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
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 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湖
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创新探索
志愿服务积分制度， 将志愿
服务和百姓需求精准对接，
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的良好社会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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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服务 有爱相传
在湖南株洲天元区，有一群

“蓝马甲”志愿者。 大街小巷，寒
来暑往。 他们将涓滴爱意化为日
常的志愿服务，温暖着人们。

善行有积分

“刘奶奶，我们来看您啦！ ”一
声招呼， 开启了泰山路街道文家
冲社区老人刘红芝家热闹的上
午。 8月 5日，社区志愿者协会会
长林勇， 连同其他几名身穿蓝马
甲的志愿者，来到了刘奶奶家里。

今年 83 岁的刘奶奶， 瘫痪
多年，老伴年事也高，胳膊不方
便，女儿在外地工作，回家次数
有限。“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心理
上，两位老人都需要更多陪伴。 ”
林勇说，前一天，他在志愿服务
平台“新区志愿”APP 上刚一号
召， 立刻就得到在附近居住的

“蓝马甲”们热烈响应。
擦桌子、拖地板、择菜做饭

……志愿者们一边忙活，一边陪
着老人拉家常， 还推着轮椅，带
刘红芝出门晒太阳。

两个小时过得很快，与老人
惜别，志愿者们婉言谢绝了老人
“留下来吃饭”的邀请。“做志愿
活动，不光帮助别人，我们也有
收获。 ”林勇笑着说。 在“新区志
愿”APP 上， 每名参与活动的志
愿者，都已经攒下新的积分。

2019 年，株洲天元区推出了
志愿服务积分办法：参加志愿服
务，就可以获得积分，并且可以
终身有效。 爱心不好度量，善行
可以积分。 一步棋，激发了整个
辖区居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

通过“新区志愿”APP 报名
参加志愿服务，按时长积分，1 小
时积 1 分；不能以时长量化的志
愿服务，如见义勇为、无偿献血、
“励志创业品牌一帮一”等，则实
行案例制积分，并参考服务程度
计分，比如，献血最低积 3 分、最
高积 20 分。

“根据规定，党员干部每年
积分不得低于 20 分， 中学生参
加志愿服务积分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中。 ”文家冲社区
党总支书记李思说，在办法的引
导下，株洲天元区志愿服务活动
蔚然成风。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林勇挺身而出， 坚守在防控一
线，在“新区志愿”APP 上多次发
起志愿服务报名。 在林勇的带动
下， 文家冲社区 30 多名志愿者
报名参加社区联防联控工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

服务项目制

早上 7 点半，68 岁的刘喜华
身穿蓝马甲，挂着口哨，手举文
明劝导牌，在黄河路参加交通文
明劝导志愿服务。

退休后， 刘喜华担任了老年
舞蹈艺术团的团长。 虽然悠闲快
乐，但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用
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退休前，为
生活奔忙， 感觉没能为社会和别
人作出大的贡献。 现在就想做点
公益服务，只是常常无处着手。 ”

今年 5 月 11 日，刘喜华终于
找到了合适的平台。

株洲天元区推出一路有“礼”
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在全区 200个
交通要道开展文明出行劝导，需要
大量的志愿者。项目在“新区志愿”
APP上一经发布，老刘和热心的团
员们一拍即合，立刻加入其中。 目
前， 已有 1000余名志愿者围绕该
项目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株洲
天元区积极打造项目化品牌志
愿服务活动。 围绕案例积分，重
点打造无偿献血、“一约四会”移
风易俗、见义勇为等一批品牌案
例；围绕群众生活，全面打造“三
点半课堂” 志愿服务、“一路有

‘礼’文明劝导”、餐桌有“礼”、爱
心护学、平安巡逻、居家养老、国
学大讲堂等一批品牌服务项目。

随着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白鹤小学一级教师张艳春找到
了服务社区的着力点。 在“暑假
公益课堂”上，她给孩子们讲授

课外知识，推荐阅读书目。 张艳
春旁征博引、生动风趣的授课风
格，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8
月 10 日，“暑假公益课堂” 第二
期开班，她应邀再次走上讲台。

“和百姓需求精准对接，与
社区治理深度融合，既解决了志
愿者们‘有心做，无处做’的难
题，又提升了志愿服务的社会效
益，便民更惠民。 ”白鹤社区党总
支书记郭新宇说。

截至 8 月 8 日，株洲市天元
区注册志愿服务队伍 330 余支，
注册志愿者达 2.7 万人， 发布志
愿服务活动达 8000 余个，志愿服
务时长超过 30 万小时。

激励可持续

接受完中医推拿服务， 张艳
春腰酸背痛的症状减轻了不少。
掏出手机， 她付的不是钱， 而是

“新区志愿”APP上的 10个积分。
作为志愿服务“达人”，她的

积分可不少。 仅暑假期间在白鹤
社区开展“公益课堂”完成的 10
小时志愿服务，就够兑换这次服
务了。“在服务别人的同时，我也
享受到相应的礼遇。 ”张艳春说，
互相尊重、互相服务让她感觉自
己的付出又额外收获了一份获

得感。
张艳春的获得感不止于此。

天元区回馈志愿者无私付出的，
是一份持续性激励。 今年 4 月 8
日，天元区发布《株洲高新区（天
元区）志愿服务终身积分、星级
评定、礼遇褒奖办法（试行）》，给
志愿者星级礼遇，建立“贡享联
盟”， 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正向激
励，培育“人人贡献，人人享有”
的志愿服务氛围。

据介绍， 志愿者可同时通过
积分兑换和星级礼遇两种方式，
体现自己的服务价值。 志愿者的
志愿服务积分，累计达到 100 分、
300 分、600 分、1000 分、1500 分
时，将被分别认定为一星级、二星
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志愿
者。每两年，株洲天元区将评选新
区志愿十大人物， 评选期内的五
星级志愿者，可以申报该荣誉。

“贡享联盟”调动了全社会
的资源，截至 8 月 8 日，覆盖鲜
花、茶饮、零食连锁品牌等各行
各业 100 多家商家，向志愿者们
提供数量不等的免费产品或服
务；心理咨询师、中医、老师、维
修家电师傅等各行各业的从业
者参与进来，形成了“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气。

（据《人民日报》）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志
愿者公益储蓄中心迎来成立十
周年，中心发展也交出了满意答
卷。目前，该中心已有 24 个街道
分中心、448630 名注册志愿者，
累计 1063.2 万人次受益， 志愿
服务成为朝阳闪亮的城市名片。

为更好地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2010 年，朝阳区社会志愿者
公益储蓄中心成立，同时建设了
国内首家基于“社交网络”模式
的志愿服务网站———公益储蓄
中心网站， 实现公益活动召集、
志愿者参与、活动分享、志愿服
务时长自动累计的“一站式”集

成，探索志愿服务管理的规范化
和制度化， 及志愿服务的社会
化、专业化、组织化和常态化，推
动朝阳区社会志愿服务事业的
快速发展。

朝阳区社会志愿者公益储
蓄中心成立以来，不断创新发展
思路，从最初的搭建三级管理平
台、 完善线上线下互动机制，到
发布志愿岗位、做实供需匹配机
制， 再到试水建立激励回馈体
系、推进社区志愿服务站和商务
楼宇服务站建设，十年间，公益
储蓄中心形成了以“中心———街
道分中心———社区/楼宇服务

站”三级平台和“三级联动、线上
线下互动、挖掘匹配、激励回馈”
四 项 管 理 机 制 为 核 心 的

“3456N”体系。
“我们打造了区级公益储蓄

中心、街道级分中心、社区级社
区服务站等三级管理平台；建立
了三级联动、线上线下、挖掘匹
配、激励回馈等四项机制；培养
了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大学
生、应急五类骨干队伍；重点打
造六类品牌活动，并形成新春送
温暖、绿色环保、扶残助残、应急
救援等 N 个常态化活动。 ”朝阳
区社会志愿者公益储蓄中心负

责人段南南介绍， 截至今年 7
月，朝阳区注册社会志愿者人数
为 448630 人。

“志愿服务百万小时”项目、
世界五百强驻区志愿服务项目、
大学生社工进社区项目、朝阳区
“志愿相伴，文明牵手”项目、朝
阳区社会志愿者公益储蓄中心
及购买服务管理系统运维项目
……经过 10 年的发展， 储蓄中
心已经完成了从单纯的志愿者
服务管理向致力于推动朝阳区
社会领域志愿者参与全区社会
治理的自我定位的转变，重点打
造了特殊人群帮扶类、 表彰类、

社会动员类、宣传类、组织培育
类和线下展示类等六类品牌活
动和项目。

未来， 朝阳区社会志愿者
公益储蓄中心将继续深入完善

“3456N”社会志愿者工作体系，
充分发挥中心志愿者管理平
台、 志愿服务供求匹配平台及
志愿服务项目拓展平台的作
用， 加强整合社会志愿服务资
源，拓展志愿者回馈制度，探索
并推广公益反哺机制， 将朝阳
区的志愿文化打造成为一张朝
阳的特色名片。

（据《朝阳报》）

北京朝阳区志愿者公益储蓄中心
打造特色志愿服务文化

� 83 岁的志愿者陈关键正在路口进行文
明劝导（张胜利/摄） 白鹤小学志愿者老师（左一）正在教学生们练习书法（谢再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