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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中的固安志愿者

从筹资资金、提供保障
到服务居民

固安的防疫志愿服务工作
是在年后开始启动的。“过了年
回来以后，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家
里办公了，当时全国各地都缺防
疫物资，固安产业新城在城市一
线防疫工作的物资同样存在严
重短缺。 基于这样的前提条件，
我们发起了为防疫募集资金物
资的活动。 ”固安幸福志愿服务
会会长杨春蕾表示。

据杨春蕾介绍，活动首先是
由华夏幸福固安区域党总支牵
头， 倡导固安区域的全体党员、
骨干员工带动所有员工， 发起

“守护城市守护者”行动。 在“守
护城市守护者” 行动号召下，华
夏幸福固安区域各党支部积极
组织捐赠活动，2 天时间，固安全
区域党总支捐款合计 63 万多元
及价值 3 万元的疫情急缺物资。

在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用这
些资金购置了大量的防疫物资。

“总计购置和筹集到近 30000 口
罩、6000副手套、1000顶帽子、700
套隔离服、300套防护服、200副护
目镜及 400 桶酒精及 370 桶消毒
液等一线紧缺防疫物资，并将防疫
物资分期分批送到一线防疫工作
人手中。 ”杨春蕾表示。

同样开展了捐赠活动的还
有固安京南风采志愿者协会。
“我们有四五个群， 每个群都有
四五百人，所有捐款的人在我们
群里做接龙，第一次募集的资金
全捐给了县红十字会，定向捐赠
给县中心医院的一线医护人
员。 ”固安京南风采志愿者协会
会长韩占强表示。

随着疫情防控的需要，不仅
民间在发起志愿服务活动，固安
共青团也发出了疫情防控青年
志愿者招募令，招募青年志愿者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需求，以城乡
社区（村）为重点，开展防疫宣
传、秩序维护、消毒防护、其他等
四类志愿服务。 截至 2 月 24 日，
固安各级团组织累计招募青年

志愿者 1000 余名， 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超过 50000 小时。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包括社
区工作人员、交警、防控志愿者
等在内的一线工作人员的伙食，
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在联系当
地管委会准确了解需求的基础
上， 组织了东益志愿服务队、蜀
光志愿服务队、爱心商家团队等
召集员工、采购食材，开展了爱
心送餐活动，为一线的城市工作
者及时送去热乎的爱心餐。

同样需要服务的还有社区
的居民， 宅在家中的他们的需
求，都被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看在眼里。

早在 2 月 5 日，京南风采公
益志愿者协会就开展了爱心蔬
菜进社区公益活动。“一方面农
村的菜滞销，一方面社区居民有
需要， 我们就联系了社区的物
业， 志愿者会告诉居民有什么
菜，同时统计居民的需求。 然后
爱心商家和志愿者按指定时间
和地点，分批为社区百姓分发新
鲜的地头菜。 ”韩占强表示。

居民的需求不仅是物质的，
还有精神的。 如何帮助在家抗疫
的社区居民、志愿者以及爸爸妈
妈们安心带娃，“宅在家”成为了
固安志愿者抗击疫情的另一项
重要任务。

为此，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
开发了 i 志愿大学网络课堂，组
建志愿服务团队，开发了绿色环
保、志愿服务、家庭教育、心理疏
导等不同主题系列课堂。

“i志愿大学的课程在固安推
广有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之前一直
都是线下的课程，主要集中在志愿
服务等方面。因为这次疫情大家都
不能出来，我们就考虑把课程搬到
网络。 ”杨春蕾表示，“我们首先考
虑大家的需求点，所有的家庭都集
中在家里面的时候需要什么，相应
的我们就推出了包括家庭健身在
内的一系列课程。 ”

固安志愿者的网络与力量

无论是物资购买、 餐饮保

障、还是为居民提供物质、精神
食粮， 在平时或许都很容易做
到，但在防疫期间，尤其是全国
医疗物资都紧缺、 交通不便、资
源难以流通的时候，无疑是有很
大困难的。 那么，固安的志愿服
务组织为什么能够做到呢？

“我们最后成交的，给我们
找到资源的大部分真是发挥全
体固安志愿者齐心协力及所有
志愿者们的万能朋友圈， 他们
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力量来帮城
市进行群防群控， 联系防护物
资， 其中有一个志愿者打电话
就打了不下 500 个， 在全国各
地帮我们去寻找这些资源。 ”杨
春蕾强调。

“其中一个志愿者通过朋友
找到了河南的货源， 我们从固安
防疫部门开了证明之后， 他们连
夜开车就直接到河南去了。 然后
在厂子外边等了一天， 后来经过
几番交流沟通， 拉回了 2 万个口
罩。 我作为组织的负责人觉得特
别感动。 ”杨春蕾表示。

在志愿者的努力下，固安城
市里的资源也被盘活。“跟我们
城市里的商家一公布这个事儿，
好多商家都是成本价，甚至都是
低于成本价把东西给我们。 ”

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伙食
保障同样是依靠了志愿者和爱
心商家的网络。“我们找了很多
的小吃，因为大家这些天憋在家
里， 并不是说没有钱吃不起，而
是有钱都买不着。 我们找了很多

不同类型的商家，保证三餐不重
样。 ”杨春蕾表示。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因
为爱心商家已经都在我们的平
台里边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有两
三个志愿者给所有的商家打电
话来沟通这件事就可以了。 而餐
饮企业做爱心餐需要的一些物
资我们平台里的机构也可以提
供。 ”杨春蕾强调。

i 志愿大学同样采用的是这
样的办法。 据杨春蕾介绍，在确
定了居民需求后，就招募了有相
应专业知识技能、能够教授课程
的志愿者。 例如家庭健身，“我们
这里本身有很多的健身房、健身
会所的资源，这些导师们很乐意
公益免费去开这样一些课程。 ”
杨春蕾强调。

众志成城，共建志愿之城

“我们的志愿平台上面的人非
常多，基本上我们的招募令发出去
以后，瞬间就能够招到。”杨春蕾表
示。 在防疫期间还能做到这一点，
志愿者也都能积极发挥作用，离不
开固安志愿之城的建设。

近年来，随着固安产业新城
的快速发展，高端人才与产业精
英的不断导入成为产业新城持
续发展的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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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如何促进产业发
展和公共服务的双赢？ 志愿服务

成为抓手。
2015 年，固安幸福志愿服务

会等社会组织成立，开始针对儿
童、青工、原住民、老人四大人
群，开展特色志愿服务；2018 年，
固安全面启动志愿之城建设；
2019 年，开展了“幸福邻里”“大
爱公益”“城市合伙人”“新城乐
业”“负碳城市”“儿童友好” 等 6
大类志愿服务项目 20 余个，发
展固安志愿者突破 10000 名，设
立的志愿服务分队超过 70 支，
其中专业志愿服务队就有 35
支，服务群众超过 40000 人次。

据杨春蕾介绍，目前固安志
愿服务已经形成“一城一校一基
金”的产业新城志愿服务发展模
式，即以党建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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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动志愿专项基金成
立，推动志愿组织可持续发展。

正是因为固安已经初步形
成了“人人志愿”的良好社会氛
围，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才能迅速
发挥作用。

“我们希望这个城市有温度，
能够让所有的外来人和原住民愿
意生活在这个城市。因此，在固安
志愿者成立之初， 我们就把君子
恭让、邻里守望定为精神理念。这
次疫情更是坚定了固安志愿者成
立的初衷， 让我们更好地通过志
愿服务提升社区粘性， 增强居民
归属感； 通过志愿精神促社会组
织自治，提升社区治理水平；通过
志愿活动丰富居民生活， 提高城
市活力。 ”杨春蕾表示。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平台
搭建好，我们能够做到未来社区
的老百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样
的需求，他能够第一时间先想到
我们这个平台，从这个平台里找
到想要的资源， 解决事情的方
法，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日常生
活问题，进而解决城市发展中产
生的问题，并对在固安这座城市
生活居住，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
幸福感。 ”杨春蕾强调。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界社会力量在资源对接、资金
物资募集、社区联防联控、志愿者动员响应、一线工作人员关爱支援
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号召力、组织力和推动力。

跟全国各地战疫工作者一样，固安志愿者积极投入到防疫宣传、
秩序维护、消毒防护等工作中；他们迅速募集善款、筹集物资，支援防
疫一线；他们为防疫工作者送上热腾腾的饭菜，为社区居民找来平价
的蔬菜；他们热情高涨参与 i 志愿大学的线上课程……

京南风采捐赠 志愿者和爱心商家为一线工作者提供了爱心餐

防疫期间，i 志愿大学推出了微课堂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