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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力量集结陕西战“疫”一线
“现在，轮到我们守护这座城”

阿力虎龙是大四学生，他原
计划要去西昌参加公务员考试，

“没办法去了。 也顾不上多想，在
这特殊时刻， 必须得为老师、同
学做点事。 ”作为团员先锋岗标
兵，他主动请缨，担任送餐组组
长，带领青年突击队队员领下 19
号公寓楼 1148 名同学的用餐保
障任务。

实在累了困了， 他就在楼
梯上“歪”一会儿。“兄弟们，今
天还有‘硬仗’要打！ ”这是他常
用来鼓励队员的话。 在陕西，像
阿力虎龙这样的青年志愿者还
有许多。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团陕
西省委发出的“投身疫情防控斗
争第一线，以实际行动彰显青春
担当”动员令下，全省涌现出大
批青年志愿者，用实际行动交上
了一份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陕西各
地普降雨雪。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在高速路
口开展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24
小时坚守在城市的第一道关口。

志愿者张龙（化名）很快成
为服务区滞留司机、乘客眼中的
“红人”。 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令刚
一下达， 他就主动加入志愿队
伍，协助张贴防疫公告，逐车开
展排查，引导道路交通……有司
机反映没有餐食，张龙就和同事
挨车送去面食、热水、方便面。

截至目前，陕西交控集团已
抽调 414 名青年突击队员开展
一线支援工作，累计参与志愿服
务的共青团员和青年超过 6000
人次， 为连日来奋战一线的医
护、民警、社区防疫人员送去爱
心物资上万份。

和陕西交控集团志愿者一
样， 陕西各行业青年积极与社
区、民警、医疗等部门联动，协
助社区值守、执勤，开展核酸检
测、物资配送、秩序维护、扶老

助弱等工作，形成强大合力，为
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转贡献出青
春力量。

傍晚 6 时，西北大学“课业
帮辅团”微信工作群里又热闹起
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
帮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李念（化名）的父母都是奋
战一线的抗疫志愿者，最近一直
没有回家，与李念整整两周没有
见面。“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 ”

“brave（勇敢的），我们来看一下
发音难点……”西北大学志愿者
黄肖负责李念的线上学习指导。
每次开课前， 她都会认真备课。

“能为一线防疫人员解忧， 我觉
得很有获得感。 ”黄肖说。

“‘课业帮辅团’志愿者都经
过严格选拔、培训，才能上岗服
务。 ”西北大学团委副书记刘博

告诉记者， 校团委发出公告后，
两天时间就有 433 名志愿者报
名参加，已为近百户防疫人员的
子女提供线上免费家教服务。

同样是线上服务，“防疫、
抗疫” 青少年心理援助团成员
周苏鹏的线上辅导最近也没有
停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
小学生居家学习、不能出门，容
易产生焦躁情绪， 我们为有需
求的青少年和家长提供线上危
机干预和社会心理支持、 情绪
疏导专业服务。 ”

由团陕西省委权益部启动
的“防疫、抗疫”心理援助热线，
除服务中小学生外，还将外籍在
陕留学青年、被隔离观察人员和
医务工作者纳入服务范围。

目前，全省权益战线开展的
心理疏导服务工作共组建了 12

个地市服务小组，参与心理专家
120 余人， 并与各地 12355 青少
年服务台和心理援助团队协作，
24 小时接听电话咨询。

“以前我们是被世界保护的
一群人，现在，轮到我们来保护
世界了……”这是团陕西省委联
合中国青年网推出的原创视频
《“疫”线青年》中鼓舞人心的语
句。 视频中，各行业青年眼神笃
定、步伐有力，用实际行动道出
了“心声”。

视频推出后，获得广泛转载
传播，激励了许多挺身而出的青
年在“疫”线勇往直前。 有网友留
言：“愿疫情早日结束，愿最美逆
行者平安归来！ ”

短短两周时间， 像这样的
各类战“疫”海报、防控 MV、暖
心短视频， 团陕西省委就制作
推出了 300 余个， 阅读总量超
过 1600 万。

“我们要把清朗的空气注入
网络空间，越是特殊时期，越要
发挥团属新媒体平台的号召力
和宣传力。 ”团陕西省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陕西团属新媒体矩阵及
时发布信息 1065 条， 并联合多
家主流媒体持续推送推文、视频
等作品， 累计阅读量达 1.2 亿人
次；及时向团员、返乡青年和少
先队员、 社会人士解读防控措
施、传播健康常识、展现抗疫一
线青年风貌。

“疫情是场‘大考’，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陕西按下
了‘暂停键’，也吹响了全省共青
团疫情防控工作的‘集结号’。 ”
团陕西省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陕
西共青团将继续组织动员全省
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并肩作战，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
奋斗之我展现新一代青年的战

“疫”担当。 （据《中国青年报》）

“陈阿姨，这是您志愿服务
积分兑换的两张爱心卡，拿着卡
到‘爱心联盟’商铺购物，可以享
受优惠……”这几天，江苏泰州
市姜堰区天目山街道锦都社区
工作人员陈佳慧很忙。 她挨户到
居民家中介绍“爱心卡”使用方
法。 原来，该社区围绕前期摸排
出的居民需求和社会资源，联合
周边 22 家商铺组建了“爱心联
盟”， 为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提
供优惠，不断提升商铺“服务指
数”和居民的“参与指数”。

锦都社区“爱心联盟”商铺
购物活动，是姜堰区城市社区品
质提升行动的举措之一。 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姜堰区委组织
部主动向社区群众关切处聚焦，
从最突出的问题着手，城市社区
品质提升行动成了全区“我为群
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姜堰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毛戴军说，区委组织部推动街区
开展品质提升需求大调查 ，区
级层面形成“四好”社区星级化
评定细则，即社区服务好、社工
队伍好、社区物业好、社会组织
好， 街道层面形成品质提升指
导推进方案，社区形成“一居一
策”提升方案，确保社区品质提
升周周有变化、 月月有进展、个
个有成效。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社区
党组织服务群众、便民惠民的重
要场所。 姜堰区发布《姜堰区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标识规范》，统
一社区标识、 规范布置标准，明
确服务要求，同时还出台党群连
心睦邻点建设标准， 投入 1300
余万元建成 216 个睦邻点，打造
城市居民交往空间，延伸服务最
后一公里。

姜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党
建办主任蒋炜介绍，围绕现代社
区治理、 社区品牌创建等主题，
区里每季度举办一期社区干部
品质提升行动主题沙龙活动，公
开选聘 20 名社区“见习书记”，

选派至先进社区挂职锻炼。 姜堰
区委组织部牵头编制了“全科”
业务培训大纲教材，开展社工培
训比武， 考试认定全科社工 201
名；还配套出台社区弹性工作制
实施办法，采取“1 名社区党员干
部+1 名社区志愿者、 在职党员、
离退休党员老干部、 热心群众”
轮流值班的方式， 延长社区午
间、晚间和周末服务时间，为社
区群众提供上门、预约、代办等
多种服务。

为了集聚各类社会组织资
源， 姜堰区出台了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办法， 推动新注册登记社会
组织 18 家、 草根社团 247 个，谋

划为民服务品牌 40个。在三水街
道，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依托
社区小当家活动室、 书香溢众邻
等青少年活动阵地， 开设四点半
课堂、校外晚托班等，并邀请社区
在职党员教师回社区服务， 免费
为学生提供学科类和艺术类辅
导，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也有效
解决了家长后顾之忧。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工作理
念、健全服务功能、调优运行机
制，推动社区品质再提升，让人
气集聚呈现在基层社区，让满意
幸福洋溢在群众脸上。 ”姜堰区
委书记方针介绍。

（据《人民日报》）

江苏姜堰聚焦群众关切 开展城市社区品质提升行动

� 深冬的西安，“疫
霾”笼罩。天还

未亮， 长安大学渭水校
区的防疫志愿队已开始
了新一天的战“疫”。

穿戴防护服、 收点
餐食、消杀、背上沉重餐
箱，出发！ 上下楼搬运、
逐室分发、 完毕再消杀
……直至上午 9 时多，
彝族学生志愿者阿力虎
龙，才终于能够脱下“大
白”防护服。

长安大学因疫情封闭后，800 多名学生志愿者化身“送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