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er� Report 封面报道
２０19．1.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10

固安：产业新城后，再建专业志愿之城
� � 王智勇是来自北京的退休
记者。 2018 年 10 月 17 日重阳
节， 王智勇背着整套的摄影装
备———单反相机、遮光板、闪光
灯、打印机，带上服饰和化妆组
的志愿者， 跟随水电工人包刚，
来到了廊坊市固安县彭村敬老
院， 为这里的 34 位老人和工作
人员，拍摄了一组肖像艺术照。

“这所敬老院里住的都是无
儿无女、低保户甚至五保户的孤
寡老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拍
过一张正经的照片。 ” 包刚说，

“重阳节那天中午的时候， 老人
就每人拿上了一张装好相框的
艺术照， 很精致， 他们特别高
兴。 ”

退休记者王智勇和水电工
人包刚分别是固安县产业新城
两支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一位
带领着一支 90 人的摄影团体，
凭借摄影的专业技能，试图为社
区和县城创造一些“有意义、有
意思”的影像价值；另一位则有
着一支 110 人的志愿者团队，一
方面为县城里的敬老院提供助
老伴老的志愿服务，另一方面也
为城市里外卖、环卫等户外工作
者们，创设各种关怀项目，比如
今夏酷暑来临时，他们在全县发
起“爱心冰箱”，为环卫工人提供
了免费冷饮和阴凉的休息处。

在固安县，类似这样的志愿
者服务队，已有 60 余支，他们隶
属于固安产业新城的幸福志愿
服务会。 自 2015 年服务会成立
至今， 固安县已有 5000 余人登
记成为志愿者，累积发起志愿服
务活动 200 余次。

产业大发展， 带来民生新
课题

幸福志愿服务会的会长杨
春蕾，是扎根产业新城的“老”员
工了，今年是她伴随固安县的变
迁发展走过的第 11 个年头 。
2007 年当她来到固安工作时，产
业新城还在进行发展早期的招
商引资。

固安县位于天安门正南方
向 50 公里，如今，拥有着环首都
经济圈中最佳的城镇底板。 然而
16 年前，固安县作为廊坊市一座
传统的农业小城，全县财政收入
还仅有 1.1 亿元， 发展水平位列
廊坊市 10 个区县的倒数第二。

2002 年 6 月 28 日， 一种新
的开发区建设运营模式在固安
落地生根，固安县政府联合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夏幸福）开创了河北省第
一个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模
式（PPP）开发建设的产业新城。
自 2002 年立项以来， 固安产业
新城从最初成功邀请京东方入
驻园区，到吸引维信诺、航天振
邦等一系列龙头企业纷纷进驻，
固安全县从徘徊在亿元上下难
以突破的年财政收入， 至 2017
年已增长至 98.5 亿元，增长额近
100 倍，升至全省第三位。杨春蕾
的固安十年见证了“固安模式”

诞生的这十年。
在经济跨越发展的背景下，

高端人才与产业精英的不断导
入成为了固安产业新城持续发
展的核心诉求。 然而，对于一个
以传统农业发展为主的河北县
城，如何在城市现代化转型背景
下做好迎接大量技术人才涌入的
准备？ 如何为留存与服务产业精
英群体提供坚强保障？ 如何增强
固安城市新老居民的社会融合？
如何满足各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
与生活需求等诸多问题， 成为了
当下固安产业新城运营商主要思
考与探索的方向。最终，华夏幸福
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把人的幸
福作为城市发展目标， 以此推动
城市的繁荣发展， 从而不断提升
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 激活区域
经济的内在活力。 从开展城市志
愿活动到探索专业志愿之路，持
续塑造城市精神，支持文化传承，
培育城市民风。

2015 年，杨春蕾着手参与了
华夏幸福的固安民生板块，在她
的愿景中，她希望：“固安是一座
有温度的城市，既有完善的城市
基础建设， 也有能让外来人口留
在固安、 生活在固安的软性服
务。 ”2015年 7月，华夏幸福固安
区域发起成立了固安幸福志愿服
务会。作为固安区域的党员员工，
又是产业新城民生服务的负责
人， 杨春蕾担任起固安幸福志愿
服务会会长。“在快速发展的城
市， 志愿者能够将幸福带到每一
个需要帮助的人的身旁。 ”她说。

探索产业新城的专业志愿
模式

2015 年中秋节来临之际，杨
春蕾琢磨着：怎么才能组织志愿
者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展示和
交流的文化平台？ 她决定策划一
场社区中秋晚会，招募居民志愿
者共同组建筹委会， 落地实施。
在这第一批的志愿者中， 包刚、
王智勇和杨春蕾有了第一次的
交集和并肩协作。

“在这次筹备的整个活动过
程中，无论是筹备服务还是参与
节目演出的志愿者，大家都非常
积极。 经过多次彩排，中秋节当
天的志愿者演出非常惊艳！ ”杨
春蕾回忆起来依然感到振奋，
“现场来观看的社区居民超过了
5000 人，把整个场地围得水泄不
通。 这场晚会成为了固安一场空
前的文化盛宴。 ”一周后，筹委会
又组织了第二场志愿演出，盛况
依旧。

这场中秋盛宴如同固安民生
发展路上一座全新的里程碑，从
这个节点开始， 杨春蕾的志愿服
务开展受到了广泛而自发的欢迎
和加入， 各类主题的社区志愿活
动逐渐丰富： 扩展社区文化生活
的文艺晚会、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的“绿色骑行”、改善城市环境的
“绿色春天幸福梦想”大型植树活
动、 帮助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的
家庭系列讲座……从各色主题公

益活动，到包刚和王
智勇们陆续组建的
主题志愿服务队，
“固安志愿者” 的城
市氛围开始逐渐成
风。服务会也逐步探
索出了一套围绕“新
居民、原住民、产业
人才”三大群体开展
服务的产业新城专
业志愿模式。

来到固安，
成为志愿者

作为固安志愿
者服务社群的特色
载体，“幸福荟”是由
华夏幸福在所运营
的产业新城内，规划提供给社区
居民、产业精英等交流服务的活
动场地。

“最初的幸福荟定位是小区
里的配套会所。 但我们发现可持
续的志愿服务首先需要创建一
个可落地的空间作为载体，用来
参与用来展示。 所以我们就把幸
福荟改造成为了志愿服务落地
的场馆。 ”在杨春蕾看来，幸福荟
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
生活和服务的平台。

五期幸福荟是距离王智勇
最近的场馆，他的团队在这里申
请了一间摄影棚，用以时常为不
便走动的邻里拍摄家庭艺术照。
同样住在附近的温秀英，是北京
退休的军队文艺骨干，擅长声乐。
她作为合唱团的导师志愿者，每
周会在这里辅导社区中的爱好者
学习声乐。 合唱团也常和社区乐
队共同排练，参与各种下乡义演。
在北京开餐馆、 来固安安家的饭
店老板郭乐， 还会组织社区同仁
一起去山西做物资捐赠。 通过市
民带动市民， 来到固安的产业精
英，被固安吸引的新移民，都自发
地“想多做些好事儿”。

在新居民之外，原住民面临
的困境也同样引起了志愿者的
关注。 杨春蕾发现，一些农户除
了农业之外没有其他方面的就
业能力， 于是她带领志愿者们，
一方面建立固安本地农户信息
库， 另一方面与企业积极沟通，
建立起农户的就业沟通和维护
解决机制，架起固安本地民众再
就业的培训桥梁。“我们先后联
合京东举办电商培训，推动了京
东仓储、物流和站点管理的岗位
就业；对接物业公司，促进了保
安、保洁类的再就业。 我们又联
合了本地’浣熊妈妈’公益组织，
举办家政母婴培训；对于不能出
门的居民，我们还设计了影视剪
辑的技能培训。 ” 自 2016 年以
来，服务会因地制宜地推进固安
本地居民再就业， 累计培训了
480 人次，推动就业 320 人次。

固安志愿者的网络像城市
的血液一样， 流通着固安的温
度。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翟雁这样评价：“固安志愿
服务会在产业新城民生方面的

探索和实践，非常符合区域化发
展需求，最重要是紧密地、精准
地瞄准了社会的真实需求与民
生的基本诉求， 体现出公益性、
自愿性和专业性几个特点。 ”

“一城、一校、一基金 ”，打
造县域志愿之城

经过三年的探索，华夏幸福
在固安产业新城的民生服务团
队逐步形成了一套基于产业新
城建设的志愿服务发展模式：以
党建为引领， 志愿者为主体，幸
福荟为载体，设立并运营志愿大
学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 同时，
积极筹建志愿专项基金，用于志
愿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推动固安志愿服务迈
向更加专业化、制度化、常态化、
项目化的新阶段，全力驱动固安
向中国首座县域专业志愿之城
的目标坚定迈进，2018 年 6 月 27
日，固安全面启动了“志愿之城”
的发展建设，立意打造专业志愿
与全民参与的志愿之城。

县政府相关部门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志愿服务现状与问题
调研， 组织社区居民、 社团负责
人、 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开展了
数十场座谈会， 发放上千份调查
问卷， 借鉴优秀城市社区治理经
验和志愿服务经验， 邀请志愿服
务与城市建设领域专家， 共同制
定了固安“志愿之城”发展规划。

“志愿服务是一座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尺。 建设社会广泛
参与、组织机构健全、志愿服务
深入、志愿精神深入人心的志愿
服务体系， 是建设美丽固安、幸
福城市不可或缺的内容。 ”固安
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与全国
文明城市的要求相比，固安志愿
服务工作在志愿服务制度化、组
织化、志愿者活跃度、品牌项目
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通过志愿之城的推行，幸福
志愿服务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居民和产业工人加入到志愿服
务的队伍之中，更多的居民自愿
自发地承担起了志愿服务领袖
的角色。

2018 年 10 月， 围绕志愿之
城的规划，以及目前固安缺少公

益专业技能和管理人才的现状，
固安产业新城进而提出了建设

“志愿大学”的构想。 通过志愿大
学，一方面，引进国内外专家资
源， 构建志愿之城能力支持体
系；其二，聚焦专业志愿服务，引
导产业园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服
务，构建志愿大学社区学院及原
住民学院，提升固安志愿服务管
理水平；其三，聚集国内、国际公
益专家， 打造公益交流平台；最
后， 打造专业志愿大学品牌，实
现模式复制和大学经营。 此外，
通过志愿大学整合公共服务空
间实现服务共享。

在“一城”、“一校”的民生发
展规划之上，幸福志愿服务会未
来还将开展第三步行动：推动政
府联合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设
立“志愿固安”专项基金，探索志
愿基金长效运营机制和管理机
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围绕固安产业新城“一城、
一校、一基金”的发展脉络初步
形成。

2018 年 6 月，在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第三届 PPP国际论坛
上， 因符合联合国倡导的以人为
本及可持续发展理念， 固安产业
新城入选了“全球 60 个可持续发
展的 PPP案例”，成为中国唯一入
选的城镇综合开发案例。

2018 年 12 月 5 日， 在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固安志愿者联
合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友
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及有志
于以专业志愿推动美好社会发
展的企业、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
构等，共同举办“全球专业志愿
联盟第四届亚太峰会”。

正如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联合创始人彭艳在采访中所说：

“固安有着更接近于全球视野
内， 跨界多方合作的志愿服务
投入和城市建设理念。 ”通过此
次峰会， 固安将与来自欧美和
亚太区域多个国家的资深团
队， 分享和交流全球与中国专
业志愿经验和固安志愿服务模
式，拉开中国与全球的对话，促
进专业志愿服务在未来经济与
社会发展中， 发挥专业志愿者
的独特力量。

（文梅）

志愿者在给孩子们讲解环保知识（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