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这是您的水。 奶
奶，您辛苦了！ ’

7 月 22 日 ，河北固安人
民广场，骄阳似火。高一学生
王艺达正在忙着和小伙伴们
一起为来领水的环卫工奶奶
提供服务。 她们身边是一个
大大的爱心冰箱， 里面装满
了矿泉水。

穿着黄色志愿者服装的
她们和爱心冰箱成了广场上
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实际上， 爱心冰箱并不
是新鲜事物。 最近几年每到
夏天， 很多城市都会出现为
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冷饮的
‘爱心冰箱’。 可惜的是往往
昙花一现，没有几天就撤了。

固安的 爱 心冰 箱 是 从
2018 年开始的 ， 每年夏天
如期进行 ，到今年已是第三
届 ，于 6 月 29 日开始运行 ，
经过 1 个月的运转 ，不仅没
有撤销 ，还发展到五个中心
站 点 、30 个 爱 心 商 家 的 规
模 ，参与的志愿者超过 500
人 ， 截 至 目 前 提 供 超 过
4000 瓶矿泉水 。

他们为什么能够做 到
呢？ 《公益时报》记者进行了
走访。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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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心冰箱覆盖整个城市
固安志愿者在行动

排班都排不过来的志愿者

“麻烦您登记一下。 ”“您有
手机吗，可以扫码登记。 ”“您要
常温的还是凉的？ ”“这是您的
水。 ”“爷爷（奶奶）辛苦了！ ”

7 月 22 日上午，爱心冰箱人
民广场站， 不时有环卫工人来领
矿泉水。虽然天很热，但作为志愿
者的杨郡贤、王艺达、邢瑞瑞，依
然一丝不苟地按照站长李均英的
安排一次次完成了送水的任务。

杨郡贤七年级，王艺达高一，
邢瑞瑞高二， 她们都是主动报名
成为人民广场站志愿者的。“我家
离这里比较近， 经常看到志愿者
在这提供服务，很羡慕，就通过志
愿汇报名了。 ”王艺达表示。

这样的志愿者在人民广场
站已经超过了 100 人，她们在同
样是志愿者的站长李均英的安
排下，每天会分成上午 9 点至 12
点、下午 3 点至 6 点两个时段进
行服务。

“每天都有一个值班的接
龙， 我们要求每天上午下午各 4
个人， 有的排不上班的还会生
气，都抢着去。 李大姐还给我发
微信，说中午能不能加上一个时
间。 ”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副会
长沈桂莹表示。

像人民广场一样的中心站
点，在固安还有四个，每个站点
都有一支志愿服务队为在爱心
冰箱的运转提供志愿服务。 他们
中既有放暑假的大中小学生，也
有社区居民， 还有广场舞队、歌
唱队的大爷大妈。

“从心里面就愿意做，什么
时候走不动了就不干了。 ”大湖

站现年 70 岁的志愿者李素云奶
奶笑呵呵地说道。

除了五个中心站点的志愿者
之外，在店铺门前设置爱心冰箱的
商家也都自发地成为了志愿者。

源源不断的矿泉水

在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固
安的爱心冰箱已经被户外工作
者所熟知。 仅 7 月 22 日上午，人
民广场站一个站点就送出了 20
多瓶矿泉水。

那么这些矿泉水是从哪里
来的，又如何保证整个夏天都有
足够的矿泉水呢？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发
布招募令后，爱心人士，包括我
们的志愿者，都在源源不断地给
我们的库房进行补充。 ”负责爱
心冰箱项目后勤保障的李志斌
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道。

一方面，爱心商家在设置爱心
冰箱的时候，本身就会准备一定数
量的矿泉水，有的还会给库房捐。

在固安开了一家家常饭馆
的四川人发哥，在自家饭馆门前
设置爱心冰箱的同时，还和蜀光
志愿服务队的朋友们一起捐了
200 多提矿泉水给库房。 发哥认
为：“挣钱是要挣的，但花钱也要
花的有意义。 ”

“有的商家因为场地原因不
能设置爱心冰箱，就跟我们说让
我们缺水了随时给他们打电
话。 ”李志斌表示。

一方面，志愿者、社区居民等
都会不间断地给各个站点捐水。

7 月 22 日上午，志愿者陈佳
丽就带着孩子一起给人民广场
站捐了两提水。“因为孩子小，老
二不到一岁，没办法参加志愿服
务就捐两提水吧。 ”陈佳丽表示。

7 月 23 日，人民广场站收到
了一家人捐赠的五提水。 在和捐
水者的聊天中，李均英了解到为
了捐水这一家人还开了一个家
庭会议， 开始想让老大负责捐
水，爸爸说不行，要每个人捐一
提水，而且要从孩子们的零花钱
里节约出来。 到 23 日，水钱凑齐
了，立马就捐了过来。

“很多居民看到了我们的爱
心冰箱，转身就去超市，买两包水
就放这了， 我说你们留个名字我
们好登记，不需要，骑个电动车就
走了。一包水没多少钱，献爱心已
经形成一种氛围， 再苦再累我们
感到特欣慰。 ”李志斌强调。

不仅是矿泉水， 爱心冰箱
也是社会各界捐赠的。 据李志
斌介绍， 除了商家自己设置的
爱心冰箱， 从社会上募集的冰
箱已经有 8 台。

大卫城站点的冰箱就是由
固安城北便民市场捐赠的。“我
们知道有这个活动之后，就捐了
冰箱，还向市场的商户发出募捐
的号召。 路过的时候，我都会来
瞅一瞅，看水够不够，有没有其
他需要。 ”便民市场办公室工作

人员许博表示。
“大家还给我们捐赠了大功

率的电扇、防暑药品、急救绷带、
消毒液，应有尽有的，这是社会
的力量，真的让我很震撼。 ”李志
斌对此十分感慨。

从自发活动到专业项目

充足的志愿者和物资，让固
安的爱心冰箱项目有了快速发
展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志愿者愿意加入，会有这么
多人放心地捐赠矿泉水呢？ 这背
后离不开固安志愿服务在这些
年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 2018 年的时候，固安
就已经出现了志愿者发起的爱心
冰箱，“当时只有两个站点， 但是
反响挺好的。去年也在做，但是没
有开展的很大。 ”沈桂莹表示。

与此同时，固安的志愿服务
却在不断发展壮大。

2018 年，固安启动了志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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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发展
固安志愿者突破 15000 名，设立
的志愿服务分队超过 105 支，服
务群众超过 50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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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安志愿服务的发展为爱
心冰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成立
已经 5 年了， 我们之前的思路，
是让志愿者来参与活动就行了。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的思路在转
变，随着固安志愿之城的建设发
展，我们觉得应该从项目化的角
度去着手，让志愿者发现社会问
题， 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支持，引
导志愿者以项目的方式去解决
社会问题。 ”沈桂莹强调。

形成闭环的运行机制

在新的思路引导下，在固安
幸福志愿服务会的专业支持下，
爱心冰箱被设计成了由固安幸
福志愿服务会提供支持、志愿者
实施的专业化项目。

在人员管理方面， 通过挖
掘、培养志愿者骨干，固安幸福
志愿服务会为项目建立了项目
经理人+站长+志愿者的三级管
理机制。

项目经理人共 3 人，他们全
权负责整个项目，在固安幸福志
愿服务会的支持下， 从立项、申
报，到执行、监测和评估，把控整
个流程。

“他们是我们孵化和培养的
志愿者骨干。 我们会通过志愿大
学的培训，告诉他们怎么发现项
目、策划项目、运营项目。 ”固安
幸福志愿服务会工作人员叶梦
伟表示。

五个服务站各有一个站长，
主要负责站点的日常运营和志
愿者的招募管理。

据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执
行长马敬芸介绍，这些站长是志
愿者骨干通过竞聘产生的。 作为
爱心冰箱站点负责人，他们需要
根据站点需求确定所需志愿者
的数量和能力，通过固安幸福志
愿服务会等多个渠道招募并管
理志愿者。

“李均英当站长的时候，就
她一个人， 通过这一个月的努
力， 她的站点的志愿者已经 100
多人了。 ”沈桂莹表示。

“我们会通过志愿大学对志
愿者进行培训，站长在每天上岗
前也也要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
马敬芸表示。

“李阿姨会给我们培训坐
姿、站姿，领水的人来的时候要
说‘您好，您是来领水的吗？ ’,他
们走的时候要说‘您辛苦了’。这
是对他们的尊重，他们为人民服
务，我们为他们服务。”当记者问
到都有哪些培训的时候，邢瑞瑞
表示。

在物资管理方面，在固安幸
福志愿服务会的支持下，项目建
立了一套动态的补水机制。

站长负责统计站点的物资
需求，通过微信群等实时与项目
经理人和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
工作人员对接，负责后期保障的
人员会根据需求第一时间为站
点补充矿泉水。

“站点上报以后，我们就知
道哪个站点需要多少水，然后统
一从库里面调配给他们。 ”李志
斌表示。

项目要求每名户外工作者
一天可以领两瓶水，领水的时候
需要通过填写登记表或扫码登
记个人信息。 如果有人捐水，站
点同样需要进行登记。

“我们接受捐赠以后，会有

相应的入库和出库清单。 每个
站点都有登记表， 扫码领水也
会有相应的后台数据。 数据导
出来我们会进行核对， 如果出
现较大偏差， 肯定是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会做自查。 我们的专
职工作人员会持续做监测，这
就保证了物资的供应不会出问
题。 ”叶梦伟强调。

在项目推广方面， 一方面，
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会通过本
地媒体、 固安志愿者的公众账
号、自媒体等对项目进行整体宣
传。 一方面，志愿者会在现场进
行推广。

“前期我们项目经理和站长
是要去发展一些商家的。 所以在
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其实他们是
没有休息的， 而是沿街去扫街，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商家能够
加入到我们。 ”沈桂莹表示。

为了让户外工作者都能够
知道赠水的信息，志愿者们除了
在站点提供服务之外，还会主动
到周边送水。“我是负责擦护栏
的，看到这里有爱心冰箱，这些
志愿者之前给我送过水，就知道
可以来领水了。 ”环卫工人辛淑
云表示。

“我们的每一瓶水上都贴着
固安志愿者的标志，也是为了展
示我们的项目，让更多人知道。 ”
李志斌表示。

此外，项目还针对志愿者和爱
心商家设定了相应的激励机制。

“对志愿者来说，我们会统
计志愿服务时长，他们每天在志
愿服务平台上签到后还可以领
取一份保险，会有相应的保险机
制。 ”叶梦伟表示。

对于爱心商家，除了帮助他
们协调爱心冰箱在户外摆放所
需手续之外，还会通过当地的宣
传部门、志愿者平台等对他们进
行宣传，“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也
让他们有成就感和获得感。 ”叶
梦伟强调。

专业的机制体制，让爱心冰
箱的运行形成了完整的闭环，保
证了项目的可持续。 固安的实践
经验表明，专业志愿服务在城乡
社区大有可为！

固安爱心冰箱人民广场站的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进行登记并发
放矿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