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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开展“帮特困、助急难”慈善再救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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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身边
温暖就在身边

———各地各部门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纪实

立足平时打基础
关键时刻顶得上

在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中，小红帽、红马甲随处可见，
来自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阶段
的志愿者们，各尽所能、各展所
长，舍小家为大家，成为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关键
时刻见真章， 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 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到
位、这么有序地运行、这么专业
地服务， 与多年来全国各地各
领域积极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近年来，我国志愿队伍越
来越壮大， 从青年志愿者、巾
帼志愿者到文艺志愿者、医疗
志愿者、环保志愿者等，志愿
者年龄层次更加丰富，服务领
域越来越广泛，人员构成更加
多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实
名注册志愿者超过 1.6 亿人。
高扬旗帜、建章立制、全面部
署，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不断
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在党的诞生地服务千千
万万观众游客， 志愿服务工作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副馆长、上海市“党
的诞生地” 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徐明说，多年来，他们积极探索
出“五有”“四统一”的管理服务
模式，以先进的思想、完善的制
度夯实志愿服务工作基础，用
严格的管理、 温馨的服务来引
领和凝聚志愿者， 志愿服务的
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国网中兴公司自 2015 年
以来， 成立了 7 支党员服务
队，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走进
医院、社区、养老院等单位开
展志愿服务， 为党旗增辉，为
服务添彩，受到周边群众的广
泛赞誉。疫情发生后，7 支党员
服务队第一时间深入社区参
与疫情防控， 在防控宣传、体
温检测、信息登记、疫情排查、
人员隔离、秩序维护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社区群
众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力量。

新时代文明实践
赋予志愿服务新使命

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是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的优良传统。

党中央在 2018年部署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这为
学雷锋志愿服务赋予了新使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体力
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

愿服务。 两年来，文明实践志愿
者们活跃在村头巷尾、 田间地
头，宣讲党的理论、组织文化活
动、推进移风易俗、开展扶危济
困，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声音
就在身边、 党的温暖就在身边、
美好生活就在身边。

北京海淀区建设了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项目库， 整合了
3742 项志愿项目、6000 余节在
线课程、748项实践活动， 以及
15个在线虚拟现实（VR）展厅、
12 个在线博物馆等服务资源，
为百姓提供“点单派单”精准化
服务。特别是上线“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与科学知识
普及”活动菜单，各实践所（站）
通过线上点单派单组织了 30
多场“理论+科技”系列讲座，有
效地将思想理论政策和科学技
术在社区百姓间传播。

江苏句容作为革命老区、农
业重镇，以茅山老区的葡萄产业
特色村———丁庄村为试点，精
心设计了“葡萄架下的文明实
践” 科技助农志愿服务项目，把
葡萄产业科技科普服务、理论宣
讲服务、邻里互助服务送到田间
地头、送到群众身边，让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与生产生活深度交
融，提振农民精神风貌，助力乡
村振兴。 （据《光明日报》）

暑期以来，河北省文安县以“我是一个粉刷匠，浓墨重彩绘家乡”为主题，开展系列墙体彩绘活动。 图
为 8月 8日，在文安县文安镇东关村，志愿者指导小学生为墙绘作品上色（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近日，江苏省民政厅、省慈
善总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帮
特困、助急难”慈善再救助行动
的通知》，建立政府救助为主导、
慈善再救助为补充的政社联动
模式，强化政策衔接，凝聚社会
资源，提升救助水平，着力解决
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 急难性、
临时性困难。

“帮特困、助急难”慈善再救
助行动自 2020 年 7 月启动，试行
一年。项目资金由省、市慈善总会
共同募集，先期 1000 万元主要用
于支持苏北五市开展困难群众深
度救助。

救助对象主要为苏北五市本
地户籍，因遭遇火灾、爆炸、交通
事故、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造成
家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主要经
济来源中断， 以及突发重大疾病
等原因造成医疗费用支出过大，
收不抵支， 经政府救助后生活仍
存在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区分不同困境情形，分类设
定了三种救助标准，在政府已救
助基础上，对重点困难人群作进
一步慈善补充救助。 因遭遇火

灾、爆炸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
产重大损失在 5 万元以上的，未
获得相应赔偿或在获得赔偿、保
险金及其他社会帮困救助后，家
庭负担仍然较重，生活暂时困难
的家庭， 一次性救助 5000 元；因
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
造成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中断，未
获得相应赔偿或在获得赔偿、保
险金及其他社会帮困救助后，家
庭负担仍然较重，生活暂时困难
的家庭， 一次性救助 5000 元；因
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医疗
费用支出过大，收不抵支，导致
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家庭，年度
个人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保险
补偿、政府救助及其他社会救助
后，个人承担费用在 3 万-5 万元
的，一次性救助 5000 元；年度个
人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保险补
偿、 政府救助及其他社会救助
后， 个人承担费用在 5 万元以
上，一次性救助 10000 元。

办理程序上，一方面强调主
动发现，转介救助。另一方面突出
了一表申请，联动办理。

（据民政部网站）

青海：
“12349”儿童救助保护热线将全面开通

近日， 青海省民政厅印发
《关于做好“12349”儿童救助保护
热线相关工作的通知》， 安排部
署全省“12349”儿童救助保护热
线建设工作。

“12349”儿童救助保护热线
将以各市州为服务范围， 按照
“省级负总责、市州级受理、县区
级处置”和“统一平台、一号对
外、集中受理、分级介入、限时办
理、统一回复”的原则，打造服务
流程闭环化、 服务体系网络化、
资源链接高效化、系统功能智能
化的“一站式”困境儿童救助保
护热线服务综合平台。 主要受理
各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线

索；儿童生活困难求助；儿童心
理问题疏导、情绪抚慰等；儿童
救助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咨询；帮
扶转介服务和其他涉及民政部
门职责的儿童救助保护情形。

《通知》要求各地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开通本地区“12349”
儿童救助保护热线，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热线平台建设，
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制定相关管
理制度和标准，主动向社会公布
“12349”儿童保护热线，强化与其
他热线的对接转介，广泛组织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确保热线运
行顺畅、成效明显。

（据民政部网站）

浙江德清：
推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云清单

7月 31日， 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出台《关于推进和规范社区社会
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
德清结合实际，推出浙江省首张社
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清
单。 将全县 222 家社会组织罗列
的服务项目归集整合， 按服务类
别分 10大类 928项服务内容。

一是整理明细条目，提升透
明度和操作性。 根据各社会组织
的章程和业务范围，明确服务方
向，细化服务内容，以条目式的
方式清楚列明，分为教育、文化、
体育、经济、卫生、宗教、社会服
务、科学研究、社区服务、其他等
十个类别，制作一份清单。

二是服务清单上云，提升融
合度和覆盖面。 以县域数字治理

实验区为契机，结合“社区数字
一张图”应用，将服务清单在“我
德清” 数字平台向社会公布，在
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上
云。 通过发挥平台作用，合理统
筹和协调各类社会资源，引导有
序开展各项服务，满足居民在文
化、娱乐、体育等多个领域不同
层次的生活需求。

三是社会组织赋能，提升组
织力和影响力。 按照服务项目积
极开展各项活动，可通过“互联、
互动、互补”的方式有效促进社
会组织培育， 获得长足发展，让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创
新性发挥力量，让其在基层社会
治理的价值上彰显多元性。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叶九思是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吉林社区一名普通居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
是一名退伍军人。 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们的生活彻底打乱。 2
月 11 日，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开始对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叶九思当时就担
心，武汉有 40 多万重症慢性病患者，救命的药该去哪里买，由谁来买？

得知武汉招募“志愿服务关爱行动”专项志愿者后，叶九思立即报名成为所在社区的
一名专项志愿者，用自己所学的医药知识，为社区居民提供药品代购志愿服务。

疫情暴发初期，定点医院不能进，定点重症药房也比较少。 为重症病人买一次药，往往
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排队，晚上十点多才拿到药。 排队的时候，叶九思不敢出来吃饭，又饿又
累但是想到重症患者正在等着“救命药”，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在武汉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像叶九思这样的志愿者有两万多名，覆盖武汉市主城
区 1394 个社区。 他们就近为社区居民提供粮油、蔬菜、药品代购代送服务，打通民生保障
“最后一百米”，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