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家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年迈的沈姆总是第一个想到呼
援通社工服务中心。 每次按下
求助键， 呼援通的青年党员志
愿者从不推辞。 送她到医院、为
她修补厨房的挡水条、 清通马
桶下水道……多年来风雨无阻。

汕头市龙湖区呼援通社工
服务中心是广东率先建立的长
者远程呼援服务平台，呼援通党
支部带领党员和志愿者专业队
伍，积极构建远程呼叫智慧养老
服务模式， 为龙湖区 1.5 万多名
75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公益服务，
涉及医护救助、心理辅导、生活
服务、 居家安全监控等多达 170
项工作。

立足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 呼援通党支部组建了 10 支
由党员担任队长的青年志愿服
务队，全天候待命。 2020 年 5 月，
85 岁的沈姆向呼援通紧急求助，
党员志愿者一边在电话里安抚
老人情绪，一边联系医院派出救
护车，及时将沈姆送院救治。 在
党员的示范带动下，一大批有专
业技能的医生、护士、律师、水电
工等， 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当
地老人把呼援通亲切地称为“没
有围墙的养老院”。

社会组织是社区居家养老
的重要力量，此次活动中，多个
社会组织通过“党建+养老”，让
社区“夕阳事业”更有温度。

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党总支策划开展“长者防
跌伤害支援项目”， 为石排镇
高龄老人送出配有小夜灯、防
滑地垫、防撞条等物品的爱心防

跌包，并对一些隐患严重的家庭
进行改造。 项目整合了医院、康
复师、心理咨询师、房屋维修员
等跨专业团队，降低当地老人跌
倒率。

“红帐篷”开设社区便民集市

“支部走在帐篷里，服务落
在帐篷里，力量聚在帐篷里”，深
圳市穗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
支部把社区定点爱心便民集市，
打造成为“访民情、听民意、办实
事”党群联络点和便民服务点。

“党建红帐篷”定点爱心便
民集市项目整合小区资源，在小
区内设置定点爱心便民服务集
市，每周开展一场便民服务主题
活动。 这些便民服务内容包括义
剪、义诊、推拿艾灸、家电维修
等。 项目自 2021 年 7 月 29 日启

动以来，已累计深入 9 个小区开
展各类主题便民服务活动 32 场
次，服务居民 2500 人次。

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治理
中如何创新举措？ 此次活动征集
到的案例中，江门市江海区天健
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
推行“党建+”联动服务模式，开
展社区议事会多达 10 场， 通过
收集议案，先后处理了涉及“文
明养宠”“打通生命通道”“整改
下水道”等问题，推动区域内同
类案例的治理研究。

该中心党支部紧扣城市发
展形势和需求，举办“红十字+救
在身边” 应急救护培训班、“红
色先锋，救在身边”等健康义诊
活动， 进一步强化群众安全防
范意识和自救自助能力； 推出
“和你说‘典’”普法沙龙，加强
全民普法宣传工作，助力营商环
境建设。

“党建+”展现社会责任担当

党建引领，让社会组织更有
活力和担当。 利用 5000 多家会
员企业的优势资源，深圳市企业
联合会党委与广西百色凌云县
品村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结合
品村村的实际，深圳企联党委发

动 3 家会员企业出资 110 万元，
帮助品村村完成陇雅至陇祝道
路建设， 将 30 多里的路程缩短
至 4 里，解决了近千名山区村民
出行难问题。

同时，深圳企联党委还发动
两家会员企业，出资购买 130 套
衣物，捐赠给凌云县旦村幼儿园
的 80 多名儿童， 帮助解决御寒
衣物短缺难题；实施“一企一村”
帮扶机制，发动多家会员企业出
资 200 万元资助贵州省三都水
族自治县。

佛山市紫荆花助学关爱协
会党支部充分发挥佛山一中校
友的资源优势， 探索助学扶困
新模式。 通过制定个性化帮扶
方案和成长建议， 该党支部持
续跟进困难学生情况到其大学
毕业，目前已帮扶 29 人，帮扶
对象成为各类优秀人才，助学成
绩显著。

东莞市江西商会党支部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牵头成立了在
莞人员服务站、 退役军人服务
站、志愿者服务队。 多年来，商会
已形成百名赣籍学子基金会、情
系夕阳红、关怀退役军人、万众
公益徒步等多个品牌公益项目，
爱心捐赠逾 2000 万元。

(据《南方日报》

一个按铃、一条电话线，一头连着需要帮助的老人，一头连着热心的青年工作者。针对社会老
龄化形势， 汕头市龙湖区呼援通社工服务中心党支部为社区老人提供 24 小时在线帮助；

通过‘党建红帐篷’定点爱心便民集市项目，深圳市穗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每周开展义剪、义
诊、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

近日，广东省民政厅与南方日报举办广东社会组织党建案例征集活动，各社会组织结合自身优
势，激活‘党建+’，打造为民服务新模式，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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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组织激活“党建+”
打造为民服务新模式

每天清晨，赵杰、李爱玉和
梁建华三名志愿者都会来到 82
岁的荣丁香老人家楼下，查看老
人卧室的窗帘是否拉开。

拉窗帘， 这个再普通不过
的日常行为， 对于家住山西省
太原市杏花岭区河北里社区的
荣丁香老人来说却有着特殊的
意义。 赵杰说，窗帘若被拉开表
明老人安全， 他们便会放心离
开；如果窗帘没有被拉开，他们
就会立即前往老人家中查看询
问，防止意外发生。 夜幕降临，
他们还会查看老人的窗帘是否
已经拉上。

这是山西省红十字情缘志
愿服务队开展的“窗帘行动”。 秋
去冬来， 窗帘不仅是平安的信
号，更是志愿者与老人们的暖心
约定。 从今年 4 月至今，已经有
35 名志愿者和 8 个社区 16 户老
人立下了“窗帘之约”。

山西省红十字情缘志愿服
务队队长张建中说，“窗帘行动”
主要服务对象是独居老人、孤寡
老人，他们通过联系社区进行摸
底，选定年龄偏大、行动力差、体
弱多病的老人作为服务对象，征
求老人及家人同意后，志愿者会
在这些老人家中窗户显眼的地
方贴上“窗帘行动”标识，方便志

愿者们在每日巡查中了解情况。
89 岁的谢淑英老人，家住太

原市杏花岭区铁路迎春小区。 由
于平时子女工作忙，老人不想给
子女添麻烦， 她现在一个人居
住。 志愿者除了每天查看窗帘
外，还会陪老人唠嗑解闷，帮她
理发修甲、清扫卫生。

张建中说，“窗帘行动”的服
务讲求实效，参与的志愿者都在
被帮扶老人附近居住，便于每天
早晚观察窗帘。 同时，他们还建
立“窗帘行动”微信群，每天早晚
把巡查照片发到群里。

88 岁的张林仙是志愿者张
巧富的帮扶老人之一。 自“窗帘
行动”开始以来，张巧富每天早
晚都会骑电动车来到老人楼下，
查看窗帘。 张林仙告诉记者，不
管天气如何，志愿者每天都会准
时过来。

张林仙说，今年夏天的一天
早上，她胃不舒服，起床比较晚，
张巧富早上巡查发现她没拉窗
帘，第一时间赶到她家里。

张建中说，参加“窗帘行动”
的志愿者从最初的 10 人发展壮
大到 30 余人， 帮扶老人也从 10
户发展到 16 户。“我们队伍还在
不断扩大。 ”张建中说，“窗帘行
动”开展的衍生服务项目也在各

街道社区积极开展， 如代买服
务、代洗服务、理发服务、家政服
务、陪伴式服务等。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春社
区副主任王佳看来， 目前社区
的老人以居家养老模式为主，
不少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除
了社区帮助外，“窗帘行动”是
邻里互助、纾解养老“空巢之痛”

的好样本。
“‘窗帘行动 ’ 是雪中送

炭。 ”太原市杏花岭区河北里社
区主任张鑫说， 老人不管他的
儿女们多孝顺， 都希望更多人
来关心他。 志愿者“窗帘之约”
体现的陪伴关爱，带给老人的是
温暖的力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窗帘行动’。 ”张建中说，不少年
轻人想利用周末、 假期参与进
来。 最近，“窗帘行动”的服务对
象， 新增了四个社区的 40 户老
人。“我们会坚持下去，并且要一
对一地服务，下一步还要向社会
招募志愿者加入‘窗帘行动’，共
同关爱老人。 ”张建中说。

（据新华社）

山西太原：空巢老人的“窗帘之约”

山西省红十字情缘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赵杰为独居老人理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