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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

学雷锋志愿服务
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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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生动实践
传播科学理论

云南民族大学每年寒暑假都
会组织民汉双语志愿服务宣讲
团， 到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宣讲
党的理论方针政策， 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截至
2020 年底， 该校已有 5249 名志
愿者走进农村， 宣讲理论政策
2568 场次，服务时长近 4万小时，
覆盖 1284个村寨、50199人。

“白天村民们要做农活，我们
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在村支书的
带领下， 与村民一起围坐在火塘
边交流。”云南民族大学大三学生
李秋娇曾两次参与志愿服务宣讲
团，在一次次的“火塘夜校”中，她
和志愿者们用民汉双语向村民
们讲解了精准扶贫、生态环保、
民法典等政策法律知识， 并真
切感受到志愿服务给村民们带
来的变化。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
立“党的诞生地”志愿服务队，两
年来讲解近 3000 场次；重庆组建
“讲理论、讲政策、讲法律、讲科
技、讲健康、讲典型”6 支宣讲志
愿服务队，2 万多名志愿者参与
其中……讲述历史巨变、 阐释生
动实践、传播科学理论，全国各地
涌现出的大批宣讲志愿服务项
目，吸引数十万志愿者加入，在传
播新思想、 弘扬新风尚中发挥了
独特作用。

服务百姓民生
参与社会治理

炸圆子、煨藕汤、包饺子……
牛年除夕， 抱抱团巾帼志愿服务
队来到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温馨苑的孤寡老人彭汉珍家中，
为她烹饪一份别样的年夜饭。

抱抱团巾帼志愿服务队成立
于 2012 年，多年来为社区里重症
病人，独居、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
家庭服务。

“每年春节，志愿者们都来看
我，为我做上可口的饭菜。她们平
时也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看着志
愿者们端出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
菜肴，彭汉珍感动不已。

邻里守望、家庭关爱、社会救
助、 生态环保……各式各样有温
度、 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正持续开
展，服务百姓民生，助力社会治理。

走进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
埭镇鸿翔村，不时能碰到身穿红背
心的志愿者来回穿行，有的赶着到
村广场帮老人免费理发，有的刚辅
导完村里孩子的功课。 去年，这个
常住人口约 2500 人的村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村里有 7个志愿者
团队，超过 300人参与其中。

李浩是胡埭镇上一家美容美发
店的工作人员， 他每周都会和同事
来到胡埭镇的村上，免费给老人、残
障人士和困境儿童等修剪头发。“我
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 为乡村的
老百姓做点事，是应该的。 每个人献
出一份力，社会才能更美好。 ”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的教师高雪瑶和许一是两位推
广垃圾分类的青年志愿者， 他们
设计的“绿色环保大篷车虹口区
校园行”科普活动，让不同年龄段
的孩子们实地体验垃圾分类，寓
教于乐地增强了他们的环境责任
意识和自觉分类意识。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底， 上海市垃圾分类注册志愿者
人数约为 53 万人，累计开展志愿
服务 2900 余万小时。

助力疫情防控
守护生命健康

身穿志愿者背心， 一手拿着
扩音喇叭将春节期间的防疫及安
全注意事项告知小区居民。 在参
与巡查的“流动哨”人群中，来自
非洲的留学生帕特格外醒目。

“能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我非
常高兴。 ”帕特曾是华中师范大学“洋
雷锋”志愿服务队第二任队长，参与
过不少志愿服务项目。 去年疫情防
控期间， 他感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
的关怀和帮助， 今年他主动找到社
区，报名成为一名“流动哨”成员。

记者从湖北省文明办获悉，
抗疫期间， 湖北全省 3 万多个志
愿服务组织、120 万名志愿者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不仅是湖北， 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中， 全国各地千千万
万志愿者们“逆行”穿梭于大街小
巷，日夜奋战在各抗疫一线岗位。

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方面，志
愿服务正在持续发力、创新发展。

中国医学应急志愿者总队队
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郭树彬教授告诉记者， 他们
正在推动建立“医学应急志愿者
计划”，希望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资
源， 对全国掌握急救知识的医务
人员进行官方登记、注册，并将相
关数据导入互联网平台。 患者一
旦出现问题， 可以通过该网络平
台呼叫到身边的医学应急志愿
者，从而得到及时、有效的急救处
理和治疗。 （据新华社）

3 月 5 日是全国第 58 个学雷锋纪念日。 近年来，学雷锋志
愿服务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参与国家战略 、服务百姓

民生、融入社会治理、助力疫情防控，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呈现出蓬勃兴盛的发展态势。 志愿队伍
越来越壮大，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 中央文明办介绍，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超过 1.9 亿人。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广大志愿者、志愿服
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们正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以实际
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

安徽：
全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近日， 安徽省民政厅召
开全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
作视频会议,总结 2020 年及
“十三五”相关工作，分析形
势， 梳理问题， 部署做好
2021 年度社会组织管理登
记领域重点任务。

安徽省民政厅强调，要
牢牢把握社会组织的基本属
性， 辩证看待培育发展与监
督管理的关系， 充分发挥社
会组织在服务国家、 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中的
积极作用。

一要坚持非营利属性，
解决“变性”问题。 把住社会
组织成立登记、 日常管理、清
算注销三个环节，守住社会组
织非营利性监管的底线；加强
对社会团体收费、设立分支机
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基金会
专项基金、关联交易、对外投资
以及社会服务机构抽逃举办资
金、利益输送、举办者私下交易
的监管； 充分发挥联合执法
机制、 资金监管机制成员单
位职责作用， 加强对社会组

织行为的监督， 严厉打击违
法行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高
质量发展环境。

二要坚持培育发展与监
督管理并重。牢牢坚持双重管
理体制不动摇，严格社会组织
登记审查， 审慎推进直接登
记，确保社会组织登记数量与
登记管理机关自身监管能力
相符合； 充分用好政策红利，
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进一步
转移职能，抓好各项扶持优惠
政策有效落地落实；将“互联
网+”作为重要抓手，通过信息
化手段克服人手不足的困难，
提升社会组织监管效能。

三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
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积
极助力“双招双引”，推动实体
经济发展；充分发挥社区社会
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枫
桥经验，参与构建城乡治理新
格局。 （据安徽省民政厅）

四川：
推动健全全省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体系

近日， 四川省民政厅将
加快实现社会组织孵化园建
设市级全覆盖列入 2021 年
全省十件民政大事， 并出台
《市（州）社会组织孵化园建
设指导方案》。

《指导方案》要求各地坚
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因地
制宜的工作思路，确保市（州）
社会组织孵化园建设全面覆
盖、多方参与、彰显特色。

《指导方案》从四个方面
作出了具体部署： 一是明确
了建设标准，按照成都片区、
川南片区、 川东北片区和民
族地区四大区域， 分类制定
了硬件设施和场地面积的标

准。二是明确了功能要求，确
保党建引领、能力培养、专业
服务、沟通协调、宣传推广、
项目对接功能落地落实，
发挥作用。 三是明确了运
营模式 ，强调应由市（州）
民政局直属的业务相关事
业单位或购买社会力量运
营管理。 四是明确了时间
节点，要求市（州）民政局按
照任务安排，尽快落实专人，
抓紧确定方案， 加快建设进
度， 确保孵化园按时投入运
行、有效开展活动。民政厅将
于年底前适时组织专家组开
展评估验收。

（据四川在线）

黑龙江：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近日， 黑龙江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黑
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
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加强社
会救助工作统筹。统筹推进城
乡社会救助一体化。加强社会
救助制度城乡统筹，推进城镇
困难群众解困脱困。巩固边境
县城乡低保（特困）一体化成
果，加强社会救助政策与乡村
振兴战略衔接，顺应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进程，及时将农业
转移人口中的困难群众纳入
救助帮扶范围。

统筹利用民政部门救助
资源。统筹民政职业教育、社

工组织、儿童福利、社会养老
和慈善组织资源， 切实兜牢
困难家庭教育、 困难老人养
老、 困境儿童保障以及救助
政策无法覆盖特殊困难家庭
基本生活底线。

统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救助。 引导慈善组织加大社
会救助支出， 引导社工力量
参与社会救助， 鼓励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协
会协助社会救助部门开展工
作。支持引导社工组织、志愿
服务组织、社会爱心人士，对
社会救助家庭中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
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 照料
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3 月 5 日，在西安市未央区明园社区，志愿者为社区老年人进行智能手机使用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