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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交会”五年回眸：

青年志愿服务的新时代呼唤
志愿之光 汇聚此处绽放

青春之城，活力赛会。
2014 年 7 月，在充分借鉴地

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团中央决
定升格举办“志交会”，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实施，并率先在已有三
年区域性办会经验的广州举行。
自此，这个后来国内最大的志愿
交流服务平台得以从区域走向
全国，并迎来跨越式发展。

———五年来，“志交会”步履
不停、成果丰硕。 从广州到重庆，
再走过宁波和四川， 前四届赛
会共牵动全国 4 万多个志愿服
务组织、2 万多个项目参会参
赛参展，共 2000 多个项目获得
奖项和资金支持。 通过全国和
地方赛会平台， 累计共获得支
持资金超过 2.3 亿元，其中，全
国组委会自筹赛会支持资金超
过 3200 万元。

———五年来，“志交会”完善
赛会章程和比赛办法，健全申诉
监督机制，建立来源广泛的评委
会和监委会， 形成规范化制度，
确保评审科学严谨，进一步提高
了赛会公信力。

———五年来，“志交会”力图

在每一届实现一个突破，为志愿
服务项目与项目需求方提供一
个开放式互助平台，在具体措施
上力求实效，努力促进资源与项
目之间的对接配置，同时注重项
目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五年来，“志交会”的内
容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在其一
步步走向规模化的品牌成长中，
也见证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整体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和国
家志愿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

2019 年 12 月， 已经举办四
届的“志交会”重回广东，在南粤
大地上延续大会传统，传承志愿
精神。 青年志愿者们从全国各地
汇聚东莞，在这座位于珠江之滨
的“志愿之城”，一场志愿项目展
示和志愿组织交流盛会的帷幕
正徐徐拉开。

今年，赛会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发展志愿服务事业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项目分类展示共
涵盖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子
女、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节水
护水与水利公益宣传教育、脱贫
攻坚、恤病助医、环境保护、应急
救援、 禁毒教育与法律服务、文
化宣传、理论研究、志愿服务平
台、其他领域等 13 类。 在公益创

业赛中，进入全国赛初评的组织
共有 200 个。

如今，“志交会”正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点点志愿之光，跨越山
高水远，共同相聚一堂，在这个
舞台上绽放出更加夺目的青春
光芒。

点滴故事 续写大爱理想

暖流汇聚，薪火相传。
五年来， 在每届“志交会”

上， 青年志愿者们济济一堂，在
交流中碰撞思想，汲取他人身上
所长；在交流中接受指点，明确
志愿服务方向；在交流中分享收
获，坚持奉献社会的理想。

与会人员间的交流互助无
处不在，他们不吝啬、不藏私，坦
率地分享心声、帮助他人、提升
自我，用一颗真诚的心，传递温
馨的暖流。

在前几届“志交会”上，主办
方以普通志愿者的“志愿心”和
“志愿行”为重点，邀请湖北抗洪
中的志愿者群体、参与 G20 峰会
的“小青荷”代表、扎根新疆的西
部计划志愿者、在落后乡村支教
扶贫的志愿者，走到台前分享自
己心路历程中的酸甜苦辣。

持续数年开展的故事分享
会，邀请志愿者团队讲述他们服
务历程中的所思、所感。 还特别
邀请了志愿服务领域的专家学
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与青
年志愿者们共同探讨志愿服务
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届赛会，更是安排了 7 场
交流分享， 促进选手与选手之
间、 选手与志愿服务导师之间、
志愿文学与市场之间的深层次
沟通。 同时，还新开设“大学生志
愿服务社区交流营”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交流营”， 让导师和项
目负责人近距离接触。

同期，第五届“志交会”还将
举办广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展，并在东莞选取志愿服
务开展较好的社区进行现场观

摩，让青年志愿者们能够进行场
景式体验。

社会的文明进步，离不开文
化的示范引领。 广大志愿者、志
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是
为社会作贡献的前行者、示范者
和引领者，“志交会”更是这个群
体集合汇聚的大舞台。

他们积极响应党和人民的
号召，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他们为政府分忧，为群众
解难，积小善成大善，于平凡造
非凡；他们在“送温暖、作贡献”
中彰显理想信念，在“传爱心、搭
把手”中展现责任担当。

五年来，在每届“志交会”举
办期间，主办方逐步通过选树志
愿典型，加强理论研究，共同形
成宣传合力， 做强志愿文化品
牌。 志愿精神在此得到了生动具
体的体现，这是引领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力量，亦将续写新时代
的雷锋故事，使之薪火相传。

江河山海 我们一起成长

心手相牵，共襄善举。
作为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团

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主要负责人表示，这场青年志愿
者的盛会， 始终坚持引领青年、
面向基层、服务全局，致力搭建
以项目展示、组织交流、文化引
领、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国志愿
服务综合平台，助力中国青年志
愿者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
作者积极响应号召， 走进社区、
走进乡村、走进基层，无私为他
人提供帮助，在祖国 960 万余平
方公里的的广袤大地之上，点亮
了无数的星星志愿之光。

五年来，青年志愿者们从五
湖四海而来， 向四面八方而去。
“志交会” 不只是交流和分享的
平台， 更是学习和成长的营地。
在这里， 他们进行思想碰撞、交
流互助、相伴成长，能够以更成

熟的心态回到志愿岗位上，为更
多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用爱带动
他人共同进步。

上海“寻找中国的梵高”项
目团队是首届“志交会”金奖得
主，经过大赛的选拔培育，项目
趋于完善成熟。 2017 年，在腾
讯 99 公益日期间发布“一元
画 ”众筹项目，引起强烈的社
会反响 ， 一天之间筹集资金
1200 万余元，项目由此进入快速
发展轨道。

“‘春雨计划’医教结合推动
特殊儿童融合教育”项目团队来
自中核集团四一六医院，在第四
届“志交会”中获得金奖，这帮助
了他们对近年来的成果进行总
结提高， 开始编纂著述相关书
籍、设立实施评估模板、探索融
合教育方向，为更多特殊儿童提
供帮助。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的志愿
服务，不仅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更要让参与志愿服务
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
进一步彰显理想信念、 爱心善
念、责任担当，呈现出“人民有信
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
新时代面貌。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勉励广大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
织、 志愿服务工作者立足新时
代、 展现新作为， 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
故事。

这是一条胸怀梦想、脚踏实
地的征程； 这是一个向上向善、
蔚然成风的时代；这是一片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舞台。

新征程是实干家的征程，新
时代是向上者的时代，“志交会”
则为青年志愿者提供了这个舞
台。 青年志愿者热情参与、真情
奉献， 用志愿精神唱响青春之
歌，定能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人生精彩。

（据《中国青年报》）

2014年 12月， 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志愿服务交流会（以下简称“志交会”）在广州举行。 此后
每年初冬，“志交会”分别在重庆、宁波、成都和德阳如期
而至，迄今已举办四届。 今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第五届
“志交会”落地广东东莞。

五年来，这场属于青年志愿者的盛会与时代同行，在
中国志愿服务领域声名远播，堪称项目展示的“博览会”、
组织交流的“嘉年华”、文化引领的“风向标”、资源配置的
“加油站”，已成为国内级别最高、影响最大、参与最广的
志愿服务交流平台。

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志交
会”始终致力打造集上述四大功能为一体的全国志愿
服务综合平台， 不断推动中国志愿服务事业深入发
展，动员引导广大青年和社会公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第五届志交会现场

12 月 2 日至 4 日，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东莞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