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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
校园里，有一家特殊的银行。

银行完全由学生运营，该校
全体师生、 各类公益机构组织、
政府单位、街道社区、爱心企业
等都可以成为银行的储户。

在这家银行，服务时长作为
流通货币，储户可在银行内办理
时长储存、时长认证、积分兑换
等业务，也可主动发起志愿服务
活动，面向所有储户开展项目众
筹。

截至目前， 共有 2.4 万名志
愿者、60 余支各类型专业志愿服
务团队、40 余个社会爱心企事业
单位在志愿服务银行开户注册，
银行累计存入总时长达 38 万小
时，扶持项目超过 200 个。

这是地大校团委近 5 年来
在志愿服务管理体制创新上的
探索。 指导老师、团委办公室主
任黄蕾希望通过借鉴商业银行
的基础运营模式，改造校园传统
的“志愿服务协会”，搭建“志愿
服务银行”， 破解志愿服务难记
录、服务热情难持续、服务项目
难发展的校园公益“三难”课题。

模式创新，
让服务时长流动起来

“如何丰富志愿服务活动的
类型？ 如何增强志愿者自身的价
值认同感？ ”这是黄蕾一开始就
思考的两个问题。

“要不就是上街卖报， 要不
就是一股脑儿去敬老院。 ”黄蕾
回忆，单一的服务活动很难吸引
志愿者的参与兴趣，“他们不觉
得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件很光荣、
很有意义的事情。 ”

学校哪里有需求，志愿者就
被“安排”到哪里。 虽然全校志愿
者的注册人数众多， 但活动单
一，志愿者“被组织”普遍存在，
志愿者自身积极性难发挥。

一次偶然机会，国外“时间
银行” 的概念吸引了黄蕾注意。
这一舶来词意指志愿者将参与
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
当自己遇到困难时就可以从中
支取“被服务时间”。

经过一年的摸索，2014 年 11
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志愿服
务银行正式揭牌成立。

志愿服务银行借鉴商业银
行的组织模式，设立实体的志愿
服务银行总行，推出志愿服务存
折和线上志愿服务银行网站，并
在院系、班级建立“分行、支行”，
创建“存、取、融、增”运营机制，
即面向各类志愿服务的储户提
供志愿服务时长的储蓄、 支取、
融资、增值业务。

现任志愿服务银行总行行
长、2015 级经济学专业学生张文
介绍，用户只需关注银行的微信
服务号“志汇纪”，在线注册经后
台审核即可成为银行储户，随后
可在线发起或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分享心得等，将志愿服务转
化为时长储蓄。“随时随地可以
做志愿服务”。

去年 4 月，“志汇纪”平台上
一场由学生自发组织的“为江豚
奔跑” 公益活动吸引了全校 200
多名跑步爱好者的参与。 大学生
绿色协会会长、2016 级环境工程
专业景一博介绍，此举能够让更
多的大学生有机会进入江豚馆，
了解江豚的生存现状，为环保作
贡献。

这种自发的众筹式公益活
动在地大还有很多：数十个学生
团支部走进东湖绿道开展环保
清扫；环境学院分行为湖泊周边
社区居民公布监测数据分析报
告，开展环境法的宣讲；大学生
绿色协会累计投放环保回收箱
138 个，开设绿色、推广节能环保
活动，提高市民环保意识……

在志愿服务银行，时长不再
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可以流动
的资产。

“一个时长可以换取 10 个
积分，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在积分
商城中兑换成物品或者互换相
应的服务。 ”优秀志愿者代表、大
四学生李敏解释，虽然时长是固
定的， 但志愿服务的类别不同，
时长相同， 获取的积分却不同。
“志愿者参加重大活动可换取双
倍积分甚至多倍积分”， 这就激
励了志愿者的参与热情。“送绿
植、高数辅导一小时、自行车免
费维修一次……都可以通过志
愿者的积分来兑换。 ”

大数据技术将志愿者地域
分布及性别组成、 身高体重分
布、志愿活动类型比例等信息整

合， 挖掘出数据的潜在价值，激
发志愿服务更多活力。

“大型活动需要一些礼仪的
志愿者，可能对身高、体重有要
求，我们在后台利用大数据看出
符合这个身高体重范围的人数，
从而预估能招募到多少志愿
者。 ”银行新媒体中心工作人员、
2016 级的葛嘉程介绍，“我们也
会参考后台活动类型的数据分
布，看出志愿者参与哪些活动多
一点， 后续开展活动就会有借
鉴。 ”

资源整合，
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壁垒

“银行相当于一个志愿服务
资源的中转站，所有志愿者都可
以拿到第一手信息。 ”张文认为，
志愿服务银行一大优势在于，将
校内外零散、 同质化的资源整
合，进行集约化管理。

银行旗下的“‘花蕾筑梦’留
守儿童成长助力计划”就是一个
缩影。

启明星盲校支教团、山中花
儿爱心助学团等一系列各具特
色的专业性支教团队聚集在“花
蕾计划”中，优势互补、差异化发
展。 目前，“花蕾计划”已经覆盖
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子女、扶
贫开发及应急救援等领域，惠及
湖北、云南、江西、广西、山西贫
困地区， 每年受益人数达 300
人。

正如“花蕾计划” 负责人、
2015 级工程管理专业魏斌庆所
言：“将力量汇成一个拳头，把影
响力做到最大。 ”

“南望书屋” 是依托于花蕾
计划的特色活动之一，通过信息
的互通整合，它可以清晰了解到
十余个支教地的孩子们需要什
么样的书籍，然后系统地对当地
的图书角开展赠送书籍的活动。
“这样同学们平时在校园或是和
社会图书资源联系的时候，需求
就很明确。 ”

志愿服务银行在对内整合
的同时，不断延伸触角，积极寻
求与校外公益资源的有效对接。

“6 个居民社区、30 多个校
外爱心企事业单位……”经过几
年的探索，银行的“朋友圈”逐渐
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和
单位也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自 2015 年合作以来，湖北省
邮科院社区分行每年假期都会
组织青少年暑期、 寒假托管活
动。“只要需要志愿者，我们就会
和银行联系。 ”分行主任吴东彬
指出，“受益者涵盖邮科院社区
所有类型的家庭。 ”此外，志愿者
组织的节日常识普及、食品安全
讲座、叶脉书签 DIY 制作等活动
也在社区居民中受到好评。

东方航空公司与志愿服务
银行合作，适逢寒暑假为地大学
生提供优惠的爱心机票，温暖回
家路；地大志愿者每自愿办理一
张中国银行都市缤纷卡，中行武
汉地大支行就会以办卡者名义

为花蕾筑梦基金进行公益捐款，
每张 15 元； 中行武汉地大支行
还为其提供爱心伞项目、积分兑
换活动、材料印刷等物料支持。

“这个合作可以让地大的学
生们进一步了解中行的业务，互
通高校和银行的资源。 ”中行武
汉地大支行客户经理黄先生认
为活动是一种双赢，他们也会对
学生进行用卡安全知识的推广，
在开学时举办防止非法校园贷、
识别真假钞票的讲座。

正如张文所言，地大志愿服
务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
是逐步与社会接轨。

文化传承，
树立终身服务意识

自银行成立以来，每逢“12·
5 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一场泪水
与欢笑交织的“志愿服务故事分
享会” 都会在地大弘毅堂举行。
这是属于全体志愿者心中的“春
晚”。

“千名新生志愿者宣誓”是
每年分享会的固定节目。“希望
新生从中获得仪式感，更好地践
行志愿服务精神。 ” 张文感慨，

“会场上响彻大家的宣誓声和激
昂雄壮的音乐，那场面太有感染
力了！ ”

分享会上，“研究生支教团”
“大学生绿色协会” 等专业志愿
服务团队的优秀杰出代表会用
图文并茂的宣讲，与志愿者们分
享他们刻骨铭心又引以为傲的
故事。 张文介绍：“使这些新生志
愿者对他们的活动产生认同，同
时感激发志愿者们去加入团队，
甚至作为这些团队精神的传承
者。 ”

受分享会上学长学姐们的
感染， 资源学院 13 级资源勘查
工程专业的高梦天如今是研究
生支教团的一名成员，在云南省
楚雄市龙江中学支教半年左右。

“今年是研究生支教团在这
个学校支教的第十二年了，这就
是一种不断的传承。 ”高梦天介
绍，很多孩子都是从初中部直接
升学上来的，所以有时候会直接
问他“老师，您认识谁谁谁吗？ ”

“我说认识啊， 都是之前在学校
里对我提供过很多帮助的学长
学姐嘛。 很亲切啊，跟这些孩子

们都没有距离感。 ”
可喜的是，这份支教传递出

去的爱，在 2017 年的秋天，开出
了花。

在地大 2017 级新生中，计算
机学院的王静是研究生支教团
在云南支教点从教 11 年以来首
位考上地大的同学。

“在遇到支教团的老师们之
前，我从没有听说过地大，后来
我开始向往地大，并坚定了报考
地大的梦想。 ”受益于志愿服务，
王静一进校就加入了计算机学
院分行。

在去年的分享会上，她动情
地说道：“以后我也要做一些有
意义的志愿服务，将大爱传递下
去。 ”

随着“3 月·雷锋月”的到来，
志愿服务银行的师生又开始忙
碌了起来。

近日，张文和同伴们每天都
会聚集在会议室，商讨志愿服务
嘉年华、 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大
赛、文化论坛等系列活动的具体
流程。“这些活动是志愿服务文
化的载体，志愿者们能从中感受
到银行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

黄蕾常常寄语学生，要通过
银行的带动在校园中形成志愿
服务的文化氛围。

银行每两周一次开展的文
化论坛，使优秀团队与志愿者近
距离接触，双向交流，聚焦志愿
者关注的问题。 张文认为，这可
以“唤醒志愿者的归属感和主人
翁意识，更好地发扬志愿服务精
神”。

2014 级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专业张祖禹曾任志愿服务银
行副行长，他是“志汇纪”平台开
拓者之一。 张祖禹认为，这种线
上的平台可以将志愿服务便捷
化、终身化，“凡是注册过的志愿
者即使毕业、 到了外地以后，也
可以个人的名义发起活动，在线
打卡，再计入时长，实现终身服
务。 ”

“原本我们觉得志愿活动是
一个需要人去组织、声势一定要
特别大的东西。 ”现在拿出手机，
注册审核后就可以众筹或者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李敏透露，“而
今志汇纪一年可以发起 400 多
个活动供大家选择。 ”

（据《中国青年报》）

志愿服务银行：激活校园公益一池春水

通过积分兑换的形式，志愿服务时长得以流动起来。

2014 年 11 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志愿服务银行正式揭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