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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30年，208万深圳志愿者！

“志愿者之城”是这样炼成的

内生需求：因为 “我需要 ”
才知道“我要做”

将内生需求化作主动行动，
深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对于
每一个闯深圳的人来讲，这都是
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个陌生人最渴望的是来
自他人和社会的关怀与关爱，而
志愿者组织正是一个最好的“通
过关怀关爱他人而获得他人关
怀关爱”的渠道。 十几年来，深圳
地铁义工联合会副会长冯喆与
深圳地铁义工联的发展历程，就
是一个“通过关怀关爱他人而获
得他人关怀关爱”的典型案例。

2001 年， 冯喆大学毕业以
后， 从东北老家来到深圳地铁，
从事主业的同时，也一直是一名
志愿者。“我从 2003 年开始做志
愿者，一直到现在也在做志愿者
工作。 ”他回忆，“那时候深圳还
没有地铁，举办第 5 届高交会的
时候，我就是一名会展中心门口
的交通义工。 ”

“对于我这样的‘移民人
口’， 做志愿者对我来说最重要
的就是能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
新朋友。 ”冯喆说。

“义工组织像是一个大家

庭，热爱这个大家庭首先要付出
关怀，地铁义工联现在就在做这
件事。 ”冯喆说，在深圳北站有一
位格外显眼的义工，大家称他皮
叔。 皮叔肢体残疾，家庭条件不
好，但已经做了 5 年义工。 皮叔
工作特别认真、热情，无论什么
时候都带着笑， 精神面貌很好，
指引的手势也非常规范。 最难能
可贵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谁需要
帮助，并且主动上前询问。 皮叔
前段时间遭遇了交通事故，义工
联坚持为他筹集捐款，他却坚决
不收。 他说，“做义工，是因为热
爱，不是为了回报。 ”

冯喆告诉记者，志愿者文化
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符号，从罗
湖口岸的开通到大运会的举办，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
并得到国内外众多人士的点赞
与认同。

结构性需求： 担当 “小政
府”与“大社会 ”的管理服
务连接器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府机
构改革的大趋势是“小政府，大
社会”。

在深圳，这种结构性特征最
为突出，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

制是“小”的趋势，而随着城市人
口快速增长，社会是“大”的趋
势。 在这一“大”一“小”两个相背
而行的曲线之间，是政府和社会
在管理和服务之间的巨大空间，
这种结构性特征，催生了对志愿
者队伍的结构性需求，这种结构
性需求又成为志愿者队伍发育
发展的广阔空间。

深圳在 2011 年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后，在全国首倡建设“志
愿者之城”， 推动城市志愿服务
从规模到规范管理走向精细化，
这正说明了城市需求就是志愿
服务的发展空间。

从小就参与志愿服务的江家
贤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义工组织，
2018年， 她毅然辞去做了 8年的
法院工作来到宝安区义工联担任
秘书长，将宝安区义工联打造成一
个专业化、制度化的志愿组织。

2016 年全国首个基层法院
的志愿服务 U 站在宝安区建立。
曾经的工作经历让江家贤非常
熟悉法院的运转方式，她来到宝
安区义工联的时候也了解到区
法院有引入调解义工的意愿，为
了更好地整合司法资源和志愿
服务，不断探索和延伸“法律志
愿服务 U 站” 的服务功能，2019
年实现了全院及派出法庭志愿

服务全覆盖。
“现在你进入法院的立案大

厅，除窗口工作人员外，大厅的引
导、诉导是穿红马甲的义工。人们
从一进法院，到咨询立案，到流转
到调解的地方， 最后会发现都有
红马甲的身影。 ”江家贤说。

2018 年宝安区法院只有 12
个义工，今年义工数量达到了 48
个，其中 36 个为调解义工。

“义工的加入大大缓解了法院
案多人少的压力，真正服务了基层
治理。 ”江家贤介绍，如果案件进入
审判，就会有一审、二审、上诉等
等流程， 会造成比较大的行政支
出，相较而言，调解会比较快，而
且调解成功后出具的经司法确认
的调解书和判决效力一样， 还能
将诉讼费减半。 由于现在调解义
工逐渐专业化， 义工调解的成功
率很高， 调解案件数已在宝安法
院多元调解队伍中排名第二。

“随着志愿服务的普及，志
愿者们渐渐感到自己被理解、被
尊重， 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
政府工作中。 ”江家贤说。

党政引领： 高位推动 走
向“志愿者之城”

深圳义工事业是一项源于

人心也指向人心的事业。
1989 年 9 月，团市委组织了

19 名热心人士组成义工队伍，开
通“关心，从聆听开始”青少年服
务热线电话，为遇到困难的来深
创业者提供帮助，1990 年 4 月，
深圳义工联在深圳民政局注册成
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法人志愿
者组织。成立以来，市义工联在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团市委的
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秉承“服务社会，传播文明”的宗
旨，倡导“参与、互助、奉献、进步”
的服务精神，传播“助人自助”“送
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互助理念，
伴随深圳的腾飞， 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特色
的义工发展之路。

当前，深圳正推动“志愿者
之城”建设进入 3.0 阶段，即以制
度化、专业化为引领，推动志愿
服务从提供社会服务，向参与社
会治理、 凝聚社会共识跨越，发
挥志愿服务在参与社会治理、推
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稳步迈向 3.0 的背后， 离不
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 208 万“红马甲”们的共同
努力。

作为深圳义工联的见证者、参
与者和决策者，深圳市义工联党委
书记巫景钦与同事们一起在《深圳
义工服务条例》 的制定上苦下功
夫，征求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反复
修改了 30多稿，最终在 2005 年 7
月 1日正式施行， 成为中国内地
第一部规范义工工作的地方性法
律， 从法理上进一步明确义工服
务概念、规范义工工作，标志着深
圳义工事业迈上崭新的台阶。

“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
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参与到特
区的建设， 开拓特区的义工事
业。 温暖正流淌于这座城市的街
头巷尾之间。 ”30 年来，一路上的
风景在变，不变的是巫景钦对义
工事业的激情与热爱。

（据《深圳特区报》）

一份份地查阅协会志愿者
的简历， 挑选出符合条件的，再
组织面试……11 月 10 日，大德
崇礼公益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白
燕河终于满意地向共青团崇礼
区委提交了参加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城市志愿服务的候选
人员名单。

“系列测试赛可以说是我们
最重要的‘练兵’机会。 ”白燕河
说，大德崇礼公益志愿者协会有
336 名会员，其中不少已进入张
家口市“迎冬奥”城市志愿者培
养序列。 尽管如此，要做好系列
测试赛城市志愿服务，还是要优
中选优， 以便为 2022 年更好地
服务冬奥锻炼队伍。

今年 30 岁的白燕河来自张
家口市万全区，是河北崇礼紫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员工。
大学期间，他就经常参与志愿服
务。 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申
办冬奥会成功后，他萌生了发挥
自身优势、组建志愿者组织助力
冬奥筹办的想法。

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
2016 年底， 崇礼首家非营利性
的社会团体———大德崇礼公益
志愿者协会成立。在组织开展扶
老助困等日常志愿服务活动的
同时，协会积极带动志愿者参与
共青团张家口市委、共青团崇礼
区委等组织的“迎冬奥”志愿服
务活动，努力提高志愿服务的能

力和水平。
2017 年 11 月，协会联合张

家口 7 家公益组织，举办了一场
冬奥知识竞赛。 2018 年底，崇礼
区举办喜迎冬奥联欢晚会，协会
志愿者又投入其中。

去年 12 月 30 日京张高铁
正式开通运营那天， 协会组织
50 名志愿者前去进行安检、指
引、行李搬运等志愿服务，因为
事先不确定当天首列高铁列车
几点到达，他们冒着严寒，清晨
6 时就赶到了太子城高铁站。

在此过程中，白燕河逐渐意
识到协会志愿者存在的一些“短
板”。考虑到冬奥会是国际盛会，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会用到英语，

他们随后邀请河北北方学院的
外国留学生，在为期一年的时间
里，到崇礼给协会的志愿者们进
行了共 12 期英语培训。

在一场崇礼半程马拉松赛
事中， 上海一家公益组织带来的
自动体外除颤器（简称 AED）引起
了白燕河等人的注意。 了解到这
是非专业人员用来抢救心跳骤停
患者的医疗设备， 北京冬奥会期
间可能给在赛场、高铁站、机场等
场所参加服务的志愿者配备，他
立即联系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志愿者使用 AED 培训。

截至目前，大德崇礼公益志
愿者协会已进行了四期志愿者
使用 AED 培训。不久前，省红十

字会和省急救医学会还主动前
来为他们培训使用 AED 及心肺
复苏， 参与培训的 40 名志愿者
全部通过了结业考试。在此基础
上，协会组建了一支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希望在服务群众的同
时，积累相关经验。

随着系列测试赛、北京冬奥
越来越近，协会志愿者参加相关
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愈发高涨。

“希望我们中有很多人能够为系
列测试赛志愿服务作出应有贡
献，获得认可，最终成为光荣的
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或城市志愿
者，向世界展示‘冬奥小城’的温
暖笑容。 ”白燕河等如是说。

（据《河北日报》）

冬奥会志愿者：展现“冬奥小城”的温暖笑容

在深圳不到 1400 万的常住人口中，竟然有 208 万名志愿者，他
们身穿‘红马甲’，出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深入到这座城

市的方方面面中。 他们是护河治水的‘河小二’，是博物馆里旁征博引
的讲解员，是灾后救援的先锋队……深圳义工组织成立 30 年来，他们
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注脚。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有注册志愿者 208 万，占常住人口的 15.5%；
志愿者的人员构成多元，在校学生约占 18.8%，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
士占 26.3%，企业员工占 33.1%，其他社会人士占 21.8%；团体志愿组织
1.1 万个，年均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达 960 万人次。

首个志愿者群体为何会出现在深圳这个快节奏、 讲效率的城市？
志愿者群体为何能在深圳蓬勃发展？ 志愿服务为何能一路升级、从公
共服务领域不断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多
个志愿者部门，与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