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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志愿服务让文明之光更耀眼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 是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各试点地区积极构建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广大志愿
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对接百
姓民生， 主动融入生产生活，在
理论宣讲、文化文艺、助学支教、
医疗健身 、法律援助 、扶贫帮困
等方面倾情投入，积极践行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新形式，让志愿服务天天
见、日日新

近日，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
镇城杨村，一场精彩纷呈的微型文
艺党课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音乐剧《第一书记》、故事汇《稻花
香里话小康》 ……短短几分钟，融
合音乐剧、情景剧、故事汇等多种
文艺形式的几节短课，共同串联起
了一堂喝彩声连连的文艺党课。

“一次宣讲时长只有 5 分钟
左右，一个人一副板就是一支宣
讲队，见缝插针就能讲好一个主
题， 这就是鄞州区创新打造的

‘鄞铃’ 文艺宣讲志愿服务项
目。 ”宁波市鄞州区区委宣传部
部长方飞龙介绍，每一堂微型党
课的表演者都是鄞州区的文艺
志愿者，他们把“大主题”与“小
切口”相结合，把“讲理论”与“讲
故事”相结合，变“长篇大论”为

“精彩短章”，变“一人讲”为“大
家讲”。“受众有兴趣，宣讲效果
自然能得到保障。 ”方飞龙说。

据了解，目前宁波市鄞州区
拥有 21 支文艺微宣讲草根宣讲
队，“鄞铃”文艺微宣讲志愿服务
队的宣讲志愿者已经发展到 900
余人，他们以快板、演唱等形式
深入农村文化礼堂、 说事长廊、
社区文化家园、 企业文化俱乐
部，受众超 80 万人次。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用
文艺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是广大志愿者和志愿组
织进行志愿服务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的新
时代文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走
进北京市多所高校、延安干部学
院等， 通过文艺精品力作展演、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宣讲志愿
服务系列培训、美育实践教学及
成果展示等载体， 引领时代风
尚，厚植爱国情怀。

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及校
内的优秀歌唱家以志愿者的身
份，边讲边演，融合交响音乐、声
乐、合唱等艺术形式，让观众在
音乐和歌声中感受党史、了解党
史、理解党史，用艺术的方式激
励观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文艺志愿者、 医疗志愿者、
环保志愿者、科技志愿者……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实名注册志愿
者超过 1.6 亿人， 他们积极融入
百姓生活， 创新志愿服务形式，
深入扶弱助残、文化文艺、教育

科技等各领域。

凝聚温暖， 让志愿服务人
人可为、时时可享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我们逐渐走入数字时代，但随
之而来的数字鸿沟却造成老人与
家庭、社会、时代的脱节，‘自助服
务’‘网络抢票’‘拒收现金’等现象
让很多老年人无所适从。 ”夕阳再
晨公益组织发起人张佳鑫说。

结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
“夕阳再晨” 开发了几百节精品
课程，从电脑开关机、使用智能
手机到预防诈骗、 识别谣言，再
到养生健康、文化艺术，夕阳再

晨公益组织发动高校志愿者，将
青年的志愿服务力量引入社区，
为老年人提供精准的服务。

普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还
需畅通渠道、搭建平台、扩大覆
盖，实现“有时间能做志愿者、有
需求能找到志愿者”， 让志愿服
务的温暖之光照亮每个人。

近年来，山东省枣庄市阴平
镇致力于打造“1+10+N”志愿队
伍模式，培养出了一支“群众身
边不走，党员干部引领，先进模
范带动，乡贤能手助力，群众踊
跃参与”的文明实践队伍。

记者了解到， 阴平镇把群众
中的能人、贤人、热心人都动员起
来，网格化开展志愿服务，构筑文
明实践服务“一张网”，让志愿者
成为文明实践的主力军，让“志愿
红”成为文明实践的标准色。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里；群众需要什么，志愿
服务就提供什么。

随着各地积极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 百姓对获取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的需求也随之上升。 近
日， 来自广东省肇庆市城管局和
街道社区的志愿者开展了垃圾分
类宣传进社区的系列活动。 志愿
者们穿着可爱的垃圾箱外形的卡
通人偶，扮演四种不同的“分类
垃圾箱”， 同时向社区居民发放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单，普及垃圾
分类具体做法。 在宣传摊位上，
志愿者们耐心解答各种疑问，用
生动形象的讲解方式和活泼的互
动， 让居民加深对垃圾分类知识
的了解。 （据《光明日报》）

� �“当过科技馆讲解员、活动场
所引导员，还在儿童福利院、敬老
院做过社会实践。 ”从高中至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2017
级学生吴芸谊做了七八年志愿服
务工作，她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中收获了快乐与成长。

12 月 5 日是第 35 个“国际
志愿者日”。《慈善蓝皮书：中国
慈善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
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 1.69
亿人。“青少年是志愿者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从育人角
度出发，如何进一步调动青少年
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我们的
制度和机制仍存在一些需要完
善的地方。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志强表示。

青少年对志愿服务
有较高参与度

12 月 5 日，“志愿服务、你我
同行”国际志愿者日庆祝活动在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
流中心举办。 宋志强在会上发布
了《青少年志愿服务调研报告
（北京地区）》。

2019 年初，为推进志愿服务

青少年实训基地建设，该中心组
织专家团队， 对北京市东城区、
海淀区等 7 个区 23 所学校 3348
名中小学生开展志愿服务问卷
调查， 走访志愿服务工作负责
人，对学生家长和志愿服务组织
进行了问卷调查。

“正确的主体认知是青少年
参与志愿服务的基础。 调查发
现，超九成受访中小学生对志愿
服务有不同程度了解，近八成受
访者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近一
年人均志愿服务时长 20.72 小
时。 从服务动机看，他们更看重
能力提升、社会融入、自我实现
等发展性、社会性、精神性、非功
利因素。 ”宋志强说。

“公益服务”被清华附小写进
了办学纲领， 明确学生在学期间
参加志愿服务要求， 并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突出实践育
人作用。 这几年，该校 2017级（8）
班学生经常走进社区、走上街道，
参加义务劳动、 奉送爱心粥等活
动，传承和弘扬志愿精神。

调查显示，家长对中小学生
志愿服务有很高支持度和积极
性，多方共同推动志愿服务成为
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生动载体。

志愿服务应以
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校内划分志愿服务基地，校
外分年级开展博物馆系列实践、
社区服务等，北京市第二十七中
学引导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从
身边人帮起。“‘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人少了，相互关怀的人
多了，同学间的隔阂少了，孩子
们懂得了关爱关心，收获了温暖
温馨。 ”该校团委副书记于冉说。

尽管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
的积极性很高，但社会上仍存在
一些质疑声。

“有人说要让青少年争当星级
志愿者，过于强调服务时数，尤其
是对于儿童少年来说，不能以时间
作为衡量标准。 另外，不能否认义
务性，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志愿服务
在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和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育人功能。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

如何进一步明确青少年志
愿服务的原则和思想？ 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副教授许莲丽在发布
《青少年志愿服务行为指南》时
表示，青少年和儿童志愿服务的

根本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是
通过志愿服务的实践体验，引导
学习集体意识、公共意识、服务
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坚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爱心，养
成良好道德行为习惯。

陆士桢说，要坚持服务学习原
则，引导青少年在服务社会中提升
综合素质，包括责任感、对社会和
他人的爱心和文明社会行为。 对
此，许莲丽有一致观点。她认为，要
遵循志愿服务基本特征，坚持自愿
性和义务性相统一基本原则，明确
参加志愿服务既是享受教育权、实
现自我成长，也是履行义务、为社
会作出力所能及贡献的过程。

构建青少年志愿服务社会
支持体系

近年来，教育部陆续出台了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
意见》《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等文件，要求地方和学校
做好专项经费、综合考评办法等
条件保障，建立多方协同推动大
中小学生志愿服务工作机制。

然而， 宋志强通过调查，发
现青少年志愿服务仍面临一些

制约因素，如针对性、系统性培
训课程缺失，校外资源对接机制
不完善，社会政策支持不足等。

“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
度化，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教育是
基础，青少年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课程建设势在必行。 ”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力建学院党委副书
记项丽娜说，培训课程是实施青
少年志愿服务项目开发与组织
的重要载体， 要开发高质量、多
层次、切实可行的课程，推动高
效完成志愿服务项目建设。

项丽娜坦言，志愿者精神持续
闪光，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不能
仅靠自发的善举，还应依靠制度保
障。“可定期开展优秀志愿者、志愿
服务项目、志愿服务组织等评选活
动，对获评者给予表彰和奖励。 ”

“构建青少年志愿服务社会
支持体系，针对性的培训是基础，
专业化的机构是关键， 社会化的
环境是支撑。 ”宋志强表示，要强
化青少年志愿服务课程开发、实
训基地建设， 打造全国性青少年
志愿服务联盟， 促进志愿服务专
业化、 制度化和社会化发展。 此
外， 要注重传统文化生成和当代
中国特色。 （据《中国教育报》）

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达 1.69亿人，青少年志愿服务机制尚待完善

如何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志愿服务

志愿者向游客指示方向（石小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