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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心换快乐

海南省图书馆志愿服务队让读者畅游书海
陈歆卓

“广州街坊”一家亲，群防群治护平安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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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活

跃在社区内外、大街小巷，加入群防

群治志愿者队伍；他们热心积极、默

默奉献，只为守护平安；他们职业多

样、各有故事，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广州街坊”。

“我的奶奶是一位60岁，看上去

比较年轻有活力的老人家。最初我

只知道奶奶每天都跳广场舞，后来

我还知道奶奶做了街道志愿者，每

周都会定时在社区巡逻，有时在楼

下指导大家做垃圾分类，有时和街

道工作人员一起帮助一些有困难的

家庭……”

这段直白朴实的文字，来自广

东广州花都区秀全街飞鹅岭小学四

年级学生陈相谋最近的一篇作文。

文中描述的，除了他自己的奶奶胡

春兰，还有活跃在大街小巷的众多

“秀全大妈”——一群退休后随子女

来到秀全街定居的社区志愿者。

别看 800 多个“秀全大妈”已颇

为壮观，放眼整个广州，她们还只是

全市数十万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中

的一小部分。这些志愿者一边用自

己的默默奉献助力“平安广州”，一

边在他人的奉献中，享受更多幸福

感、安全感。

他们就是“广州街坊”。

因趣结缘
每个团队都有独特面孔

72 岁的郭道宁，是广州市越秀

区某单位的退休干部。2012年，为给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健儿加油，

老郭加入了骑行助威的民间队伍，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前段时间，老郭

从骑友口中得知，邻近的荔湾区石

围塘街如意社区成立了一个如意平

安骑行队，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还

自告奋勇当上了副队长和领骑者。

如意平安骑行队如今已经成为

“广州街坊”大家庭中一块响当当

的名片。它的发起人、石围塘街社

区民警刘少廷就是一个骑行发烧

友。2014 年 5 月，刘少廷和所在的

如意社区一帮同样爱好骑车的基

层干部、辅警一起，发起成立了如

意平安骑行队。“广州人常讲，‘街

坊一家亲’。将热心街坊们发展成

为我们平安建设的辅助力量，边骑

行边巡逻大街小巷，一举两得。”刘

少廷说，经过几年的发展，骑行队

已 从 最 初 的 30 人 发 展 到 如 今 的

400 多人，周边越秀、番禺、海珠等

区的骑友纷纷加入。

像如意平安骑行队一样，“广州

街坊”多是以兴趣为纽带结合而成，

寓平安巡防、志愿服务于日常生活和

休闲娱乐活动中。2018年，广州因势

利导，在全市范围内倡导“广州街

坊”。“每一支队伍都由一群志同道合

的人组成，出来行动时统一着装，统

一名号，不同团队各具特色。”广州市

委政法委专职委员姚森隆介绍。

别说，“广州街坊”们的工作还

真有效。“白云快递小哥”由活跃在

白云区各个角落的快递员组成，常

常在寄递货品时慧眼识毒，为警方

提供大量有用线索；海珠区“凤阳守

望台”以凤阳街道40多名环卫工人

为班底，在凌晨工作时边保洁边巡

逻，有效减少了夜间警情……

警民合作
弥补社会治理不足

“一个跟着一个，出发！”一大早，

石围塘如意平安骑行队驻地门口，刘

少廷一声哨响，随即熟练地跨上自行

车。在他身后，橙黄色骑行服、头戴头

盔的队员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出，开始

了一天的“骑行+巡查”。

如意社区地处广州市和佛山市

的交界处，面积虽然不大，但外来人

员众多。除了5个居民小区，还有全

国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6个大型

仓库，社区治安形势复杂。骑行队队

长张小杏说，骑行方式覆盖范围广，

又能灵活穿梭街巷角落，有需要时

随时停下处理，巡查效果很好。

在广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谢晓丹给如意平安骑行队的回信

中，他将“广州街坊”的职能界定为

进一步发挥社情民意的“信息员”、

邻里守望相助的“巡防员”、矛盾纠

纷的“调解员”、平安法治的“宣传

员”、应急处置的“支援员”。

仅一年内，骑友们就参与巡防

4328 人次、收集信息 126 条、宣传

1166 人次；并协助破获发廊赌博案

件、吸贩毒案件和抓获在逃案犯近

10宗。“有了这群‘大单车、小手机、

小哨子’，如意社区警情、案情下降三

成，入屋盗窃案件下降了六成。”荔湾

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鄂明说。

主动参与
成就感带来归属感

不同于以本地人为主的如意平

安骑行队，由花都汽车城企业员工

家属组成的“秀全大妈”，大多是因

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从五

湖四海聚拢而来。在秀全街花港社

区主任李凤招的撮合下，原本的“广

场舞大妈”有了新的追求，逐渐发展

成一支社会公益力量，加入到“广州

街坊”大家庭中。

从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到参与

扫黑除恶、扫黄打非、禁毒反邪教宣

传；从逢年过节举办各种主题联欢活

动，到上门慰问帮扶各类弱势群体；

从开展辖区内日常巡逻活动，到参与

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随处都可见到她

们的身影。“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咱们‘秀全大妈’包罗万象，参与

无限，配合无边。”“秀全大妈”宣讲团

的积极分子夏明英骄傲地说。

公益助人让“广州街坊”们体验

到浓浓的成就感。刚来广州的那些

日子，不适应新环境的夏明英每年

都要回两趟湖北老家；加入“秀全大

妈”后，她已经连续一年多没离开

了，就连今年春节，也是把亲人接到

广州一起过年的。“我不能走，脚迈

不动，这里好像有让我牵肠挂肚的

东西，每天生活都很充实，越来越有

归属感。”

“同志，麻烦把

车停在线内。”“老

王，又来打牌啊，但

也不能挡着路啊，

往里挪一挪。”……

在江苏省淮安市清

江浦区柳树湾街道

城北社区，随处可

见戴着红袖标、穿

着黄马甲的志愿者

们，他们值守在交

通路口，行走在大

街小巷，穿梭在公

寓楼道。他们就是

城北社区“党员110

志愿服务队”的老

党员们。

2017 年 7 月 ，

城北社区书记孙寿

桂将一群热心公益

事业的退休老党员

聚集在一起，整合

成立了“党员110志

愿 服 务 队 ”，通 过

“常在小区走一走、

常到楼道看一看、

常进家庭听一听，

见到陋习说一说、

见到纠纷劝一劝、

见到困难帮一帮”

的工作方法，他们

为社区及时解决了

问题，筑起了社区

和谐稳定的第一道

防线。两年多过去

了，加入志愿服务

队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志愿服务的内

容也越来越丰富。

“史书记，看到

‘徐老爹’了吗，我

家太阳能又漏水了，请他帮我修一

修啊。”正在清理地面垃圾的党员

110 志愿服务队随时在接收新的

“订单”。

“‘徐老爹’是我们服务队的老

骨干了。”服务队队长史金龙介绍

说，帮忙帮上瘾的徐长军“徐老爹”

是个急性子，当兵 10多年，在部队

里就经常给战友们维修水电，退休

后加入志愿服务队，免费给邻居们

修理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无

论什么时候，只要社区有人喊一声

“徐老爹”，即便饭没有吃完，徐长军

也会放下碗筷，立刻拿起工具爬上

楼顶。随着工具越买越多，徐长军的

工具箱已经有20多斤重了。

服务队里，像徐长军这样的党

员志愿者还有很多，“螺丝钉”吴立

甫大爷就是其中致力于社区文明

创建的模范。吴大爷为人质朴憨

厚，不善言辞，但社区群众都说他

像一颗钉子，总是铆着劲地干，不

抱怨、不索取，把他钉在哪儿都让

人放心。在一次清理小区粪水时，

吴大爷因用力过猛，脏水溅到了眼

睛里，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子，他

说：“没事，眼睛过两天就好了，能

为大家贡献一点力量，光荣！”

“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带头

做好各项工作，我现在虽然退休

了，但是在闲暇之余能带领大家一

起关心社区发展，也是一件十分有

意义的事情。”史金龙队长说。

如今，常驻党员 110 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已达40多人。“老党员

们虽然退休了，但初心永不退休，

大家坚持奉献余热，两年多来，无

论刮风下雨，志愿服务工作从未间

断过。”孙寿桂自豪地说。

11 月 24 日是周日，琼台师范

学院的学生赵江梅却早上 6 时多

就起床了。她要搭乘 51 路公交车

去省图书馆参加志愿服务，同行

的还有校内的其他志愿者。每个

周末，读者都能在省图书馆看见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身影。

2007年，海南省图书馆志愿服

务队成立。如今，这支队伍已拥有

近 3000 名注册志愿者，他们中不

仅有大学生、上班族，还有退休老

人和少年儿童。志愿者们分工明

确、轮流值班，每天在图书馆内忙

碌，承担起图书整理、读者咨询、展

览讲解、活动服务等工作，致力于

让每位来到图书馆的读者都能够

畅游于书海之中。

用爱心服务换读者舒
心体验

“你好，我想借几本书回家读，

但是忘带读者证了，可以用身份证

借阅吗？”“如果您带了社保卡的

话，可以去一楼大厅开通社保卡借

阅服务。”“阿妹，这个借书机要怎

么借书呀？我不会用。”“您把书放

上来，我来帮您操作。”……11月24

日上午，正逢周末，省图书馆少年儿

童馆内大小读者络绎不绝，志愿者

许志立站在智能借还书机旁，耐心

解答着读者们提出的一个个疑问，

并协助他们使用机器借还书。

“今天是第一次带小孙女来借

书，办读者证、借书都要在机器上

完成，我年纪大了看不清屏幕，操

作起来挺不方便的。”市民王女士

说，“还好机器旁边都有志愿者，他

们主动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帮

我顺利借到了孙女想看的书，真是

谢谢志愿者们了。”为了让读者们

能够便利地借还书籍，海南省图书

馆志愿服务队在每台智能借还书

机旁边安排一位志愿者值守，专门

帮助读者解答借还书方面的困惑。

图书被归还后，志愿者们会将

书籍进行整理上架。“将读者们归

还回来的书籍一一放回书架上，听

起来是很简单的工作，其实也很需

要耐心。”志愿者赵江梅介绍道，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编号，必须按

照编号将书尽快放回它原本在的

位置，下一位想读的读者才能顺利

找到它。”

除了图书整理、读者咨询这些

支撑基础业务的工作，志愿者们

的身影还会出现在省图书馆举办

的大小活动和展览上。“我们现在

已经与 25 家志愿者组织达成合

作，面向全馆提供志愿服务，许多

志愿者还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开

展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海南省图

书馆志愿服务队负责人符佳佳介

绍道，“比如海南省图书馆地方文

献与古籍部与海南大学中文系合

作的志愿服务基地，还有面向儿

童开展的‘妈妈志愿服务’项目、

‘义务小馆员’项目等。”

志愿工作获得快乐和
价值感

符佳佳说，目前活跃在一线的

志愿者大部分都是来自高校的大学

生。“我们与海口多家高校长期保持

合作，每次招募志愿者都会有大批

学生踊跃报名参与。”符佳佳介绍

道，“寒暑假时，我们也会针对回岛

的学子们开展志愿服务项目，同时

也是为他们提供社会实践基地。”

志愿者赵江梅就是符佳佳口

中“踊跃报名”的大学生志愿者之

一。今年大二的她就读于琼台师范

学院外国语学院，从入学后不久就

开始参加省图书馆的志愿服务工

作，如今已经是外国语学院青协省

图志愿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还在

2018 年海南省图书馆志愿者总结

表彰大会上受到了表彰。“我一直

很喜欢读书，所以选择了来图书馆

做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从桂林洋

校区特意过来做一整天志愿服务，

听上去有些辛苦，实际上收获远比

付出多。”赵江梅说，“帮助他人使

我觉得很快乐，每当听到读者们的

感谢之语，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

值的人。而且在做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我的沟通能力、执行能力都得

到了锻炼提升，这也令我感到非常

满足。”

“多亏了志愿者们无私的付

出，图书馆的志愿服务活动才能保

持着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符佳佳表示，接下来海南省图书馆

志愿服务队计划充分利用好志愿

者们的优势和专业技能，开展更多

类型丰富的活动，为读者们提供更

好的阅读体验。

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大冲村，埭溪镇人大代表、村民巡查员和环卫志愿者兵分三路对该村农户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

从去年 7 月以来，埭溪镇在全镇 20 个村建立了由当地妇女、埭溪镇人大代表和党员干部等 200 多人组成的家园志愿者队伍，通过上门宣传、

互动游戏、巡查督查和积分换礼物等形式，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农村垃圾精准分类知识，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逐步成为村

民的自觉行动。 邓德华 摄

厦门思明区开展
“大手拉小手爱心之城
垃分宣导行”活动

本报讯（厦文）近日，福建省厦

门市思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

会、市青少年宫，共同举行“新时代、

新青年、新时尚”2019 青年志愿者培

训暨“大手拉小手，爱心之城垃分宣

导行”环保主题营启动仪式，来自思

明区城市义工协会、安溪商会志愿

服务队、晨曦志愿服务队、蓝天救援

队等志愿服务组织的 100 余名志愿

者参加。

启动仪式授旗成立“垃分宣导亲

子志愿者”服务队，为思明环保事业注

入新力量。市青少年宫、城市义工协会

等5家志愿服务组织被授予首批“思

明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实践基地”。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自觉垃圾

分类、守护共同家园’——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我服务，我快乐，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两场主

题讲座，围绕“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将如何发展”“如何做一名

合格的志愿者”等问题，大家积极思

考、踊跃发言，对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据悉，此次环保主题营系列活动

共招募 10 组“垃分宣导亲子志愿

者”，计划通过志愿服务与成长主题

讲座、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实践学习、

垃分家庭工作坊等形式，让“垃圾分

类新时尚”理念深入人心，开拓新时

代传播志愿服务正能量的新思路、新

时尚之旅。

山东肥城探索发起
“6+1”帮帮团
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孙甲勇）“文薪，你要好

好学习，自信坚强，你就是家中的顶

梁柱；德军兄弟，以后我们会常来看

你，有什么困难，给我们打电话就

行”。山东泰安肥城市义工协会会长

周绍刚给董德军和他的儿子董文薪

说道。

董德军是肥城市湖屯镇钱庄三

村的一名村民，本人肢体残疾失去劳

动能力，妻子病故，儿子在校上学，家

庭十分困难，目前的依靠就是政府的

低保救助。在得知了他的情况后，肥

城市义工协会刘文军、郭海云等六户

“帮帮团”成员，主动与董德军一家结

成帮扶对子，从此对他进行长期的生

活救助。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汇聚整合社会爱心资

源，创新推进文明实践志愿扶贫工

作，肥城市探索发起了“6+1”帮帮团

助残帮困志愿服务项目。项目由肥城

市义工协会组织实施，肥城市残联和

镇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扶贫

办、民政办共同参与，把全市贫困残

疾人家庭作为结对帮扶对象，由 6个

义工志愿者家庭或社会爱心人士家

庭，与 1 个贫困残疾人家庭结成“6+

1”帮帮团，由其中的1名义工志愿者

任团长，针对贫困残疾人家庭的不同

情况，给予油、面、衣物、学习用品、心

理沟通、照料陪伴、技能培训等精神

和物质方面的精准帮扶，尽己所能地

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帮扶家

庭参与活动时间最少为一年，也可以

长期参与奉献爱心。

经过协会前期的宣传发动、策划

准备，目前已有百户义工家庭或爱心

人士家庭报名参与了这个项目。截至

目前，肥城市义工协会组织第一批36

户义工家庭和爱心人士家庭，走访慰

问了湖屯镇的 6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与他们结成帮扶对子，也拉开了全市

“6+1”帮帮团助残帮困志愿服务项目

的序幕。

成都环保志愿讲解员大赛
宣传环保理念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成都是我家，环保靠大家

……”近日，2019“公园城市，共建共

享”成都环保志愿讲解员大赛决赛在

四川师范大学学术厅落幕，20位优秀

选手受聘为“成都环保志愿讲解员”。

在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在一段段

或幽默风趣、或激情洋溢的讲解中，

让观众知晓了成都美景，体会到了环

保生态铁军的执着与付出，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对生态环保事业的参与和

实践。据悉，获得聘书的20名讲解员

将在一系列专业的培训后，为环保督

察、巡查工作及环保主题展览等活动

进行现场讲解。

据了解，今年以来，成都全市上

下将建设美丽家园作为重要责任和

光荣义务，全力保护生态环境，推动

绿色发展。截至11月 27日，成都今年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为 268

天，与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增加

18天，优良率增加5.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