
色文化活动志愿服务队、黄色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 红色帮扶关爱志愿服务队，以
此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

宣州区 2018 年成立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24 个乡镇街道、203 个村
(社区)积极发动镇村文化能人、致富能手、
退伍军人、乡村教师等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宣州区中心志愿服务队还采取“专业服务+
社会服务”的模式，吸纳吴良材眼镜等 14
个社会公益组织加入，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积极引导、吸纳社会公
益组织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宣城市先后出台《关于全面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实施意见》，明确市抓指导、县抓实施、乡抓

推进、村抓落实的纵向贯通责任机制，以及
党建、文化、科技等部门横向联动的“6+X”平
台体系，7 个县级中心均组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 全市共配置志愿服务队
7986支， 志愿者 39.6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15.83%，形成凝聚服务全局的强大合力。

细化志愿项目

3 月 9 日上午，宣城市宣州区锦城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彩虹桥驿站志愿服务队
深入文景苑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深入小区
每栋每户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页。 彩虹桥
驿站志愿服务队队长叶红告诉记者：“宣传
活动目的在于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
了解，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促使居民
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践中来。 ”

次日早上，文景苑小区正式启动垃圾分
类撤桶并点，在已撤的垃圾桶的位置可看到
竖立的指引牌，楼道口也均设置了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画，居民们都按要求有序地将垃圾
分类放置于垃圾分类亭和再生资源回收站。

找准项目定位，宣城市各志愿服务队开
展差异化志愿服务。宣城市文明使者志愿服
务队成立于 2019年， 正逢宣城全国文明城
市常态深入推进之际，在宣城市文明办的指
导下，文明使者志愿服务队组建了“文明观
察团”， 每年组织 100余名志愿者， 走上街
头、走进小区，劝导、曝光和上报全市文明城
市建设中的亮点和不足。 从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1 月， 队员们奔波于市区的大街小
巷、居民区、菜市场等，进行观察拍照，将问
题信息提交给市文明办，再由工作人员转交
至各责任单位进行处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
里， 队员们观察提交有效问题信息 10581
条。 2021年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21 日，“文

明观察团” 再次出发， 观察提交问题信息
2727条。

“怡养家园”关爱失独家庭项目由宁
国市义工联合会于 2014 年 4 月发起 ，为
70 户 100 余名失独老人提供住房保洁、水
电维修、 医疗服务、 生活品代购等 15 项
“菜单式” 志愿服务， 参与志愿者达 5000
余人次。 “绿丝带”爱心送考项目由宣城市
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于 2004 年发起 ，每
年发动 1000 余名“的哥”“的姐”和社会爱
心人士为中、高考考生提供免费接送考服
务，累计免费接送考生 10 万余人次。

暖心回馈爱心

“这次表彰活动增强了我们志愿者的
归属感和荣誉感， 为扬帆再出发提供了暖
心的动力。 ” 来自宣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法润宣州”志愿服务队的优秀志愿者刘佳
说。 3 月 4 日上午，宣州区“2022 年学雷锋
志愿服务月”正式启动，同时表彰 2021 年
度优秀志愿者 60 名，志愿服务组织 15 个。

“我们是依据‘志愿宣州’云平台，对
全区的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数字化管理，来
判定志愿者及志愿队伍的活跃度。 ”宣州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建鹏介绍。

据了解，宣州区于 2020 年起引进“互
联网+文明实践”理念，搭建网上云平台，规
范志愿者注册登记、志愿团队管理、志愿活
动发布等工作流程，并与“今日宣州”、“文
明宣州”公众号等平台信息共享，从区级到
村级全覆盖，实现“三网融合、三级联动”。

“我做志愿服务的时候都会在‘志愿宣
州’云平台打卡，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
的物品也挺丰富，如图书券、电影票以及
印有宣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LOGO
的背包等。 ”来自澄江街道城北社区的志

愿者顾星云说。
宣州区在 2020 年底正式发布 《宣州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回馈激励办
法（试行）》，健全了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的
闭环。 该办法从志愿者及志愿服务活动的
界定、志愿服务时长的认定标准、志愿服
务回馈激励的内容、积分折算及兑换等方
面，完善志愿者礼遇激励机制。

“礼遇志愿者，旨在以制度化为保障，用
暖心回馈爱心，鼓励市民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提升志愿服务的社会认同感，营造‘人
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志愿服务氛围。 ”黄建
鹏告诉记者。

据了解，宣城市出台了《宣城市志愿者
礼遇办法（试行）》，市财政为注册志愿者购
买保险，县市区依托积分商城、美德超市兑
换积分。 宣城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2016
年起每年联合表彰一批开展市级 “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市文明
办 2012 年起对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进行
星级认定。 近年来，宣城市评出志愿服务典
型 355 个，39 个典型获省“月评十佳”，4 个
获全国“四个 100”先进典型；共认定 4 星以
上志愿者 1097 名，组织 486 个；市县项目
大赛 221 个项目得奖， 获中国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银奖 1 个、铜奖 2 个。

题图：3 月 14 日，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
纪念馆志愿者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

本报通讯员 章霞 本报记者 罗鑫 摄

茛 近日， 淮北市相山区妇联组织开展巾
帼志愿者无偿献血活动。短短两个多小时，
就有 70 余人献血。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单刘清 摄

荨 日前，定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助学支教服务队，深入该县实验小学，开展“多彩
周末·快乐成长”义务辅导活动。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郑培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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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志愿精神
■ 许根宏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
祝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强调， 希望
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
服务工作者立足新时代、 展现新
作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 继续以实际行动书
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经长期建设与发展， 我国志
愿服务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尤
其在重大战略实施、重要任务、社
区治理等方面， 志愿服务越来越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与此
同时， 志愿服务在常态化、 制度
化、专业化、智慧化等方面还存在
不足。为此，必须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大力弘扬志愿精神，推动新时
代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发挥党
组织在志愿服务中的政治引领

功能和党员志愿者模范带头作

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志

愿精神有机融合，不断形成“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和服务格局。

制度规范志愿服务。加强志
愿服务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相关
制度，尤其要明确和界定志愿服
务相关主体的权利、 责任和义
务，努力在各个环节为志愿服务
工作提供“刚性”保障，推动志愿
服务法治化。

多元激励志愿服务。激励机
制有助于增强参与主体的荣誉

感、责任感和归属感，激发志愿
服务活力。如，倡导“志愿服务时
间银行”“互助服务”等，让志愿
服务成为“爱心储蓄”。

平台赋能志愿服务。 通过
“互联网+志愿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志愿服务走向精准化。 如，
在社区治理中搭建“PC+移动手
机端”“志愿云”等平台，有效挖
掘、整合社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资源，实现志愿服务“菜单化”，
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努力传递向
上向善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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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服务解民需
■ 本报记者 洪放

3 月 3 日下午，80 多位来自安
徽中医药大学 “中医志愿服务进小
区”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合肥
新站高新区磨店社区少荃家园小
区， 为小区居民们送去中医药爱心
义诊、养生知识科普等服务。

今年 3 月， 安徽中医药大学团
委在收到共青团合肥市委发来的合
肥市各小区志愿服务 “需求清单”
后，立即制定了一份志愿服务“供应
清单”， 并与磨店社区少荃家园、光
明之家两个小区结对， 常态化开展
中医药适宜技术义诊、 急救技能教
学、 五禽戏易筋经健身功法教学等
特色志愿服务。

今年，共青团合肥市委、合肥市
青年志愿协会开展了 “青春志愿小
区”行动。 通过实施“需求摸排+资源
嫁接+平台运作”机制，目前共青团合

肥市委已摸排了全市 24所高校一万
多名学生，了解他们的专长与空余时
间，形成志愿服务“供应清单”。 与此
同时， 还对全市 2738个小区摸清了
“底数”，形成了详细的“需求清单”。
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24 所高校与
不同的小区形成了结对关系。共青团
合肥市委还积极联络各类社会组织
参与到小区的志愿服务结对中。

“志愿服务组织也存在着节假
日扎堆开展活动，内容撞车、供需不
匹配等问题。 如何让志愿服务精准
化、常态化，必须变服务组织‘端菜’
为群众‘点菜’。”共青团合肥市委青
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王丛介绍，下
一步合肥市将探索搭建志愿服务数
据平台，实现志愿者线上注册、活动
签到、时长认证、积分兑换、保险保
障以及小区群众 “点单 ”、平台 “派
单”、志愿者“接单”等功能，将志愿
服务进一步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巾帼互助“满庭芳”
■ 本报记者 陈成

本报通讯员 檀林林

3 月 3 日上午， 记者来到望江
县雷池乡套口村长江边，看到数十
名头戴红帽子、身着红马甲的女性
志愿者正在忙个不停：有的两人一
组 ，协作种植白杨树 ；有的一手提
着塑料袋 ，一手拿着夹子 ，捡拾岸
边垃圾。

记者了解到，这些志愿者都来
自雷池乡巾帼志愿服务队。 从 2019
年开始，她们就通过植树护绿、清理
垃圾等行动来保护和改善全乡境内
长江沿线的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已
累计种植白杨树上千棵。

巾帼志愿服务队发起人 、雷
池乡妇联主席张丽对记者说 ：“在
我们乡 ，留守妇女比较多 ，于是我
就想着搭建一个平台 ， 这样既能
丰富她们生活 ， 又能形成互帮互
助的氛围。 ”

巾帼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8
年，初期只有十几名队员，由雷池乡
政府女性工作人员和乡所辖村 （社
区）妇联主席组成。 如今，服务队登
记在册的队员有 160 多名， 成员包
括返乡创业的女企业家、 种养女能
手、女教师等。

去年 8 月， 巾帼志愿服务队发
动全乡妇女群众广泛参与 “美丽庭
院”创建活动。 截至目前，该乡共创
建“美丽庭院”866 户。

当前， 雷池乡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东洲
村， 十余名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每
天拿着扫把和铁锹， 除杂草、 搬杂
物、扫垃圾。 经过持续努力，现在道
路两旁、 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
净，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今后，我们将继续丰富服务形
式，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充分发
挥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
张丽说。

志愿服务传“经典”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3 月 11 日，涡阳县召开老子道文化志
愿服务工作推进会。 作为老子故里，涡阳
县高度重视传承地域文化，把传承传播老
子文化纳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

在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上， 王振川老

人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共鸣。 王振川
从事老子文化传播 30 年，长年累月开展老
子文化志愿服务， 出版有 《老子庄子故里
考》《老子与范蠡》等书籍，影响了很多人。

“我常年坚持书写《道德经》，目前还保
留草书120件和小楷19件。书写经典，传播经
典，让我越活越年轻。 ”志愿者张照人说，他
虽已80多岁， 但每次在传播老子文化时，他

不仅声音洪亮，而且一直站着讲课。 2020年，
张照人老人还在北京组织过一次 《道德经》
书法作品展，20多家媒体给予报道。

随着一年一度的老子文化庙会的到来，
该县志愿者积极开展老子文化书画、摄影和
经典诵读比赛。涡阳县老子文化志愿服务队
负责人王立介绍：“今年已建立第一批志愿
者服务队 300多人， 根据活动开展情况，将

择优选出 20支优秀团队。 ”
青年志愿者尹辉表示 ：“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责
任，作为一名文化志愿者，我们要坚定文
化自信，尊道贵德，助力社会治理，促进文
旅融合。 ”尹辉说。

涡阳县于 2020 年成立了老子研究院。
“利用好老子研究院平台， 开展老子文化
研究、传播、开发等活动，扶持和奖励志愿
者团队和个人，促进志愿者服务队可持续
发展，擦亮文化品牌。 ”该县老子研究院院
长穆影说。

立足岗位作奉献
■ 本报记者 柏松

3 月 10 日，淮南“洪贵税官志
愿服务队” 志愿者李想来到安徽维
东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为企业送去
最新缓缴税费政策解读。新春伊始，
作为 “全国宣传推选学雷锋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洪贵税官志愿服务队
积极联系企业，开展“税干进企促发
展”志愿服务行动。

像洪贵税官志愿服务队一样，
淮南市 62 万余名志愿者立足岗位、
发挥特长， 常年活跃于城市大街小
巷、村居厂企，带动人们追求“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新风尚。

3 月 5 日， 在寿县堰口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寿县“小红帽”爱心
志愿者服务队带着崭新的衣服、书
包、 文具， 前来看望红桥村的刘群
鸽、刘群凤姐妹。因为姐妹俩的父母
残疾， 服务队从 3 年前便把她们送
到淮南旺泉公学寄宿式学习， 每个

学期都会筹集 12000 余元的学习费
用。 从 2016 年开始，“小红帽”爱心
志愿者服务队开展 “一对一捐资助
学” 活动， 长期结对资助贫困学生
132 人， 每学期筹集助学金 8 万余
元，涉及寿县 11 个乡镇，获得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称号。

同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凤台县吴修
朗关心下一代志愿者服务队于 3 月
8 日在城关镇明珠、菜市等社区开展
家风文化宣传活动。

近年来， 淮南市组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7 支，支队、小
分队 3985 支，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
1413 支， 打造志愿服务项目 12 类
9561 个，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让雷锋精神、志愿精神广为传扬。

宣城市持续打造志愿服务
队伍，细化志愿服务项目，礼遇
志愿者， 以志愿服务为全国文
明城市增色， 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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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红”闪耀文明城

荩 3 月 7 日， 黄山市
黄山区仙源镇越山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板凳课堂———为你点

赞”活动，鼓励群众为心
中的好党员点赞。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