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让卡片人说话’‘一个爱心变两个’，一个个不可思议的举
动令武汉市江岸区劳动街艺苑社区的观众连呼神奇。 另一边，
‘好喝，就是这个味儿。 ’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道金鹤园社区里，
有机食品的体验活动让社区居民流连忘返。

这是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青年志
愿者协会秘书处联合碧桂园集团、 国强公益基金会于 2020 年
12 月共同发起的 ‘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行
动项目。 广东、湖北两省被确立为首批试点省份，共遴选了 60
个志愿服务组织与当地 60 个社区结对， 开展为期 1 年的社区
志愿服务。

2021 年 4 月 26 日，‘共创美好社区’ 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
行动试点工作调研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与会各方积极为社区志
愿服务把脉，共同探讨如何通过青年志愿服务来活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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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进行时
多方共寻社区志愿服务最佳路径

发现社区志愿服务短板

建成于 2000 年的武汉市江
岸区劳动街艺苑社区，常住人口
5000 余人，2000 余户。 社区居民
大多为武汉市早期的艺术从业
者。 居民们物质条件尚可，但社
区年头较长， 老年人口居多，一
些老旧小区的通病开始显现。

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调研后，
将辖区内共建单位和武汉市武
昌区部分高校志愿者资源嫁接进
入社区，成立帮帮团、园丁志愿服
务队等， 为老年及行动不便居民
提供购药、学习支持等服务，同时
利用大学生(青年团干)等高校力
量开展插花、跳舞、剧团欣赏等活
动，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满足
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

武汉市江岸区魔法启程青
少年服务中心是一家业务主管
单位在江岸区团委，登记管理机
关在武汉市江岸区民政局的社
会服务机构。 业务类型为开展魔
术特色教育增长青少年兴趣，承
接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运营及
项目执行等。 在“共创美好社区”
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中，该
机构与武汉市江岸区劳动街艺
苑社区结对， 长期扎根社区，为
社区青少年开设的魔法课堂已
成为活化社区的重要因子。

陈思静是该中心负责人，在
她看来这种结对帮扶是志愿服
务的有效探索， 利用机构所长，
精准服务， 解决社区部分问题。
她表示，目前中心全职员工有 10
名， 固定志愿服务人员有 128
名，服务社区人口 5000 余名。

疫情期间武汉成为抗疫风
暴眼， 为缓解公众紧张情绪，陈
思静带领机构设计开发出戴口
罩、勤洗手、苗接种等课程帮助
公众减压，从青少年入手，通过
青年视角让小手牵起大手，活化
社区。

武汉市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建成于 2003 年， 位于武汉市洪
山区和平街中心地带 ， 居民
17000 余人，社区成立时间较早，
老年人口居多，社区活化存在一
定挑战。

华中农业大学“食科一家

人”志愿者服务队是一家高校志
愿服务组织，同为“共创美好社
区”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试点
单位，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道
金鹤园社区结对。

4 月 26 日上午，一场倡导垃
圾分类、品尝有机食物、打造绿
色生活理念的活动在金鹤园社区
上演，这是“食科一家人”志愿者
服务队与该社区结对后开展的多
个志愿服务项目之一。 通过向社
区居民宣讲绿色生活理念， 提高
居民社区生活质量， 让青少年影
响家长，达到共同成长目的。

今年 3、4 月间，该机构就组
织 2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 以线
上+线下的模式， 为社区青少年
提供了累计 120 余小时的学业
辅导、特色课程等服务，满足辖
区双职工、困难家庭需求。

目前，“食科一家人”志愿服
务队已和社区志愿者围绕环境
保护、专业知识科普、课业辅导 3
个项目在社区常态化开展试点
探索，助力金鹤园社区共创美好
社区。

60 家机构 60 个社区
4 类组织参与

根据“共创美好社区”青年
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部署，拟定
四类组织形式在社区开展志愿
服务试点，分别是“街道社区类
自行培育社会组织”、“高校青年
志愿者组织”、“民政部门注册社
会组织”、“地方青年志愿服务协
会组织”四类组织。

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在全国范围内以广东
省和湖北省试点， 分别选出 20
个和 40 个试点机构， 通过结对
20 家和 40 家社区的方式进行试
点， 形成全国共计 60 个试点机
构和 60 家结对社区。

碧桂园、国强公益基金会首
期提供连续三年，每年 500 万项
目资助金，以期探索社区志愿服
务最佳路径，协助社区组织和人
才的发展。

有志愿服务资深从业者认
为，这四类组织优、劣势明显。 一
类“街道社区自行培育社会组
织”成长依靠于社区，但自我造

血功能欠佳。 二类“高校志愿服
务组织”自我运转、风险意识、项
目设计较强，但以学生为服务主
体，时间、距离、物资等成为挑
战。 三类“民政系统注册社会组
织”能提供专业服务，但执行成
本高，人力成本吃不消。 四类“地
方青年志愿者协会”能够较好联
系社区开展服务，但专职人员较
为缺乏，长期服务稳定性不强。

为了破解社区志愿服务难
题，找到突破口，共青团湖北省
委进行一系列项目计划，除了“共
创美好社区” 青年志愿者服务社
区行动外， 还启动了其他社区公
益项目，2020 年共计投入 500 余
万元。在总体规划推进过程中，为
了让整个社区活起来， 共青团湖
北省委也在探索如何形成省、市、
县、街道、社区几级联动，撬动更
多资源，参与社区服务。

四类组织进社区，社区也会
观察为社区提供的志愿服务有
用与否，社区需求是否满足?志愿
服务进社区会否增加社区负担?

4 月 26 日，“共创美好社区”
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试点
工作调研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湖北省青年志愿者行动促
进中心负责人贺茂林坦言，志愿
服务进社区也存在一些挑战。 对
于社会和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
进社区开展服务、助推社区自我
服务， 有些社区还持观望态度，
参与积极性不太高。

“这意味着社区志愿服务要
通过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
问题，要通过评估传播好案例看
到真效果，通过精准满足需求方
式推动社区治理， 为社区减负、
增效、提能，逐步与社会资源同
频共振、协同发展。 ”贺茂林说。

多方参与确保有序推进

按照共青团湖北省委安排，
“共创美好社区” 青年志愿者服
务行动在湖北全省有 40 支队伍
和 40 个社区参与， 试点工作任
务艰巨。

目前，共青团湖北省委正在
筹建湖北青年志愿者培训学院，
组织专门力量收集工作案例，设
计工作指引，研发湖北青年志愿

服务“社区计划”工作指南，形成
探索成果，更好的推进社区志愿
服务开展。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广东省
国强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静
表示，社区志愿服务要做好三方
面结合。

一是内外资源结合。 着力培
育社区志愿服务的自治组织，引
导社区居民、驻点机构、共建单
位进社区。 通过外部企事业单位
链接更多资源， 形成内外互动、
连接。 二是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
结合。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场景
丰富，多方合力，项目红火。 三是
公益服务与商业创业结合。 公益
项目找到可持续发展模式，让公
益跟商业或创业有机结合，实现
自我循环，自我造血。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
导中心综合协调处处长罗双武
表示，2020 年， 为推动青年志愿
者工作更好参与社会治理和乡
村振兴，将抗疫期间青年志愿服
务在基层社区参与联防联控的
工作实效转化为长效机制，团中
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
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碧桂园、
国强公益基金会在湖北和广东，
共同组织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
社区行动试点工作。

广东是开展志愿服务较早
的地方之一，志愿服务基础相对
扎实。 湖北经历疫情后，在社区
志愿服务组织队伍、项目开展等
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希望通过
试点，探索总结出一些具有共通
性的社区志愿服务好的经验和
模式。 武汉特别要发挥高校集中
的优势，动员高校青年志愿者团
队积极和周边社区结对，为群众
服务的同时，充分发挥志愿服务
实践育人作用。

2020 年 7 月，湖北省委组织
部牵头起草了《关于深化新时代
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
意见》提出，探索“党建引领+”，
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常态化下沉社区、发挥作用。“共
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社
区行动将在试点实践中吸取经
验，为正在探索的社区志愿服务
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

党建引领推动志愿服务发展成
为主抓手，这需要调动各方积极
性，打通各方资源形成“五社联
动”（即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
会资源及社区自治组织之间联
动），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实现社区治理的
专业化、精细化，让社区居民生
活更有质感，幸福指数提升。

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方
清忠表示，要从 4 个方面推进计
划发展，一是高度重视，加强社
区团组织阵地建设，多方参与力
量协同，多方资源统筹配比。 二
是有效评估，要及时对试点工作
进行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 三是
完善机制，要将试点工作好的经
验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的
良性运转机制。 四是宣传推广，
适时追踪有效传播，讲好社区志
愿服务的好故事，让志愿服务真
正融入社区治理。

方清忠表示， 社区志愿服务
要通过试点不断探索、不断推进、
不断完善， 努力形成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最终实现平台共建、资源
共享、协作共商、双方共赢。

与此同时，部分组织已开始
寻求一条自我革新、 自我造血、
自我发展之道。

作为此次“共创美好社区”
青年志愿者社区服务计划的试
点方，武汉市江岸区魔法启程青
少年服务中心在社区开展志愿
服务的同时，已经开始积极尝试
自我造血。

该中心负责人陈思静表示，
机构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并帮助
培育社区内的社会组织，需要自
我造血， 要不资金链断裂后，恐
怕社区志愿服务还是没法发展。
机构正通过积极备战各种创意
大赛获取项目支持资金，在社区
指导下研读惠民政策参与项目
申请获得造血。

除了这些“活水”外，令她最
为看重的是，机构的项目质量和
特色精品。“服务项目上了档次
自然就有了市场。 ”陈思静说。

目前，该机构推出的“科学
魔术进课堂”公益课程已被武汉
市公立学校采购，通过优质公益
产品，做好公益服务，取得社会
价值和经济价值双赢。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