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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团组织为扶贫干部子女
开设“下午四点半课堂”

张文凌

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是这样炼成的

段红波 张伟伟 景莹

有困难想解决，有心愿想实现？

对于江苏省海安市高新区星海社区

的居民来说，不少需求在家门口就

能满足。今年，星海社区领到了沉甸

甸的荣誉——全国“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奖牌。“全国最美”的金字招牌

是怎样炼成的？近日，笔者来到星海

社区，一探究竟。

“品牌化”+“特色化”
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10 多年前的星海社区，是标准

的“城中村”——集中大量安置户、

社区环境复杂。当时，几名老党员带

领 10 多位居民，成立了卫生监督

队、治安巡逻队，每天义务值勤巡

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星

海社区志愿服务由此萌芽。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商铺和

出租房增多，人口密度增高，社区居

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志愿服务“单

一化”已无法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品牌化、专业化”才是大趋

势。2014年，星海社区“125”爱心志

愿服务站应运而生，自此，志愿服务

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呈现，一个个鲜

活而富有温度的生动实践，让星海

志愿服务品牌发展思路日趋明晰。

“邻相助”+“全覆盖”
小网格里有大乾坤

“没有烟头，也没有未成年人，

今天情况一切正常。”傍晚 6 点，已

80 岁高龄的社区老党员徐永楼在

结束一天的网吧巡逻后，来到社区

汇报巡逻情况。作为网吧义务监督

小分队的“元老级”志愿者，徐永楼

已经默默奉献了近 10个年头。除此

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小区网

格员，主动分享垃圾分类经验，发

现广场健身器材有问题就报给物

业，哪家有矛盾就及时上门了解情

况……“反正就是要让我们社区一

直保持平安、和谐、美丽。”徐永楼

笑呵呵地说。

像徐永楼这样积极回应居民需

求、全心全意奉献在社区的网格员

还有很多。星海花苑第一网格兼职

网格员梅桂玲了解到许多居民喜爱

在社区广场打篮球，但是广场设施

老旧，篮球架被未修剪的树木遮挡，

空地也经常被居民挪为他用。梅桂

玲立即将此事作为“微心愿”反映到

社区，在多方协调下，社区联合城管

局在广场铺上塑胶地面，并修剪树

枝，布置打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园，“乱糟糟”变“小清新”，社区

居民有了安心的户外活动场地。

居民千件事，一张“志愿网”全

覆盖。近年来，星海社区以网格化路

径持续推进“网格志愿”工作，把志

愿力量延伸到服务群众一线。党员

领衔，网格党群服务队群英荟萃，星

海社区用“小网格”筑起独具特色的

城市志愿大格局。

“联盟军”+“常态化”
润物无声提升获得感

“居民想要的美好生活，就是社

区不断奋斗的目标”。星海社区以

“党建+志愿服务”模式，将辖区内不

同区域、不同行业，原本互不相关的

单位党组织联合起来，组建党建志

愿联盟，将 500 多名志愿成员按照

不同的专长成立了“生活帮帮团”

“妇儿帮帮团”“法务帮帮团”，通过

结对帮扶，真正实现“邻里帮帮乐”。

志愿者们与市税务局开展元宵

包汤圆、粽情端午活动，为空巢老人

送温暖；与辖区内酒店合作，开展

“邻里乐”重阳慰问；与市委宣传部

联手，开展“您的心愿·我们来圆”志

愿服务，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联合

市检察院，举办“与雷锋同行”活动，

共建团结互助的精神家园；与江苏

银行、农行等银行机构合作，举行

“防诈骗、辨真伪”的专场讲座和现

场演示活动。

星海志愿者们一路走来播下了

爱心的种子，因为他们的加入，社区

志愿服务队渐渐成为高新区志愿服

务的中坚力量。

6 月 5 日，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第三小学组织三、四年级学生志愿者代表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通过捡拾垃圾、“面对面”宣讲环保

知识等形式，在县城街头向广大群众普及垃圾分类、爱护环境、绿色出行等环保理念，受到群众一致好评。图为活动现场。 郑智敏 摄

每天下午4：30以后，云南省昆

明市西山区广福小区里的社区儿

童活动服务中心便热闹起来，放了

学的孩子们陆续来到这里，写作

业、参加兴趣小组，下午6：30后家

里的老人再将他们接回家。

这个由共青团昆明市西山区委

与绿砖瓦城乡社区服务中心依托

“青乐益站”共同建设的“四点半课

堂”，是一个专门为社区里抽调到

扶贫一线的扶贫干部子女开办的

学习、娱乐场所；“青乐益站”还专

门为低龄儿童设立了未成年人服

务中心，让父母不在家、由老人看

护的幼童来玩耍交流。

与此同时，在云南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文山市东风路商圈“青年

之家”，团文山州委、文山学院团

委、团文山市委联合开设了“五点

半课堂”，每天下午 5：30，孩子们

陆续到来，在签到簿上签好自己的

名字，便开始写作业。

七岁半的航航今年刚上一年

级，他的爸爸是文山市秉烈乡的一

名扶贫队员，长期驻村，回家次数

很少。妈妈要照顾他和两岁的弟

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辅导

航航的作业。“五点半课堂”开设以

来，妈妈将放了学的航航送到这

里，晚上 7：30 再来接他。“感觉轻

松了好多。”航航的妈妈说。

“‘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但是对于许多在贫困地区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的扶贫队员来说，这却

成了他们难以弥补的遗憾。”共青

团文山市委副书记黄文说，“希望

我们这个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公益

课堂，能为扶贫队员解决子女放学

后的看护问题。”

为帮助扶贫队员解决后顾之

忧、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社会

动员优势，今年 3 月，共青团云南

省委发起了“助力脱贫攻坚 关爱扶

贫队员——共青团在行动”活动，

要求各级团组织在昆明五华区、盘

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内扶

贫干部居住较为集中的小区，以及

扶贫干部较为集中的省（市）直机

关所在地，以扶贫干部未成年子女

和老人为主，兼顾社区内其他青少

年，开展“四点半课堂”试点工作。

为使服务更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团云南省委要求各级团组织在

机关、学校、社区等地，集中宣传、

发放问卷、上门走访，对扶贫队员

家庭孩子的需求进行评估。以社区

为主阵地、团组织为指导、社工及

志愿者为主推力，形成“团干部+社

工+志愿者”的工作格局；同时与扶

贫队员家庭结对子，进行菜单式服

务，建立定期联系和应急支援机

制，让扶贫队员家庭在紧急情况下

能联系上团干部和志愿者，得到应

急支援和帮助。

作为主要的试点地区，活动开

展以来，共青团昆明市委立即行动

起来，整合了“青年之家”、12355服

务台、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志愿

服务组织等服务平台，与社区、企

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建设关爱扶贫

队员家庭的服务站，以电话问候、

上门探访、家政帮忙、就医陪同等

方式，帮助扶贫工作队员家庭解决

一些日常需求。

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

区、呈贡区 5 个主城区的团组织，

从高校招募了大学生志愿者，请他

们辅导孩子写作业，并开设手工

课、阅读课、书法课等兴趣班；同

时，还与扶贫地团组织联系，让孩

子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画一幅

画、录制一段小视频，让孩子理解

爸爸妈妈的工作；针对扶贫队员的

父母长辈，团组织还为他们开展使

用手机电脑教学服务、老年人防范

各类金融诈骗保健品诈骗知识讲

座等。

云南扶贫办的数据显示，云南

是全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县最多的

省份，贫困程度之深、脱贫难度之

大，位居全国首位，是中国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

脱贫攻坚以来，云南累计派出

2.2 万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派出

10.9 万名干部驻村帮扶，目前，在

岗驻村工作队员 3.4 万人。他们脚

踏泥泞，长年奔波在位于崇山峻岭

的村寨中，熬夜加班，在最偏远、最

贫瘠、最艰苦的农村，与乡亲们住

在一起、干在一起，帮助困难群众

修路建桥、引进项目、开拓市场。每

年回家的次数很少，即使是过年，

也要到除夕才离村回家，农历大年

初三便从家里出发回到驻村工作

点。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他

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的甚至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中国青年报》）

陕西西咸新区
志愿者协会成立

本报讯（西文）近日，陕西西咸新

区志愿者协会成立仪式暨志愿服务

交流展示活动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大秦文明园举行。

成立仪式上，西咸新区党工委宣

传部长周清宣读了西咸新区志愿者

协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

书长、监事长人员名单。随后，新当选

的西咸新区志愿者协会理事长鲁馨，

形象大使申虹、郭子铭带领全体志愿

者进行了宣誓。

志愿者协会理事长鲁馨表示，当

选新区志愿者协会理事长深感责任重

大，希望协会上下团结协作、包容进

取，不断弘扬志愿者精神和志愿服务

理念，鼓励、吸引更多人投身志愿服务

工作。同时要紧密结合新区中心工作，

积极创新，打造新区志愿服务品牌，为

大西安新中心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会员代表、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奥

林匹克花园社区志愿者贾文军在发

言时表态说，协会就像是志愿者的一

个“家”。相信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

齐心协力一定会把新区的志愿服务

事业做得更好！自己将不断学习、掌

握服务技能，以一颗诚挚的心、饱满

的精神状态，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活

动，展现志愿者精神。

志愿服务形象大使申虹表示，作

为西咸新区志愿者协会形象大使，

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将与新区志愿

者一起努力，做志愿文化的引领者、

志愿精神的传播者和志愿服务的践

行者。志愿服务形象大使郭子铭说，

很高兴成为西咸新区志愿者协会形

象大使，将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让志愿服务

变成一种风尚。

上海
“爱心妈咪小屋”
超3000家

新华社上海6月 5日电（记者 周
蕊）左手是职场、右手是家庭，“背奶

族”职场妈妈想要找到好的母婴场所

并不容易。在上海，为妈妈们提供安

心干净母婴场所的“爱心妈咪小屋”

现在已经超过3400家。

左拎电脑包，右挎背奶包，这是

很多职场“背奶妈妈”上下班的常

态，但母婴场所难寻的问题困扰着

她们。从2013年起，上海市总工会启

动了“爱心妈咪小屋”公益项目，为

职场备孕期、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

性提供一个私密、干净、舒适、安全

的休息场所，帮助她们度过女性特

殊生理阶段。

目前，上海的“爱心妈咪小屋”数

量已经达到 3400 多家，星级小屋累

计2000余家。值得注意的是，小屋正

在从最初的体制内逐步延伸到体制

外，在园区、开发区、楼宇、商场、医

院、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的“存在感”

越来越强。记者走访注意到，包括虹

桥火车站、静安寺商圈、淮海路商圈

等在内的人流密集场所不少都已经

配置了母婴室以及“爱心妈咪小屋”。

上海市总工会最新发布的《上海

工会“爱心妈咪小屋”设置及管理办

法》，还对小屋的设置要求、申请程序、

管理规范、激励保障等都有了更详细

的规定。未来，五星级小屋面积将达到

10平方米，里面将有独立的洗手台等

盥洗设施，根据条件可配置带安全扣

的婴儿尿布台、婴儿床等，为女职工提

供更为人性化的设施保障。

“光影助学工程”
互助校区成立

本报讯（旦正措）近日，全国

“光影助学工程”互助土族校区在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民

族中学捐助成立并举办了首期光

影助学班开学典礼。

据了解，北京公益摄影协会是

2016 年北京市政府批准、民政部

门登记注册，全国首家从事光影

助学工程的公益摄影组织。目前

在全国 19 个省 26 个贫困县的少

数民族地区捐助成立了47所光影

助学校区，包括 53 个民族在内的

1058名孩子得到了光影助学工程

团队的资助和教育。使许多孩子

不但学会了摄影，更重要的是他

们从艺术家身上学到了真善美，

坚定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

信，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光影助学班选拔学生的标准

是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优选具

有品学兼优、喜欢艺术、热爱摄

影、共青团员、少数民族等条件的

优秀学生。这次受助的20名学生，

都是来自互助县偏远山区的孩

子，是通过自愿报名、学校推荐、

公益大使考核选拔出来的。

北京公益摄影协会的相关人员

说：“全国‘光影助学工程’互助土族

校区的创办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

坚持不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让土

乡孩子走进艺术的世界，让喜欢摄

影的孩子们能够跟上艺术的步伐，

融入艺术的氛围，以镜头为载体，以

眼睛为媒介，让生活的故事得以永

久流传，呈现时代的进步。”

安徽黄山
志愿服务云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志愿服务

云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是安

徽省首个志愿服务云平台。

近年来，黄山市志愿服务发展

迅速，注册志愿服务团队1559个、

志愿者人数近 23 万人，但也存在

队伍管理不规范、活动发布不经

常、嘉许激励缺乏依据等问题。此

次上线的黄山市志愿服务云平

台，具有活动登记、活动报名、扫

码签到、项目管理、风采展示、团

队管理、统计报表、数据分析等多

项功能，可快捷进行团体注册，在

线回馈积分兑换，且移动端在微

信上操作，不用下载 App。另外，

该平台注册数据与全国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黄山市公安人口库、黄

山市数据中心等实行数据共享，

并对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

展以理论宣讲、教育、文化、科技、

健康、体育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黄山市志愿服务云平台自今

年3月开始试运行以来，新增注册

志愿者 4233 人，注册志愿服务团

队 356 个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3300 个 ，新 增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85384.5 小时。据了解，该平台正

式上线运营后，将成立市及区县

志愿服务联合会，组建黄山市爱

心企业联盟，健全完善志愿者招

募注册、培训管理、记录评价等制

度，出台嘉许激励制度，制订志愿

服务分类和积分管理省级地方标

准，并为当地所有在册志愿者提

供意外保险。 （据《安徽日报》）

青岛志愿者
建海洋垃圾艺术移动
博物馆呼吁保护环境

新华社青岛6月5日电（记者 苏万
明）5日下午，在山东省青岛市极地海

洋世界景区，当地的环保志愿者们正在

给围观游客介绍“海洋垃圾艺术移动博

物馆”。来自青岛的部分志愿者，把前期

捡拾回来的海洋垃圾制作成艺术品，并

以“移动博物馆”展出的形式，呼吁社会

关注海洋、珍爱海洋环境。

据活动发起者、来自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的志愿者薛操介绍，此次

展示的“海洋垃圾艺术移动博物馆”

所展出的海洋垃圾，一部分由专业干

衣潜水志愿者潜入海底捞得，另一部

分由志愿者来到海滩和码头等地收

集。十余天前，志愿者们将捡回的部

分海洋垃圾“因材施用”，手工制作成

了艺术品。“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的形

式，让公众感受海洋垃圾的害处，促

进更多人注重环保。”他说。

据介绍，下一步，“海洋垃圾艺术

移动博物馆”还将进入学校、海滩、工

地等“巡展”，持续呼吁民众关注、爱

护海洋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