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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2 版）

大爱才完美

《公益时报》：听说你在云南
领养了两个孩子，现在和他们还
有互动吗？

王雨蕴：这两个孩子是兄弟
俩，爸爸去世了，妈妈连汉语都
不会说，常年在外面打工，孩子
的家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不夸
张， 整个屋子连坐的地方都没
有。 每年 5 月份我都会去他们
家，那俩孩子每次见我就跟亲人

一样。 平常我会写信，手写的那
种， 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七张
纸。 我告诉他们，只要你们愿意
去追求梦想， 我会一直支持你
们。 但你们自己得有梦想，你们
有了梦想，我就是垫起你们梦想
的那一块砖头，否则我的存在是
没有意义的。

《公益时报》：帮助这些孩子，
对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王雨蕴 ：为了这两个孩子，
我每年都会去家访一次。 我觉
得做公益不是给完钱就完了，
那是在施舍你的爱心， 我更关

心孩子的心理健康， 注重中间
的疏导过程。 资助孩子的钱我
是给班主任的， 班主任每个月
再把钱给孩子， 我们会有人监
督。 我去的时候不仅跟孩子们
聊天，也跟老师座谈，在访谈过
程中，我们会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 否则公益之路真的会
走歪。 只要在责任范围内，我们
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比
如校长说希望买一口锅炉让孩
子们用上热水， 我就联系一些
资源，快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
外， 我看孩子们冬天的被子太

薄、脏兮兮的，我们就帮他们全
都换了新的。 做公益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去看、去走访，去切身
感受孩子们的真实需求。

《公益时报 》：完美世界公益
下一步的计划和重点是什么？

王雨蕴 ： 企业是社会要素
连接、组合和流通的桥梁。 公益
中帮助的大多数对象最终还是
要以个体或者集体的方式直接
或间接地连接到现实的社会价
值网络中。 所以，企业及企业家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的是 ：让
社会资源与受助群体找到相匹

配的助力方式， 帮助受助群体
内在价值网络的构建， 帮助受
助群体更好地连接到外在多元
的价值网络， 提升社会公益的
整体效率和效果。 比如在教育
扶贫方面， 未来我们将结合自
身企业的特点， 从简单的短期
支教， 延伸到配合当地的教育
体系推出对本地教师的激励和
扶持计划，并与不同机构合作，
建立本地“能人”的支持计划，
推动当地人的能力建设，让“能
人”可以展现才能，带动当地找
到合适的发展路径。

志愿服务是一种生活，一种精神

《志愿服务条例》实施一周年综述
2017 年 12 月 1 日，《志愿服

务条例》开始实施。 一年来，我国
志愿服务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志
愿服务组织不断发展、 志愿者队
伍快速壮大、 志愿服务规范化水
平不断提升、 服务成效进一步凸
显。志愿服务，不仅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更是新时代
人们追求的一种崇高精神境界。
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
者积极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党
政关注、群众急需的社会服务中。

政策护航
志愿服务蓬勃发展

《志愿服务条例》出台后，民
政部落实《条例》要求，结合志愿
服务工作实践的发展，围绕志愿
者招募、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
具等进行了探索研究。 目前，《志
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
《志愿服务基本术语》《志愿服务
组织基本规范》的制定工作取得
明显进展。 各地也结合当地实
际， 推动志愿服务地方立法，并
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应
的配套政策。

2008 年 3 月，《浙江省志愿
服务条例》正式实施。 10 年过去
了， 随着志愿服务的迅猛发展，
浙江省适时修订出台了新的志
愿服务条例。 志愿者十分感慨，
有的说：“现在做志愿服务更便
捷了。 ”因为志愿者可以将其身

份信息、服务技能、服务时间、联
系方式等个人基本信息通过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自行注册，也可
以通过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注册。
有的说：“做志愿者更安全了，不
仅有志愿服务组织为志愿者提
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且未经
本人同意，志愿者的个人信息不
得公开或者泄露。 ” 有的表示：

“做志愿者很‘实惠’，有良好志
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能够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被企业和其他组
织录用，还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免费游览景点、免费享
受健康体检等。 ”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经常有
人问“我不了解居民的需求怎么
办”“如何联系合适的志愿服务
团队”。 在天津，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目了然。《天津市志愿服务条
例》明确要求，志愿服务信息平
台应当完善志愿服务供需对接
功能。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通过志
愿服务信息平台发布服务供应
信息；需要志愿服务的单位和个
人可以通过志愿服务信息平台
提出需求。“平台搭建后，有不少
单位主动邀约我们开展合作，而
之前都是我们上门找资源的。 ”
一位志愿服务团队的负责人说。

一年来，越来越多的省份通
过地方立法的方式理顺了志愿
服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制
定并落实相关政策为爱心和奉
献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全国志

愿服务组织超过 1.2 万家， 在全
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名注册
登记的志愿者超过 1 亿人，记录
的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 12 亿小
时，即使按最低小时工资平均标
准 15 元计算， 折合的经济价值
已超过 180 亿元。

队伍壮大
志愿服务凝聚力量

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志愿者。

“原来注册志愿者只要简单
的几步就能完成！ ”发出这声感叹
的正是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的北
京上班族。 缘起北京地铁 6 号线
“公益专列” 又添了新成员，10辆
“志愿服务” 专列正式上线运营。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今年 11月，北京市实名注册
志愿者突破 426.7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19.7%， 注册志愿者团体有
7.4万多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
目 24.7万多个， 志愿服务工时累
计 3亿多小时， 占全国志愿服务
总时长的四分之一。 志愿服务已
经成为北京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辽宁省鞍山市， 志愿服务
正花开满城。在公园，志愿者向市
民免费发放老年卡， 上面可以写
下老人姓名、 家属电话和家庭地
址，老人一旦发生意外，救援人员
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其家人，以
免贻误时机；在社区，志愿者为居

民提供理发、测血压、修理小家电
等免费服务， 场面火爆； 在火车
站，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活动、帮
助乘客搬运行李……在志愿者忙
碌的身影里， 人们看到了雷锋精
神在鞍山生生不息。 志愿服务已
经融入鞍山人的日常， 成为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勇于担当
志愿服务传递温暖

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
工作，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将志愿服务纳入全面深
化改革全局，对志愿服务作出一
系列重要部署。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广泛
开展志愿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要求“支持和发展志愿服
务组织”；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
“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
设”“加强普法志愿者队伍建
设”；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志
愿服务制度化”， 将志愿服务作
为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奉献意识
的重要抓手。 坚持党的引领作用
能够保证志愿服务真正体现党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真正让志愿者在服务中加强思
想认识，提高道德水平。

党和国家提出要求，人民群
众有了期盼，志愿者应当有所作
为。 目前，我国有 2.4 亿老年人、
8000 余万残疾人需要长期关怀，

还有 3000 万深度贫困人口、5300
万城乡低保对象、460 万农村特
困人员、697 万农村留守儿童需
要特殊帮助。

在秦岭脚下，儿童低智弱智
病症高发。 为改善位于秦巴山区
的陕西省柞水县弱智病症高发
情况，西北大学的志愿者队伍辗
转 55 个贫困乡镇，义诊支教，捐
钱赠物。 20 多年来，前后 2000 余
名志愿者坚守在“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土石山区，运用专业知识
帮助当地低智儿童。 苦心人天不
负，目前，柞水县城内的低智儿
童新发病症已经基本消失。

友成公益联合援助中心的
志愿者一边呼吸着海拔 3710 米
的稀薄空气，一边思考着如何帮
助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留
守妇女早日脱贫。 当了解到藏茶
的药用价值后，志愿者立即为当
地 160 名藏族贫困妇女开展藏
茶生产与销售技能培训，鼓励藏
族姐妹走出家门，创业就业。

这一年， 从国家机关到基层
组织，从东海之滨到彩云之南，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无私奉献着自己
的时间和技能， 为贫困地区的困
难群众送去最需要的服务。 回顾
这一年， 各地不断完善志愿服务
立法，志愿服务组织遍地开花，志
愿者的身影遍布祖国的大江南
北。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中，志
愿服务勇立潮头， 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据《中国社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