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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3新闻
２０18．6.1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两部门部署 2018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
■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文
明办发布《关于开展 2018 年文化
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对开展
2018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作出
部署，共涵盖十项工作任务：

1、“春雨工程”———全国文
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 文化和旅
游部牵头搭建志愿单位与边疆
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
地区和部分海疆地区横向交流
的平台， 以“大舞台”“大讲堂”

“大展台” 为载体组织实施一批
针对性强、效果好的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

2、阳光工程”———中西部农
村文化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招募
有文艺专长、 热心社会公益、乐
于组织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文
化志愿者，到村文化中心和乡村
学校少年宫开展为期 1 年的文
艺辅导、文化活动组织及相关宣
传文化工作，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 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水平。

3、 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活
动。 组织文化志愿者参与各级公
共图书馆讲座培训、 图书导读、
读者咨询等各项服务，为读者学
习知识创造良好环境。

4、文化馆（站）志愿服务活
动。 组织文化志愿者积极参与群
众文化活动、 开展文艺技能培
训、参加各种文艺演出，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5、博物馆志愿服务活动。 组
织文化志愿者担任讲解员、参与
展览布展、协助做好文物档案整
理、 开展文物知识普及活动等，
让人们在认知和欣赏过程中，增
长见识，陶冶情操。

6、美术馆志愿服务活动。 组
织文化志愿者担任导览员、讲解
员，参与举办美术讲座，普及美
术知识，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和
欣赏能力，吸引更多群众走进美
术馆感受艺术的魅力。

7、关爱重点群体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 组织文化志愿者为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和残疾人
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
志愿服务， 让困难群众得到及时
关爱，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8、 节日纪念日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 利用传统节日和纪念
日，组织文化志愿者举办文艺演
出、演讲、诗歌朗诵等活动，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企业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动员吸纳热心文化工作的企业
和非营利组织开展文化志愿服

务，参与公益性文化活动。 通过
企业冠名、活动宣传、新闻报道
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支持文化志愿服务工作。

10、乡镇、村学校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 组织文化志愿者加入乡
镇、村学校志愿辅导员队伍，就近
就便组织农村学生开展文体活
动， 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
生活，促进他们健康成长，重点向
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为保障 2018 年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顺利开展，《通知》要求，各
地文明办、 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
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规范经费
管理、做好宣传推广。 要坚持“谁
主管、谁负责”原则，加强对文化
志愿服务内容的严格把关。 要健
全各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 完善
文化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
理、考核、激励等方面制度；制定

活动实施方案和安全预案， 切实
维护文化志愿者合法权益。

《通知》强调，各地文明办、
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单位要广
泛宣传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化志
愿服务项目、团队和个人，展现
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成果，扩大文
化志愿服务社会影响力。 积极培
育文化志愿服务品牌，注重发挥
典型引路作用，大力弘扬志愿服
务精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 6 月初，《民政部关于发布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名录的公告》对外公布。《公
告》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
理办法》 有关规定，2016 年以来
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两批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简称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并
接受了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基金
会中心网的退出申请。 当前，共
有 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可
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息发布
服务。 （王勇）

慈善组织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录发布

6 月 5 日是新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规定的第 4 个环境日。
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
部门在 2018 年六五环境日国
家主场活动现场联合发布《公
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以下简称《规范》），倡导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

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携
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中国。

据了解，《规范》 的编制和
发布旨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观，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强化公民生态环境意识， 引导
公民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

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共包括“十
条”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包括关注生态环
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
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
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
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
报、共建美丽中国等十个方面。

（据生态环境部网站）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
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第一条 关注生态环境。关
注环境质量、自然生态和能源资
源状况，了解政府和企业发布的
生态环境信息，学习生态环境科
学、法律法规和政策 、环境健康
风险防范等方面知识，树立良好
的生态价值观，提升自身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素养。

第二条 节约能源资源。合
理设定空调温度 ， 夏季不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不高于 20 摄氏
度，及时关闭电器电源 ，多走楼
梯少乘电梯 ，人走关灯 ，一水多
用，节约用纸，按需点餐不浪费。

第三条 践行绿色消费。优
先选择绿色产品，尽量购买耐用
品，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
度包装商品，不跟风购买更新换
代快的电子产品，外出自带购物
袋、水杯等 ，闲置物品改造利用

或交流捐赠。
第四条 选择低碳出行。优

先步行、 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
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家庭用车
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节能型
汽车。

第五条 分类投放垃圾。学
习并掌握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
知识 ， 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
圾， 分类投放其他生活垃圾，不
乱扔、乱放。

第六条 减少污染产生。不
焚烧垃圾、秸秆，少烧散煤，少燃
放烟花爆竹， 抵制露天烧烤，减
少油烟排放， 少用化学洗涤剂，
少用化肥农药，避免噪声扰民。

第七条 呵护自然生态。爱
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积极
参与义务植树 ， 保护野生动植
物， 不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不随意进入自然保护区 ， 不购
买、 不使用珍稀野生动植物制
品，拒食珍稀野生动植物。

第八条 参加环保实践。积
极传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理念，参加各类环保志愿服务
活动，主动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提出建议。

第九条 参与监督举报 。
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 ， 履行
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积极参与
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劝
阻 、制止或通过 “12369”平台举
报破坏生态环境及影响公众健
康的行为。

第十条 共建美丽中国。坚
持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与
工作方式，自觉做生态环境保护
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共建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5月 30日，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春雨工程”陕西省西安市文化志愿者贵州行活动在贵州美术馆广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