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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广州超万名初老志愿者
投入社区服务
初老“不服老”
维修爱好成志愿服务

2011 年， 张朝广退休后，作
为一名年轻的长者，希望自己退
休后的生活能更精彩。 于是重拾
了维修电器的爱好， 把从网上、
市场淘回来的旧电器拆修研究，
乐此不疲。 渐渐地，他觉得这样
消费人生太奢侈了，于是决定把
兴趣爱好与帮助他人结合起来，
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志愿服务。

2013年 4月 21日，张朝广一
大早就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穿
过大半个广州， 来参加荔湾区中
南街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那是
张朝广第一次参加义修活动，当
时义修组只有他一个人。 在那之
前，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义修，也没
有意识到未来会因此发生变化。

活动现场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 对第一次参加义修服务的张
朝广来说是多么新鲜。 面对拿着
各种老旧电器排队等候修理的居
民们，张朝广顾不得休息，赶紧摆
好工具开工。 那次他帮助一位老
人维修收音机， 当他装回电池打
开开关， 放出电台的播报声的那
一刻，现场随即响起一片掌声。

第一次义修活动给了张朝广
很大的震动，“那一刻是我老年生
活发生变化的起点， 让我觉得去
帮助别人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
情。 ”至此义修成为了他生活的重
要部分。 张朝广把义修带进了广
州各个社区，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结识志同道合的老伙伴。 这一年
在张朝广的带领下， 广州第一支
由退休人员组成的义修队———广
州粤晖家电义修队成立了。

组建义修服务队
齐聚发挥专长

7 年来， 由最初只有张朝广
一个人， 发展到现在有 31 名成
员的义修队，年纪最大的张炳发
师傅已有 73 岁。 这支队伍里大
部分都是年轻的长者， 都是初
老， 他们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
用自己的专长去服务社区居民。

每当张朝广介绍团队的时
候，就会说“我们全部都是业余
的。 ”所以只要对电器维修感兴
趣，有服务大众的热心，就能加
入张朝广的义修队。 队里一位女
队员，是在广东省老干部大学活
动时加入的。 当时她说很喜欢电
器维修，但是不会技术，询问能
不能加入。 张朝广当即回应：“没
关系啊， 你来了以后边干边学，
我们有很多师傅可以教你。 ”她
就这样就加入了团队。 从最开始
完全不会维修技术，通过义修队
的培训，到现在这位女队员已经

成为团队里的“电蚊拍维修专
家”。 张朝广说：“喜欢玩电器，志
同道合有共同话题，是我们最后
走到一起的最根本的原因。 ”

后来这支因为爱好聚齐在一起
的团队，创下了 17名队员一天修好
120多件电器的维修纪录。

保持良好心态
热情服务长者

与张朝广一样，团队里多数
成员退休前的工作是行政领导
或企业管理人员，有几名队员工
作的时候是领导干部，还有的是
在企业里面是当老总。 他觉得：
“做志愿者以后就要放下架子、
调整心理，以服务大众的心态面
对，平等和互相尊重很重要。 ”

有一次在白云街做义修活动，
当时帮助一位老人修电蚊拍，更换
电池和其他零件的总费用约 6元。
因为没有事先征求老人的意见，等
到老人来拿修好的电蚊拍的时候
一听要收费， 立马就不高兴了，说

“你们不是义务服务吗？ 怎么还要
收费？ ”队员们耐心详细地向他解
释清楚，老人还是不愉快，不愿意
出钱维修， 要求义修队把零件拆
了。 当时遇到这种情况，队员们都
没有经验，但还是尽量理解服务对
象， 耐心地向服务对象解释情况，
尽量避免发生争执。

张朝广解释道：“我们收费最
高的也就是电池 5 元， 其他都是
一两元钱， 因为有些零件是我们
队员自己出钱采购回来的， 又考
虑到大部分来维修的居民， 家庭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希
望把对服务对象的负担减到最
低。 ”后来积累了经验，更换零件
前一定要征求服务对象的意见，
如果遇到一些年纪非常大的困难
老人，义修队会完全免费维修。

当然， 拿到修好的电器，居
民们更多是感激。

“你们怎么只收这点钱，多收
一点吧。 ”

“我这个东西拿到外面维修店
去，人家都不给我修，你们给修。 ”

“我在外面修了好几次都修
不好，你们都是老师傅了，一定
技术很高明，我很放心。 ”

为了感谢师傅们的辛勤付
出，有的居民还会买来水果点心
相赠，甚至现场作诗、写表扬信。
“看到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感
觉挺光荣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
鼓舞。 ”张朝广说。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义修队
主要为在生活上、经济上条件比
较困难的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提
供上门维修服务。

加入广州公益“时间银行”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义修服务队作为一支初老服
务队，队员都是年轻的长者，他们
期望用自己的专业能更好服务老
老。但在服务过程中也遇到队伍功
能定位、经费资源、队员能力提升
等问题。 为此，从 2017起，义修队
连续三年申报了广州市志愿者协
会“青苗计划”，得到了服务资源、
团队培训、督导等支持。 解决了部
分工具、零配件等问题。 2019年开
始，义修队通过广州公益“时间银
行”平台发布义修活动招募，队员
们自行报名参加，活动签到签退以
及自动记录服务时数等都大大方
便了队伍统计工作，有效提高了队
伍工作效率。张朝广非常感慨有了
这样的社区志愿服务大平台，像他
们这样的队伍就有了更大的舞台。

据悉，截至目前，广州公益“时
间银行” 平台注册志愿者 111928
名，志愿服务队 773 支，注册初老
志愿者 11984名。张朝广队伍成员
就是这众多初老志愿者中的一员。
目前，该平台重点推进“初老服务
老老”志愿服务工作，一是开展初
老志愿者注册总动员活动， 凡是
50岁以上长者新注册时间银行成
为志愿者，即可获得兴安超市价值
10元消费券； 二是培育 100支社
区初老志愿服务队伍，通过“资金+
物资+培训+督导”四大助推器，培
育队伍开展助老志愿服务；三是开
展“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公益服
务， 为市内 2000户困境长者实现
微心愿。 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希望
能有更多像张朝广这样的初老志
愿者，继续发挥余热，为老老、为社
区有需要的困难群众提供各种类
型的志愿服务。 （据央广网）

奉献，志愿者最美的语言。
最新数据显示，荆楚大地

活跃着 831 万名注册志愿者，
3 万多个志愿服务组织。

从抗疫到抗洪，从城市到
乡村 ，他们默默无闻 ，但又英
勇非凡。

微光点点， 聚成明炬，温
暖人心。

他 们 传 递 关 怀 和 希
望———“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
就在身边

“吴婆婆 ，今天有政府投
放的低价储备冻肉，您要不要
一点？ ”

“我要一点瘦肉，小李，谢
谢你! ”

3 月 12 日 10 时 40 分，在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华锦
社区门口的志愿者招募点，36
岁的志愿者李泉泉通过电话
联系上 70 多岁的吴婆婆。

当时，武汉市还处于全城
封控阶段，居民的日常生活保
障，离不开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2 月 23 日，根据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在武汉市启动实
施“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在全
市范围内专项招募“志愿服务
关爱行动”志愿者。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踊跃
报名。短短 3 天，报名人数就超
过 5 万人。 最终，2 万多名志愿
者进入 “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他们奔忙在武汉市 1000 多个
社区，点点滴滴服务居民。

熊军辉 36 岁，在武汉市黄
陂区经营一家茶庄; 任玉龙 46
岁，一名白酒经销商。 得知武
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道德兴社
区招募志愿者，他们主动请缨。

德 兴 社 区 有 3883 户 居
民，下辖 3 个小区。 小区封闭
管理后，保证居民日常生活物
资供应，成为社区头等大事。

为居民买菜、买药，送菜、
送药，他们每天都忙个不停。

“国家遇到困难 ，我们应
该站出来。 ”任玉龙说。

“他们很不错! ”德兴社区
党总支书记刘佩佩为志愿者
点赞。

他们传递爱和情义———
885 辆志愿服务车“暖”动江城

国庆节期间 ，贴有 “热情
邀请援鄂医疗队员 你们游武
汉 我们来接送” 标识的出租
车和网约车，载着援鄂医疗队
员行驶在江城的大街小巷。

这是武汉市出租汽车协
会发起的志愿服务倡议，50 多
个出租车公司 、4 家网约车企
业、885 辆志愿服务车参与。

“疫情期间，我报名参加志
愿服务，因名额有限没选上。 这
次志愿服务机会， 我不能再错
过了。 ”38岁的武汉市绿动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司机李正君说。
10 月 4 日，他带着广东援

鄂医疗队员徐青青一家游江
城。 徐青青的奶奶 80 岁了，此
前从未出远门旅游。当天，老人
逛东湖、登黄鹤楼，格外开心。

“武汉人太热情了。 ”李正
君的暖心服务，让徐青青感动
不已。

和徐青青一样 ， 长假期
间 ，来自山西 、山东 、四川 、广
东 、安徽 、重庆 6 省市的援鄂
医疗队员，在武汉享受免费出
行服务。

“致敬那些为武汉疫情无
私奉献、 拼过命的医务人员，
免费提供优质服务。 ”武汉明
天出租车公司司机郭斌说。

“致敬最美的医疗战士
们，谢谢你们的无私付出。 这
一次，我们来守护你们! ”武汉
市联海实业有限公司司机周
继财说。

网友“易大亨”评价：你有
情，我有义，这就是华夏儿女！

他 们 传 递 无 私 与 奉
献———战“疫”战洪兵不卸甲

“防暑降温、蚊虫叮咬、头
疼感冒……”7 月 29 日 15 时，
黄飞仔细检查了一遍要带上
的药物，开始到长江赤壁干堤
沿堤巡诊。

黄飞，赤壁市人民医院医
生。7 月 8 日，得知赤壁正在招
募防汛医疗志愿者，他当即报
名，“刚从抗疫战场上下来，想
再为防汛出点力。 ”

次日，他收到赤壁防汛指
挥部通知，安排他为驻守长江
赤壁干堤的防汛人员提供医
疗服务。

黄飞住进堤边宿舍，每天
上堤巡诊两次。

赤 壁 干 堤 上 有 17 个 哨
所 ，巡诊时 ，黄飞会挨个进去
查看 。 遇到年纪大的值守人
员 ，还会给他们量血压 、测心
率 ，一遍遍叮嘱 ，只要有身体
不适，就立即给他打电话。

和黄飞一样，从战“疫”到
战洪， 志愿者们兵不卸甲，又
一次冲上守护生命的战场。

疫情期间 ， 全省有 60 多
万名志愿者响应号召，就地就
近参与社区(村)疫情防控。

防汛期间，省应急管理厅
统计，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湖北蓝天救援队等民间志愿
者组织、公益性机构已派出 32
支 救 援 队 共 5002 名 救 援 人
员 ，投入装备 2495 台 (套 )，在
防汛抢险中承担水域救援、山
地搜救、水下救援等任务。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
段，全省百万名党员志愿者下
沉社区，又带动越来越多的热
心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

他们在荆楚大地传递志愿
服务精神，点亮志愿服务之光。

微光成炬暖人心
831 万名注册志愿者
活跃荆楚

� � 退休前，他是部队的电影放映员，是电视台的新闻记者；退休后，他是老旧电器的“救生
员”，是街坊们的好帮手。 67岁的专才志愿者张朝广，用技术与热心服务大众，让自己

的老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