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9 日，滁州市琅琊区凤凰社区向辖区驻地共建单位、社区党员群众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李晓村/摄）

� � 实践证明， 开展志
愿服务单纯靠热情是
远远不够的，志愿者必
须具备专业的服务能
力。 在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志
愿服务需求日趋多样
的今天，专业化已经成
为志愿服务工作的新
趋势、新特点。

� � 4 月 8 日，在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吴郢社区紫桐新村小区，小朋友在“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光荣榜”上
看爷爷的照片。 为弘扬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期间无私奉献精神，吴郢社区党委特别制作了光荣榜（葛传红/摄）

志愿服务如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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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安徽全省广大志愿者积极
开展志愿服务，成为战“疫”一线
的亮丽风景。 新形势下，志愿服
务期待转型升级。

志愿服务渐成生活方式

墓碑拂尘、清扫杂草、摆上
鲜花、鞠躬行礼，表达哀思……
3 月 30 日上午， 合肥市蜀山区
南岗镇双塘村志愿者朱静和其
他 4 名志愿者在陵园开展“清
明代祭扫”志愿服务活动。“我
们开展代祭扫志愿服务， 既是
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需要，更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志愿
者朱静说。 疫情期间，对于远在
省外的务工者， 或体弱多病的
老年人来说， 代祭扫志愿服务
颇受欢迎。 双塘村共为 100 余
名委托祭扫家庭送去“代祭扫”
志愿服务，避免人员扎堆聚集，
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尚。

生活的“难点”，是志愿服
务的“热点”。他们忙碌在社区，
买菜送药、排查隐患；他们奔走
在街头，疏导交通、维持秩序；
他们活跃在网络，传递信息、疏
导情绪……早在 1 月底， 省文
明办、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出
倡议， 希望全省志愿者和志愿
服务组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全省志愿
者积极行动起来， 以社区村组
为战场， 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
防控阻击战，成为联防联治、群
防群治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
志愿者的付出， 我们就算有三
头六臂也顾不过来。 ”不少社区
干部表示。 广大志愿者主动到
战“疫”一线报到，各展所长，在
平凡岗位上扮演着“一线战斗
员”“防疫宣传员”“后勤保障
员”“心理疏导员”等角色，在城
乡社区村居值守、 在交通路口
驻守、在楼前门外把守，极大缓
解了城乡社区、 村组防控人员
紧缺的问题。

程飞在石台县城经营一家
小餐馆。 自疫情防控检测站点设
立以来， 他深夜驾车 18 公里专
程送来可口的热饭菜，自愿当起

“后勤保障员”。 每当防疫人员坚
持要付费时， 这位朴实的小伙
说：“我只是做了点小事情，要是
为了赚钱，我就不会来了! ”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
献；不计个人得失，只为他人方
便。 奉献与温暖，正是志愿服务
精神的最好注脚。

“我们参与志愿服务是为了
实现内心的充实，是不可或缺的
精神食粮。 志愿服务已经成了自
我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志愿服
务的精神贯穿到我们生活的点
点滴滴方方面面。 ”安徽中医药
大学教师、合肥市五星级志愿者
齐亚军说。

涓滴细流，汇入沧海。 自疫
情发生以来， 全省有 7.6 万多个
志愿服务组织、230 万多名志愿
者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宣传普及
防疫知识、 参与收集疫情信息、

人员隔离防护、交通秩序维护以
及卫生防疫、邻里互助、心理服
务、救护救助等志愿服务，以实
际行动构筑起保卫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的严密防线。

“专业支撑”才能走得更远

“经此一‘疫’，很多人改变

以往‘行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
的看法，更多人认为志愿者是发
自肺腑、踊跃报名参加，在社会
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当涂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尹玲玲
说。 当涂县文明办发布志愿服务
招募信息都是满编超额，志愿服
务热情空前高涨。

实践证明，开展志愿服务单
纯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志愿者
必须具备专业的服务能力。 在经
济快速发展、 社会分工日益精
细、志愿服务需求日趋多样的今
天，专业化已经成为志愿服务工
作的新趋势、新特点。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志愿
服务也不例外。“根据疫情的不
同阶段，群众需要的志愿服务也
有所不同，志愿服务的重点也会
随之改变。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
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颜翠
芳说。 疫情初期是组织志愿者捐
款捐物、奉献爱心，志愿者根据
自身能力，力所能及地按需提供

志愿服务帮扶。 随着疫情发展和
现实需求变化，志愿服务组织又
成立了“心理援助团”“法律咨询
团”“医务后援团” 等服务队，不
断拓宽志愿服务范围，提升志愿
者专业服务水平。

专业志愿服务水平来自于
专业化的志愿队伍，吸收医生、
教师、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
人员， 让志愿者结合自身所学
所长，形成“让专业的人干专业
的事”服务模式。“志愿服务组
织不能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也
不能仅凭一腔热血，简单帮忙。
志愿服务的种类、培训、管理、
机构运营能力等各方面都需
要专业化发展， 并且与志愿服
务平台化、组织化、项目化等形
成生态体系， 专业化支撑的志
愿服务才能走得更远。 ”合肥工
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周
军说。

马鞍山市组织大学生志愿
者为“疫”线医务人员子女提供
线上辅导，以实际行动关爱支持

一线医务人员。“我以前做过家
教，很喜欢辅导孩子课程，为一
线医务人员子女提供线上辅导，
希望让白衣战士们在一线安心
抗疫。 ”安徽工业大学行政管理
专业大一学生张晴晴说。

周军告诉记者，无论是疫情
期间，还是日常生活中，志愿服
务还要管理专业化，不断完善志
愿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发挥志愿
者注册管理、 传递供需信息、记
录服务时长、评估服务效果等多
种功能，逐步实现志愿服务数据
的互联互通，做到志愿者统一注
册、志愿服务证统一发放，以及
服务记录跨地域跨系统的转移
接续。

“激励回馈”树立鲜明导向

志愿服务要行稳致远，要
建立激励回馈机制， 给予志愿
者优惠公共服务、免费保险、技
能培训、积分回馈等礼遇，让志
愿者越干越有劲，感受到“好人
有好报”。

“黄山市探索通过社会化
途径回馈志愿者， 创新成立爱
心企业联盟， 探索通过社会化
途径回馈志愿者，涵盖‘医、食、
住、行’四个方面，增强志愿者
荣誉感、自豪感，激发志愿服务
内生动力。 ”黄山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刘顺凤说。 黄山爱心企业
联盟每月为星级志愿者提供价
值千元的免费体检服务， 为星
级志愿者提供餐饮折扣优惠，
优先审批星级志愿者住房贷
款， 奖励优秀志愿者代表免费
入住“爱心幸福”客房。 不仅如
此， 交通运输公司为三星级以
上志愿者提供免费公交， 并组
建“爱心车队”，为贫困志愿者、
残障志愿者就医提供“爱心接
送”服务。

为解决好志愿者的后顾之
忧， 马鞍山在全省率先编织起
“安全网”，建立了注册志愿者团
体意外伤害保险服务，凡注册志
愿者在参加“全国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上发布的志愿活动有效活
动期间内所遭受的意外伤害，均
可享受总额 2 万元之内的医药
费赔付， 并按照 100 元/天标准，
提供最高 180 天的意外伤害住
院津贴，34 万余名注册志愿者均
可共享到这一保险服务。“按照
礼遇志愿者、 方便志愿者原则，
保险理赔部门只需审核市文明
办或市民政局出具的证明，便可
进行赔付，确保第一时间给志愿
者送去关爱。 ”马鞍山市文明办
宋冰冰说。

据了解，《安徽志愿服务条
例》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
条例规定，公务员考录、事业单
位招聘可以将志愿服务情况纳
入考察内容。 对有良好志愿服务
记录的志愿者，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优先
安排志愿服务、免费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免费游览旅游景点等措
施予以激励。

（据《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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