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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丝带车主联盟让公众归家不“难”
再过一周左右，一年一度的

中国春节人口大迁徙行情即将
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或已经
踏上回家的征程。 虽有着多种交
通出行方式，但相对国人的出行
热情却显得吃紧，一票难求仍让
很多朋友望而却步。

如今，一个以首个中国车主
聚集地“车轮社区”为主要发起
方，网聚数百家移动互联 APP 力
量的“蓝丝带车主联盟”（以下简
称“蓝丝带”） 民间公益社会团
体，正在用公益手段让公众归家
不难。

“蓝丝带”五年公益路

2019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5
日， 主题为“全民助力 与爱同
行”的第五届蓝丝带过年回家公
益活动正式启动。 该活动由车轮
公司旗下“车轮 APP”联合数百
家合作伙伴发起，车轮此次携手
口碑，上海市来伊份公益基金会
及贵州省兴义市威舍镇大山小
爱志愿支教协会以蓝丝带为名，
帮助山区儿童在过年期间与父
母团圆，共赴爱之旅途。 线上参
与活动可赢取丰厚年货惊喜，将
抽取用户报销过年回家路费，还
有免费自驾意外险、直升机医疗
救援等全程保障护航。

蓝丝带车主联盟 2015 年
成立于上海， 是以首个中国车
主聚集地“车轮社区”为主要发
起方， 网聚数百家移动互联

APP 的力量， 旨在呼吁车主贡
献爱心， 联盟以蓝丝带为统一
符号， 车上系上蓝丝带的车主
将尽己所能为遇到困难的车主
或旅人提供无偿帮助。 蓝丝带
车主联盟也是全国首个以推动
车友互助、 推广车主文化为主
题的民间公益社会团体， 已连
续五年投入到蓝丝带过年互助
回家大型公益项目中来。

今年聚焦留守儿童

车轮助力行业发展不断前
行的同时立足公益事业，今年是
车轮第五年投入到蓝丝带过年
互助回家大型公益项目中，至今
已帮助 2800 万游子过年回家，
今年与以往“分享空位”行动不
同的是特别将聚焦到留守儿童
人群，希望能借助公益的力量对
留守儿童这批群体的关注和奉
献，让更多企业和更多用户可以
关注到他们，从而帮助到这批可
亲又可爱的孩子们。

2015 年, 蓝丝带过年回家公
益活动正式开启，如今已经走过
5 个年头， 像去年的活动就有
800 多万人参与了进来，2019 年
活动主题是“全民助力，与爱同
行”， 聚焦的是远在贵州省黔西
南山区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去
深圳、汕头打工，甚至几年都没
有见过面，车轮希望号召全网用
户参与，为山区儿童与父母团圆
助力，车轮还将为贵州省黔西南

山区的孩子们进行公益捐赠，所
有的善款由车轮全程提供。

1 月 25 日， 车轮副总裁兼
CMO 赵凯与贵州省兴义市威舍
镇大山小爱志愿支教协会领导
一起步行近两小时，前往山区留
守儿童家中走访慰问。

互联网上报销千元路费

公益活动作为车轮王国的
重要社会责任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认可和支持，车轮也在公益事
业上倾注大量资源，第五届蓝丝

带过年回家公益活动不但将于 1
月 25 日从汕头出发， 送务工亲
人团圆，还在线上为用户提供免
费报销 1000 元路费的福利，为
了让大家在回家过程中有爱相
陪过团圆年。

1 月 26 日，深圳、汕头务工
父母到达目的地后车轮为其送
上春节礼盒，而由车轮公益团队
一早准备的食材还为近 30 位为
返乡乡亲和孩子做了顿丰盛的
团圆饭。

“报销你的回家路费”微博
上线 5 个小时就已突破 1700 万

人次阅读量， 与此同时在车轮
APP 端内启动的“全民助力，与
爱同行”携手口碑、上海来伊份
公益基金会及贵州省大山小爱
志愿支教协会以蓝丝带为名帮
助贵州省黔西南山区的孩子们
与父母团圆行动， 已有 40 万人
次参与活动助力，平均每人每天
可参与 5 次活动，通过联合社会
各界力量共同为保障留守儿童
过幸福年，助力帮助山区留守儿
童在过年期间与他们远在深圳、
汕头务工的父母团圆，共赴爱之
旅途。 （张明敏）

� 2018 年 12 月 5 日上午，志
愿者“爱心时间储蓄中心”落户
晋安区茶园街道环南公园，27 支
志愿者服务队领取了“爱心时间
储蓄中心”存折，不少志愿者用
服务积分兑换到心仪的实物或
服务。 此外，鼓楼区鼓东街道中
山社区“幸福中山时间储蓄银
行”也同期“开张”。 记者了解到，
这种将志愿服务进行储蓄和兑
换的“时间银行”已有不少社区
在探索中，并逐渐形成新风尚。

爱心时间储蓄中心启动

爱心无价，却可以“有偿”。

在茶园街道的爱心时间储蓄中
心，志愿者可以把志愿服务时间
储蓄起来，当自己及家人有需求
时可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还
可兑换各类生活用品。 5 日上午，
这个储蓄中心正式启动。

走进储蓄中心，场所小而温
馨，注册志愿者可在电脑上登录
“爱心时间储蓄中心”网站，查询
服务积分、 领取志愿任务等，并
在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书籍
等实物。茶园街道党工委书记陈
乃胜介绍，同名社团组织已在省
民政厅注册， 目前面向福州市，
将来还会作为总站向全省推广。
5 日，福州市钱塘小学、福州市

第十九中学、福建江夏学院等分
站也举行授牌仪式。

截至 12 月 2 日，通过“爱心
时间储蓄中心”网站注册并参与
助老志愿服务的有 817 人，共开
展 67 场志愿服务活动， 累计时
间达 1620 个小时。

10 类志愿服务可获积分

怎么将服务兑换成积分呢？
陈乃胜介绍，服务认证采取线上
加线下管理模式，线上加入钉钉
群，在群里报备后，再打卡、发送
定位和照片，由群后台管理员负
责记录，也可以线下拿着“爱心
时间储蓄中心”存折到服务所在
地签字或盖章。

据介绍，爱心时间储蓄中心
服务对象主要为老年群体，包括
孤寡老人、高龄“空巢”老人、以
及 80 岁以上的健康老人等。 志
愿者可以提供便民服务、文体娱
乐、居家安全、社会关爱等 10 类
服务来获取积分。 值得一提的
是，在中心注册并通过实名认证
且从事平台发布任务的志愿者，
还将享受意外险。

时间积分怎么换算呢？ 便民
生活、培训教育类等服务每小时
记 1 分，社会关爱、精神慰藉类
服务每小时记 2 分，全天连续志

愿服务记 6 分。 这些服务时间可
兑换成服务时间、物品、就医、旅
游等服务。

首批储户“兑现”爱心

5 日上午，储蓄中心一启动，
就吸引了不少爱心储户前来“兑
现”， 茶园街道洋四社区的江秀
惠就是其中一员。

今年 68 岁的江秀惠参与爱
心志愿服务已有 10 多年，却从没
听过志愿服务还能兑积分、 换奖
励。她兴致勃勃地挤在人群中，向
工作人员了解起注册、 积分兑换
等情况。“现在管理方式越来越新
颖！ ”江秀惠竖起大拇指。

侨园小学 6 年级学生宋志
城和同学领到了爱心存折，存折
里“躺着”2 个积分，是他今年 10
月参加台江老人公寓爱心服务
得来的。 他在储蓄中心转了一
圈，最后选择了《成成学法律》的
安全教育漫画书。

陈乃胜介绍，下一步将开发
“掌上时间储蓄”小程序。 志愿者
和服务对象分别有一个端口，有
需求的可上线或通过热线电话
预约发布信息，由平台向志愿者
“派单”，即老人下单，平台派单，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迅速匹配供
需，精准高效服务。

“时间银行”模式渐成风尚

5 日上午，“幸福中山时间储
蓄银行”也在鼓楼区鼓东街道中
山社区“开张”。 该辖区 14 家党
建联盟志愿服务单位成为了首
批“储户”。

“开办‘时间银行’是为了激
励更多志愿者进社区报到、为群
众服务。 ”中山社区党委书记吴
靓介绍，通过“时间银行”，志愿
者可以兑换生活物资、家政上门
服务等，逐步完善“付出、积累、
回报”机制。

记者了解到，“时间银行”最
早出现在瑞典，这种模式提倡爱
心循环和互助友爱，在老龄化社
会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
解到， 近几年福州已有部分社
区、组织率先探索，比如金斗社
区、福龄金太阳、鲲鹏青少年事
务服务中心等。

志愿者李元忠是一名律师，
每周五都参加“法律进社区”志
愿服务。“‘时间银行’是社区对
我们志愿服务的一种认可和鼓
励。 ”他认为“时间银行”这种形
式可以让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
队伍中来，提高志愿服务的积极
性和长效性。

（据《福州日报》）

福州探索志愿服务储蓄兑换模式

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小志愿者们在电脑上输入自己的志愿服务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