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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出台意见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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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志愿服务“闭环”

“四叶草青年”为进博会添亮色
� � 当一名志愿者，每天起早贪
黑从一个郊区赶到另一个郊区，
脸上时刻要面带微笑……在上
海，这份听上去不怎么样的“工
作” 已成为 5438 名 95 后、00 后
青年的“第一选择”。

11 月 4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
正式开幕前一天， 上海的火车
站、飞机场、各大指定酒店里，到
处“人山人海”。 人群中，总有一
群身穿红白相间服装的年轻人
穿梭其中， 有的帮客人提行李，
有的发放证件，还有的手拿记录
本指挥客人乘车。

11 月 5 日至 10 日， 万众瞩
目的全球唯一一个全部展示进
口商品的大型展销会———进博
会将在上海著名的“四叶草”场
馆———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服务
这场盛会的青年志愿者们，被称
作“小叶子”。

从 2008 年“鸟巢一代”横空
出世，到 2018 年“四叶草青年”
担当重任。 10 年来，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走出了一条以大型赛会
为主要历练途径的成长之路。

早就不是“稀奇”项目了

如果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是中国青年志愿者大规模服务赛
会的一场启蒙之战， 那么到了
2018 年，已经更迭了一拨儿又一
拨儿的青年志愿者群体， 早已习
惯参与各种赛事、会务的服务了。

对上海的大学生而言，世博
会、G20 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议、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这
些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国际大
事，都能见到上海青年志愿者的
身影。

“四叶草”造型的国家会展中
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作
用等被认为是中国会展界的标志
性场地。“四叶草”是车轴草属植
物的稀有变种，在植物界，一万株
三叶草中只会有一株是四叶的，
它被认为是幸运的象征。

进博会期间，在“四叶草”场
馆里服务的“小叶子”有 5000 多
枚，在他们眼中，志愿服务项目
早就不像过去那样稀少了。

“上海的中学生每年都要
定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
服务按时长计入综合素质评
价； 上海的大学生每年都有志
愿服务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暑
假还可以在爱心暑托班当志愿
者。 ”上海海洋大学公共管理系
教授张祖平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我国成规模的
志愿服务活动最早就是从共青
团中央 1994 年发起成立的中
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始的，当
时，研究生支教团项目被青年认
为是特别稀有、特别珍贵的参与
志愿服务的机会，引得全国各地
高校学生争相报名。

张祖平说，中国青年志愿者
协会最早提供了这样一个公益
渠道，“青年从事这项服务积极

性最高，最有热情，所以从青年
志愿者发源。 ”

在发展过程中，志愿者工作
也经历了没有人员数据库、没有
服务标准、没有培训、没有效果
评价等野蛮生长的阶段，直到今
天，“小叶子” 工作有序开展，背
后的支撑是庞大的青年志愿者
网络。

张祖平此前进行的大规模
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青年从
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动机就是“纯
奉献”。 在“小叶子”群体中，超过
80%的人都已不是第一次做志愿
者了。

不一样的“四叶草青年”

从服务角度来讲，经过岗前
培训，“小叶子”们早就可以做到
用标准的姿势给客人指路、带着
甜美的微笑回答客人的提问。 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
到，“四叶草青年”与以往大多数
赛会的志愿者有一个显著的不
同———他们擅长用高科技手段
满足会场内可能出现的普遍性
服务需求。

比如指路。“四叶草”是一栋
3 层建筑，总占地面积 86 万平方
米，室内展览面积 40 万平方米，
室外展览面积 10 万平方米，含
13 个小展厅及 3 个大展厅。如何
让参观者在 3000 多家参展企业
中迅速找到自己想去的展位，不
迷路、不走冤枉路？

这件事，至少有同济大学、东
华大学两所大学的志愿者在办。

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
授陆金生领衔的师生志愿者团
队，基于其对人的认知心理标识
导向系统的研究， 历时 3 个多
月，对“四叶草”内部标识导向系
统进行了优化和提高，力图让参
观者“看得懂”。

而同济大学向进博会输送
的 119 名志愿者，有相当一部分
人活跃在“室内导航定位系统”
后台上。 他们将在各个问讯处，
指导世界各地嘉宾使用这一系
统，成为他们的“导路者”。

只要在手机上下载进博会
App，进入 App 的“导路者”功能，
打开后就是国展中心各个场馆
的缩略图，轻轻点击缩略图选择
出发地点和到达地点，系统就可
给出室内导航路线，帮助使用者
快速到达目的地。

这款“神器”是同济大学电
信学志愿者团队的“发明”。 同济
大学志愿者姚宜星所在的 5 人
小队，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在会展
中心各个楼层间穿梭“暴走”，盯
着 App 中的导航路线，鉴定系统
的稳定性。

他们认真做记录，还以问卷
形式及时反馈，“只有我们先熟
练操作了，在系统正式运行前发
现问题和 bug， 才能在展会期间
更好地为各国嘉宾服务。 ”

此外，在进博会最为关键的
安保问题上，青年志愿者也拿出

了真功夫。 上海理工大学的太赫
兹团队志愿者与上海海关联合
开发了“太赫兹波谱液体检测
仪”“太赫兹波普信件检测仪”，
这些完全自主研发的仪器能在
0.1 秒内检测出危险液体、 危险
信件，为进博会保驾护航。

手持式探头对准瓶身轻轻
一扫，0.1 秒内即可判断出瓶内
液体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传送带
探头对准信件轻轻一扫，就可知
里面是否夹带变异生物种子、病
毒等危险物质。

志愿者运作“闭环”

除了那些身穿红白搭配标
准志愿者服装的“小叶子”，记者
注意到，进博会上还有一大群幕
后志愿者。 他们有的从四、五月
就开始上岗开工，有的驻扎在医
疗服务站里，还有的蹲守在电话
热线旁，接洽各种事宜。 志愿者
工作从招募到培训、上岗，都有
条不紊。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
学专业研二学生席明洁已经上
岗 40 多天了。 几百个小时里，95
后的她坚守在证件中心的第一
线。 60 多万张证件，日复一日地
进行信息审核、排查。

席明洁记得，她曾经同时打
开 8 张 Excel 表、3 个文件夹，就
是为了找一小条数据，“我们把
这个过程戏称为破案！ ”

制证大厅中的工作人员多
是 95 后， 公安干警也多是 90
后。 虽然年纪不大，但大家没有
一点娇气。

团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叶子”的

招募、 培训和服务效果评价，最
终都会输入上海团组织搭建的
志愿者云工作库中。 这个工作库
目前已有 120 多万名青年志愿
者的注册信息。

“把志愿者全都‘留’在云
平台上。 ”该负责人说，志愿者
工作早前的做法是———志愿者
招来，活动搞完，人就走了。 但
现在，每一名志愿者都要注册、
登记工作时长， 团组织负责落
实保障和激励举措，“今后，不
管项目怎么变， 平台都能提供
支撑， 所有活动和项目数据都
能保存下来”。

据介绍，去年年底，团上海
市委发展了 14 家企业作为中国
青年诚信行动（上海）战略合作
伙伴。 这些企业分别在衣、 食、
住、行、用五大领域为上海守信
青年志愿者提供 45 项优惠措

施， 优惠产品超过 258 万份，优
惠总值超过 1.6 亿元。

记者注意到，“守信青年”的
一个重要积分渠道，就是从事志
愿服务活动。 青年最终可以凭借
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参评“上海
青年守信志愿者”， 甚至可以享
受到“免 1 年房租”的奖励。

“新时代，青年从事志愿服
务的意愿更强烈了，但他们对整
个参与过程的闭环体验、获得感
要求也更高了。 我们要做好光鲜
表面背后的基石工程，搭好舞台
让青年展示自我。 ”团上海市委
书记王宇说，团市委还在进博会
志愿者群体中成立了临时党团
组织，在“四叶草”8.1 馆设立“志
愿者之家”，分设宣誓、阅读、心
得分享等若干功能区，“为志愿
者加油充电”。

（据《中国青年报》）

� � 开幕式会议大厅南侧，志愿者为中外宾客指路、登记（图片来源：
中青在线）

� � 近日，江苏省民政厅制定出
台《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
鼓励各地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和
群众需要培育发展各种类型的
社区社会组织，重点加快发展有
利于提供便民服务和志愿帮扶

的、有利于促进社区文化体育事
业发展的、有利于促进基层和谐
的、有利于支持农村生产生活和
社会治理的以及能够开展专业
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

《实施意见》对该省长期以
来采取的登记+备案的双轨制

管理模式进行了细化，进一步明
确：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由民政部
门依法登记管理；对达不到登记
条件的， 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承担备案管理责任，
明确了备案管理的若干具体措
施。 （据江苏省政府网站）

天津市：25家社会组织随团参加进博会
� � 11 月 5 日~11 日，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天津市
25 家市属社会组织共计 95 人
组成分团，随“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天津交易团”赴沪参会。

参会社会组织采用自愿报名

和资质审核相结合方式最终确定：
天津市商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天津市分会、天津市
福建商会、天津市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协会、 天津市对外经济合作协
会、天津市国际服务贸易协会、天

津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天津市肉
类协会等 25家参会；参会前，各行
业协会、商会积极征询会员单位需
求，并按类别分类汇集整理，将按
照会员需求分别参加进口博览会
的各专项推介会。 （据央广网）

湖南湘潭：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 9.62个
� � 截至 10 月 30 日，湘潭市共
有社会组织 2744 家， 其中登记
注册 1869 家， 备案社会组织
875 家 ; 登记注册中社会团体
911 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 951

家、基金会 7 家，每年以 9%以上
的速度递增，每万人拥有社会组
织数量达到 9.62 家， 远超湖南
省下达的全面小康考核指标 5.5
个，在湖南全省排名前列。 这些

社会组织涵盖经济、科研、社会
事务、公益慈善、综合 5 大类，涉
及教育、文化、卫生、劳动、体育、
环境、法律等 14 个领域。

（据湘潭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