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广东高校毕
业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 2021 年起实施

一场持续 18年的青春接力：

西部计划为广西人才队伍注入“源头活水”

News
２０21．9.14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段理

12 新闻

张秋文没有想到 ，17 年
前的一个决定，让他的

命运与西南边陲的八桂大地紧
紧联系在一起。

2004 年 5 月，得知西部计划
继续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后，不到
20 岁的张秋文毅然辞去工作，报
名接受组织选拔。 经过近两天换
乘绿皮火车、 汽车的长途跋涉 ，
他来到当时集 “老 、少 、边 、山 、
穷 、库区 ”为一体的国家重点贫
困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
县，开启了志愿服务征程。

17 年来， 他通过发动网络募
捐， 先后资助了东兰县 1168 名贫
困大、中、小学生，组织捐建了美逢
小学、安桃小学等 13 所小学，总资
助款项达 1100 多万元。 两年志愿
服务期即将结束时，他对服务地产
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当地党委
极力挽留并破格任用下，张秋文先
后担任团东兰县委副书记、 书记，
东兰县切学乡乡长、 乡党委书记，
团河池市委副书记、 书记等职务，
现任广西河池市投资促进局党组
书记、局长。 在西部计划的感召下，
他将个人的成长和壮乡发展紧紧
结合在了一起。

张秋文是怀抱家国情怀走向基
层一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 作
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首批
服务省份之一，18年来， 团广西区
委、西部计划广西项目办在团中央、
全国项目办的领导下， 积极组织动
员， 共有 1402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优秀青年奔赴广西开展志愿服务。
这些志愿者的到来如同一场青春接
力赛， 一批批年轻人在奋斗中放飞
青春梦想，在奉献中践行初心使命。

把自己的小我
融入祖国的大我

“得知你们积极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号召，加入西部计划志愿

服务队，来到广西深度贫困县都
安，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决战脱贫攻坚一线， 在服务他
人、 奉献社会中挥洒青春汗水，
收获成长和进步， 我为你们高
兴，为你们点赞！ ”2020 年 5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
社给广西西部计划都安瑶族自
治县服务队全体志愿者回信，肯
定他们积极投身壮美广西建设，
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
人民的大我之中的青春选择。

当时，39 名来自北京、山西、
辽宁等地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已
在都安开展了为期 1 年的志愿
服务。 他们为基层的教育、医疗、
农业、青年工作、新农村建设和
脱贫攻坚等专项行动作出贡献。

“截至 2020 年 5 月，都安县
还有 65 个行政村未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为了不拖后
腿，我们和脱贫一线工作队队员
‘五加二’‘白加黑’ 连轴转是家
常便饭。 ”服务于都安县保安乡
精准脱贫攻坚指挥部的西部计
划志愿者陆丽珊表示，尽管基层
的工作很辛苦，但在众多西部计
划志愿者和党员干部的共同努
力下，都安县于 2020 年年底终于
实现了脱贫目标。

在陆丽珊看来，在投身脱贫
攻坚、疫情防控等党和国家的重
大任务中，她体会到尽己所能为
当地百姓做实事的幸福感。

18 年来，广西西部计划志愿
者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在服务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等国家战略上展现风采。

为助力脱贫攻坚战，广西西
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中有 91%的
志愿者，通过基础教育、服务三
农、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和
基层社会管理 5 个专项，在乡镇
以下基层一线涉及精准脱贫攻
坚各个领域，服务期满扎根基层

转换身份，作为脱贫攻坚工作队
队员的更是不在少数。

完善政策保障
留住青年人才

2004 年，毕业于桂林旅游学
院的李林， 报名西部计划后，来
到当时的广西凤山县旅游局从
事志愿服务。 他利用自身专长，
给县里的旅游规划出谋划策，提
升工作信息化水平。 李林服务期
满后，单位为留住人才，主动帮
他申请了事业编。

“单位领导对我很信任，很
多工作都放手给我做，让我觉得
这里有发挥才干的空间。 ”李林
最终选择留在凤山。 经过多年的
基层锻炼，今年，他被任命为三
门海镇镇长。

让李林感到欣慰的是，每
年来凤山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都有人选择留下。 光是三门海
镇，包括他在内，就有 5 名西部
计划志愿者在服务期满后，通
过公务员考试等方式， 留在镇
政府工作。

在广西，西部计划已成为人
才培养的一种创新模式，成为培
养优秀青年人才的示范性工程，
团广西区委、西部计划广西项目
办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通
过制度创新完善政策保障，推动
自治区政府出台保障政策，从解
决高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县
和服务单位最关心的问题入手，
明确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方法步
骤和评价标准。

为提升待遇强化志愿者的
生活保障，团广西区委、西部计
划广西项目办争取到自治区财
政近千万元用于补充志愿者补
贴，并将西部计划志愿者纳入自
治区人才引进管理范畴，确保每
位西部计划志愿者享受中央生

活及地方补贴不低于 4.2 万元/
年、 社会保险约 1.6 万元/年、80
万元/年保额的商业保险。

为拓宽渠道筑牢志愿者的就
业保障，广西在公务员招考方面，
设置占总岗位 10%左右的定向岗
位面向录取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进
行招考。在事业单位招考方面，服
务期满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可按照
有关程序转聘为事业编制。 在企
业招聘方面， 举办西部计划志愿
者双选会， 为服务期满的志愿者
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2020—2021 年度广西新招
募的志愿者，本科以上学生占比
99.3%，“双一流” 高校学生占比
36.5%， 东、 中部高校学生占比
56.1%。为促使更多优秀的西部计
划志愿者在服务期满后留在广
西、扎根广西，团广西区委指导
各级项目县为志愿者留在本地
就业创造条件 ，2020 年 5 月以
来，服务期满表现优秀的离岗志
愿者 424 人， 留在广西就业 388
人，占比 91.5%，其中 30 余名西
部计划志愿者直接转聘为事业
单位编制。

据不完全统计，广西西部计
划志愿服务队从成立以来，8000
多名服务期满志愿者选择留下，
600 多人成长为县处级或科级干
部，成为充实服务广西建设发展
人才队伍的“源头活水”。

探索品牌化、专业化、
可持续的服务模式

“小朋友，上学路上不小心
摔倒出血了，应该怎么办？ ”

“先用酒精消毒，然后用创
可贴贴上，如果严重的话要及时
去医院缝针。 ”

8 月 31 日，广西炭火行动助
学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来到柳
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拱洞乡龙

培小学开展“山区儿童‘护身铠’
行动”。 7 名志愿者向龙培小学
100 余名学生捐赠“护身铠”物资
并教授安全自护课程。

2011年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 服务于柳州融水县的
广州籍大学生黄加荣， 在走村串
户时发现， 很多山区留守儿童每
天都要走危险系数极高的山路上
学。 于是他发起上学路上“护身
铠”项目，在一些爱心企业的资助
下，为孩子们发放充电电筒、防滑
靴、求救报警哨子、紧急医药包、
太阳帽、雨衣等护身装备，并进行
安全自护教育。 这个项目获得首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
奖，并持续开展至今。

18 年来，西部计划志愿者在
为当地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还
热衷于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广
西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结合
自身优势，注重品牌培育，打造
“七彩四点半”“七彩假期” 等项
目品牌，逐步探索形成青年参与
社会治理实践规范化、 专业化、
可持续的服务模式。

在易地扶贫搬迁点“广西青
空间”，团广西区委通过组建“西
部计划志愿者+社工+青年社会
组织”工作队伍，推动社区、社会
组织、社区志愿服务联动，联系
固定志愿者和青年社会组织工
作人员 2200 人，受益搬迁居民超
过 12 万人，真正实现“搬得出、
留得住、能致富”。

在各地服务队中， 孕育出
“梦想石画”“宝杯计划”“有灯童
享”等 28 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多个项目获得全国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的金奖、银奖，推进了广
西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社会化
动员、常态化发展，提升志愿服
务在促进社会治理大局中的服
务成效和水平。

（据《中国青年报》）

近日， 经广东省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同意， 广东大学
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广
东高校毕业生志愿服务乡村
振兴行动（以下简称“志愿服
务乡村振兴行动”） 于 2021
年起实施， 每年选派省内外
高校毕业生到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及肇庆市、 惠州市龙
门县的乡村， 开展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工作。

据共青团广东省委介绍，
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 2021
年预计招募 1000 人， 原则上
安排在驻镇帮扶工作队工作。
该项目自 8月 23日发布招募
公告，得到广大高校毕业生的
热烈回应，至 9月 5 日报名时
间截止时， 共有 7515 人通过

“i志愿” 系统———“志愿服务
乡村振兴行动” 专题网站报
名，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支持乡
村振兴建设。

“在脱贫攻坚的举措下，
我目睹着我的家乡船步镇一
天天变好， 尤其是这几年变
化特别大， 我想回去建设家
乡！ ”自小成长于广东云浮罗
定市船步镇的黎奕绍， 正在
浙江大学读研究生， 她立志
于未来前往基层就业。 当她
在“广东志愿者”公众号看到
项目招募信息后， 立刻选择
了报名。

像黎奕绍这样立志于扎
根基层的大学生志愿者并不
在少数。 根据共青团广东省
委专题调研得知， 参与西部

（山区）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基层就业广泛 ，73.63%
的受访者在服务期满后都有
从 事 基 层 工 作 的 经 历 ，
55.63%的受访者更是一直都
在从事基层工作。 而“志愿服
务乡村振兴行动” 后续招募
选拔工作亦将遵循粤东、粤
西、 粤北地区生源回户籍所
在地服务优先的原则， 鼓励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到乡村

“建设家乡”。
2021 年“志愿服务乡村

振兴行动” 招募的志愿者原
则上安排在驻镇帮扶工作队
工作， 作为驻镇帮扶工作队
的补充力量， 共同推动全省
1127 个乡镇、 近 2 万个行政
村全面振兴。

华南农业大学本科应届
毕业生古洛炜来自广东省梅
州市， 而作为一名风景园林
专业的学生， 他一直在思考
如何将专业所学用于家乡基
层的乡村风貌提升。 参与“志
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驻镇
帮镇扶村，建设美丽村镇，正
符合他的专业理念。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大
三学生陈奕源看到该项目推
文， 认真阅读之后他在评论
区写下一句“保持热爱，等我
毕业”，并将推文转发至朋友
圈，配文是“乡村振兴非一日
之功，亦非一己之力，作为新
时代大学生，等我到乡村去，
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 ”

（据中国新闻网）

逾 7500名青年志愿者赴粤支持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