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仪式上，温庆云代表北
京市慈善协会向慈善工作站捐
赠 20 万元， 赵海军代表怀柔区
慈善协会捐赠 30 万元。 据慈善
工作站业务运营机构———北京
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总
干事宋波介绍，慈善工作站是在
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和慈善协会
的大力支持下发起建设的，经过

近一年的筹备，目前已经初步搭
建起以慈善委员会、专项基金管
委会和慈善工作站为核心的新
型慈善工作体系。 慈善工作站资
助项目库形成了扶贫济困、环境
治理、乡村发展、文化重塑、志愿
服务等五大类 16 个慈善项目。

温庆云表示，长哨营满族乡
建成北京市首家街道（乡镇）慈
善工作站， 有着三方面的优势：
一是领导对慈善工作高度重视；
其次是长哨营满族乡具有良好
的慈善环境，拥有互助互济的传

统；第三，长哨营满族乡之前是
贫困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帮扶模式和
慈善发展基础。

卢建对长哨营满族乡慈善
工作站的建成进行了高度认
可。 卢建认为，从时间上来看，
北京首家街道（乡镇）慈善工作
站落地怀柔为全市开了好头、
做了表率；从空间上来看，长哨
营满族乡虽偏居一隅， 但在慈
善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治理中
敢为人先，体现了“人民至上”

的理念和情怀。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近日出

台了《街道（乡镇）慈善工作站试
点建设工作方案》，计划在 30 个
街道（乡镇）试点建设慈善工作
站，按照试点先行、梯次建设、有
序推进的工作思路，逐步实现全
市街道（乡镇）全覆盖。 街道（乡
镇）慈善工作站是整合辖区公益
慈善资源建设的集慈善捐赠、帮
扶救助、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互
助互济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慈
善服务平台。

慈善工作站主要职责有五
个： 一是挖掘辖区慈善资源，精
准对接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个
人，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手
段，组织开展慈善募捐；二是与
区、街慈善协会对接设立“慈善
互助基金”， 参与慈善基金管理
使用；三是采集辖区慈善供需信
息，建立慈善供需清单，组织开
展慈善救助、 互助互济等活动；
四是开展慈善文化宣传，普及慈
善知识， 培育公众慈善理念；五
是统筹、指导社区（村）捐赠站点
开展慈善捐赠工作，做好捐赠物
资的调配使用等。

据介绍，长哨营满族乡位于
怀柔区东北部，满族人口占全乡

总人口的 43.5%， 是北京市仅有
的两个满族乡之一。 长哨营满族
乡的慈善工作在脱贫攻坚战中
有一定的积累，慈善力量在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维护
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
显。 但是，由于各项目分属不同
部门主管， 散落在各个村内，无
法形成“一盘棋”的合力，缺乏社
会资金持续输入，尚未形成有效
的社会协同支撑体系。

下一步，长哨营满族乡将以
慈善工作站为载体，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围绕乡村振兴中的热点
和民生救助方面政策覆盖的盲
点，整合多方慈善资源，探索建
立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的新型慈善工作体
系，将长哨营满族乡建设成为具
有浓厚慈善文化支撑的和谐宜
居之乡。 慈善工作站的建立，开
启了“十四五”时期长哨营满族
乡慈善事业的新格局和新征程，
既为长哨营满族乡汇聚慈善力
量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抓
手，也为服务乡村振兴重要战略
注入了慈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
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作用，助力长哨营满族乡实现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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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基层慈善服务平台

北京市首家街道（乡镇）慈善工作站揭牌
■ 本报记者 皮磊

� � 疫情防控中，志愿组织需要
提前做哪些准备？ 青年志愿者如
何科学有序参与志愿服务？ 在四
川，不少团组织和青年志愿者队
伍近日都收到了一份《四川疫情
防控青年志愿服务工作手册》，
里面详实列出了可以作为的方
方面面。

目前，专门针对青年志愿者
参与防疫类志愿服务的工作手
册很稀缺，手册的推出获得专业
人士点赞：“四川为我们打了一
个样。 ”

方案升级为手册
尽可能涵盖各个场景的标

准做法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街道防
疫点、小区志愿者组织、志愿者
岗前培训点……春节后上班，团
省委社会联络部工作人员蒲飞
宇就和同事们一头扎进了“场景
设计”中。设计啥？原来是演习中
的各个场景。 团省委计划联合多
个部门，举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青年志愿服务应急演练。

专门针对青年志愿者参与
疫情防控的应急演练几乎没有
案例可参考。 回忆起那段日子，
蒲飞宇笑着说，“大家一起熬了
好几天，想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尽
可能覆盖到。 ”经过大家头脑风
暴，一份 5000 余字的演练方案慢
慢“熬”了出来。

计划没有变化快。 2 月下旬，
疫情来袭，演练暂缓。 团省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演练的根本目的
是为现实服务，为实际情况提供
借鉴和指导， 既然演练暂缓，不
妨把演练中的各个场景提炼出
来，变成工作指导手册，“从另一
个角度推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青年志愿服务水平的提
高”。

几天后，《四川疫情防控青
年志愿服务工作手册》出炉。“手
册把我们想到的各个场景的标
准做法公布出来， 目前算是 1.0
版，以后还会不断调整升级。 ”手
册的主笔之一、四川省青年志愿
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肖翔介绍，
手册从志愿者储备、 物资储备、
启动应急响应、发布通告、激活
储备志愿者、 紧急招募志愿者、
开展志愿服务、 信息反馈等方
面，对如何科学有序组织志愿者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进行了
规范和指导。

操作举措有章可循
为打硬仗提供更多从容应

对空间

今年 1 月，李学履新宜宾珙
县团县委书记。 3 月，宜宾发现阳
性病例，“战斗”打响。“一上来就
参与这样一场硬仗，说心里一点
都不慌那不可能。 但因为有这本
手册，确实能稳定不少心绪。 ”李

学直言，手册下发后团县委就启
动了相关工作，为从容应对疫情
打下了基础。

记者梳理发现，手册提出了
很多具体的操作举措，比如要有
志愿者储备、各级团组织应常态
化储备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建
立联络机制，组织志愿者常态化
参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培训、演
练等活动，储备志愿者的激活和
非常态化状况下志愿者的紧急
招募等。

“好处就是要做哪些、要重
点注意哪些都列出来了。 如果前
期工作按照这份指导严格执行，
需要应急响应的时候效率就非
常高了。 ”李学说，这份指导意见
能提供从指挥层面到执行层面
的各方面帮助，不用花费大量时
间去查漏补缺或者去想还会发
生哪些突发情况。

四川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
务探索出了“应急准备—启动响
应—发布公告—激活储备—开
展服务—解除响应” 的工作流
程。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各
级团组织重点在于做好疫情防
控应急志愿者的储备工作；当局
部出现本土疫情病例时，各级团
组织第一时间向本级疫情防控
指挥部报到，汇报志愿者、应急
物资等储备情况，并向上级团组
织报告， 根据各级指挥部指令，
启动相应响应工作。

迅速进入角色
组队变化、协调分工等效率

提高

感到更加从容的，还有在一
线服务的青年志愿者。

共青团成都市成华区委青
年志愿者程恬骁参与了多次疫
情防控类志愿服务。“这次学习
了工作手册，最大的感受就是应
对变化时更换角色、进入角色更
快了。 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大
局观更突出，二是寻找定位更精
准。 ”程恬骁解释，过去参与志愿
服务时，如果一直在一个点位做
一件事儿，效率是有保障的。 但
疫情防控的志愿者有些不一样，
需要“一专多能”。 这就需要志愿
者能尽快地适应团队的变化和
身份的变化，迅速找到自己能参
与的角色。 如果处理不好，很容
易出现一部分人很忙、新加入的
成员却不知道如何“共振”的情
况，团队服务效率会下降。

“认真学习手册，就能很好得
解决这个问题。 ”程恬骁说，手册
为一线志愿者列出了可能要参与
的各种志愿服务， 以及各个场景
下志愿服务要做哪些事情。“弄明
白了，大局观就有了，也能迅速找
到自己要参与的服务角色。 如果
团队中每个人都熟悉手册， 那在
应对组队变化、 迅速协调分工等
方面，效率提高是非常明显的。 ”

在疫情防控风险人员信息
排查志愿服务方面，工作手册中
提到，志愿者要协助相关部门开
展电话询问排查，同时须培训合
格且按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各项
工作必须满足疫情防控各项技
术标准；在核酸检测点志愿服务
中， 应在检测点开展体温测量、
健康码查验、秩序维护、人员引
导、信息录入、协助弱势群体等
志愿服务；物资采购、转运及配
送志愿服务方面，应协助防疫物
资和生活物资的采购、转运及配
送； 封管控小区志愿服务方面，
在封管控小区开展卡点值守、物
资配送、心理抚慰、日常消杀等
志愿服务。

“志愿者能干什么，在服务
之前就能明确，可以有针对性地
做好相应的技能储备，当出现需
求时就能第一时间给出响应。 ”
程恬骁说，这就是手册能带来的
理想状态。

从团省委相关部门的信息
反馈来看， 本轮疫情防控中，工
作手册的效果已经有了显现。 据
悉，自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以来，全省组建各级青年应急志
愿服务队 3952 支， 招募志愿者
6.15 万余人；在“志愿四川”平台
发布疫情防控相关志愿服务项
目 1.6 万余个，参与志愿者 26 万
余人次，累计服务时长 590 余万
小时。 （据《四川日报》）

疫情防控，青年志愿服务能做啥？

4月1 日， 北京市
怀柔区长哨营

满族乡慈善工作站正式启
动。 据悉， 这是北京市首家
街道（乡镇）慈善工作站。 北
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
政局副局长卢建，北京市民
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陈晓
亮，北京市民政局接受捐赠
事务管理中心主任俞金铭，
北京市慈善协会会长温庆
云， 怀柔区副区长关得志，
区民政局局长、区慈善协会
会长赵海军，区委社会工委
委员、区民政局副局长张明
等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