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城市，志愿先行。 湖北武汉有 244.46 万名志愿者，他们或身穿‘红马甲’，或佩戴‘红袖章’，
出现在武汉大街小巷，深入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 他们是博物馆里旁征博引的讲解员，是

值守在十字路口的交通文明劝导员，是热门景区的文明引导员……他们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为城市文
明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注脚。

截至 6 月 4 日，武汉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 244.46 万人，占常住人
口 19.83%；注册志愿团体 8688 个，发布志愿服务项目 95039 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间 2083 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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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武汉人中就有 1名志愿者

“志愿者之城”是这样炼成的

老人青年争当志愿者
一举一动都是对文明的展示

“有人知道红巷为什么叫红
巷吗？ 原本这里是叫黉巷，‘黉’
是学校的意思，古时候这里是学
校聚集、考生赶考的地方。 后来，
这里办起了农讲所，召开了中共
五大会议。 毛泽东同志写出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
里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所以就改
为了‘红’巷。 ”日前，70 岁的党员
志愿者邓广东来到武汉市中华
路小学讲解党史，形象生动的讲
解，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他是“红巷爷爷” 的一员。
“红巷爷爷” 是一群居住在红巷
附近的退休老干部、 老党员，他
们自发组成讲解队，进行“红色
星干线”志愿服务解说，向学生
和游客们传播红色历史文化，展
示城市形象， 用行动显初心，书
写着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的生动
故事。

“这群银发志愿者熟悉红巷
历史，了解社区情况，都有一颗做
公益的火热之心。在理论宣讲、参
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有热情有
成效。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梅志罡
认为， 做志愿服务是参与社区基
层治理的重要形式和有力延伸，
通过一群人， 可以带动更多人参
与， 让越来越多居民从旁观者到
参与者，再从参与者成为带动者，
志愿风尚蔚然成风。

“帮助老弱病残就是顺手的
事，谁出门在外都有需要帮助的
时候。 我帮了他们，大家都知道
咱们武汉人热情好客。 ”中午的
汉口火车站广场， 烈日当空，武
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 19 岁大

学生志愿者吴佳譞身着“红马
甲”一手搀扶着老人一手提着行
李，对于一些带着大体积行李或
者带婴幼儿出行的游客来说，大
热天从广场外走到候车厅，可是
不小的考验。

今年“五一”期间，武汉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选拔了近 50 名大
学生进驻汉口火车站，开展服务
咨询、交通引导、便民服务。 已是
入党积极分子的吴佳譞就是其
中之一，她告诉记者，当志愿者
虽然辛苦但值得。“在真心奉献
的同时，我享受了整个过程的快
乐。 所以我热衷当志愿者。 ”

“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类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持续激发
市民的家园情怀、爱心善意，广大
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不
断提升， 形成了‘有时间做志愿
者、人人争当志愿者’的良好社会
风尚。 特别是去年疫情防控武汉
保卫战中，我市创造性开展‘志愿
服务关爱行动’，有效解决了居家
市民物资保供的燃眉之急， 传递
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使广大市民
群众对志愿服务工作产生了高度
的认同， 对担当一名平凡而光荣
的志愿者产生了浓厚的向往。 ”市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一名
志愿者都是一个标杆， 他们的一
举一动都是对文明的展示， 共同
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滋养文明土壤
就近就便志愿服务成新风尚

在志愿者带领下， 人们也会
在耳濡目染中向文明看齐， 学文
明、讲文明。只有培养出肥沃的文
明土壤，营造出浓厚的文明氛围，
不断壮大文明队伍， 才能让文明

创建这项长期性的工作更具生命
力，产生更好的实际效果。

目前， 全市建成 10 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155 个文明实
践所、2721 个文明实践站， 建立
1457 个志愿服务岗（站），引导广
大志愿者立足基层，就近就便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贴心服务让群
众倍感温暖。

“志愿服务像文明的种子，
志愿者在贡献时间和精力的同
时，播洒了爱心，传递了文明，引
领了风尚。 ”黄陂区志愿者金晨
深有感触。 他介绍，在黄陂区，居
民有什么政策咨询、 文化娱乐、
助残扶困的需求，都可以通过掌
上黄陂 App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入口中的“你呼我应”专栏表
达“微心愿”。

对于这些留言，都有专人收
集、集体研判。 成熟的项目通过
区志愿服务总队或分队或小队
直接完成，一时有困难而又合理
的“微心愿”则通过中心孵化器
孵化，待成熟后派单服务上门。

考虑到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
不会上网表达“微心愿”的情况，
黄陂区要求所有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实现“三个一”，即配备一名文
明实践专干、 设置一个微心愿记
录本、一天收集一次群众需求。

“文明实践的主体是志愿
者，主要实践方式是志愿服务。 ”
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不断探索
志愿服务新机制，充分激发志愿
者活力，是志愿者群体不断发展
的重要经验。

典型层出不穷
强化正向激励回馈

“我在武汉生活 66 年，深深

爱上了这座城市。 武汉正在高水
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高质量开
展复查迎检工作。 这是对我们全
体武汉市民文明素质的检验，也
是对‘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
的集中展示。 ”湖北省博物馆 001
号讲解员、 武汉 74 岁的退休职
工胡昇深情地说，我们每一名武
汉市民都不是旁观者、 局外人，
而是文明创建的参与者、 支持
者、行动者。

今年 3 月，2020 年度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
型名单公布，他获评全国“最美
志愿者”， 武汉地区共有 7 个个
人（集体）获评。 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推选活
动自 2015 年启动以来， 武汉已
有 34 个典型获评， 数量居同类
城市前列。

不仅如此，武汉素有“一城
好人、道德高地”的美誉。 这里有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人
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
定宇， 有 7 位全国“最美奋斗
者”，以及吴天祥等 15 位全国道
德模范、14 位感动中国人物等。
他们的产生，是城市文明氛围孕
育的结果；他们本身，也成为武
汉重要的道德资源，引导人们崇
德向善，形成了良好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武汉还采
用多元化激励方式，通过完善志
愿者保险制度，推广“爱心银行”

“爱心公益超市” 志愿服务积分
储蓄兑换做法，对志愿服务等文
明行为进行激励回馈，树立好人
好报、德者有得的价值导向。

志愿服务后，把服务时长换
作积分存进“银行”，不仅能兑换
牙膏、纸巾，还可以兑换生活服
务。 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志愿者熊
凤玲说，“本来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没有想过要获得什么，但有了
这样一种形式来鼓励志愿者，感
觉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肯定，更有
动力了。 ”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是城市文明程度的
重要体现， 能让城市更有魅力、
更有温度。 ”市文明办负责人表
示。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
民是英雄的人民。“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历来都
与武汉市民良好的精神风貌高
度契合，城市文明程度的持续提
升，也不断激励着广大市民踊跃
投身志愿服务实践。 市文明办将
以高水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契机，积极贯彻落实《武汉市志
愿服务条例》， 进一步推进志愿
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实现社会化
参与、项目化运作、信息化支撑、
法治化保障，引导更多人参与到
志愿者服务中，努力打造更高水
平的志愿者之城，让志愿服务成
为文明武汉最靓丽的名片。

（据《长江日报》）

“红巷爷爷”在红色场馆讲党史故事

志愿者清洁家园武汉城市学院志愿者为白血病患儿实现“微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