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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在 XIAN”
打通志愿服务“最后一公里”

“‘暖阳在 XIAN’怎么读？是
在线，还是在西安？ ”

“这是一语双关的解读：既
可以理解为暖阳在线，志愿服务
即时响应，也可以理解为暖阳在
西安，我们积极打造西安市志愿
服务品牌。 ”11 月 30 日，西安市
委宣传部志愿服务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桥梓口社区共享餐厅最近
成了网红打卡地， 每到饭点，除
了前来就餐的老年人，还有很多
来拍视频的自媒体。 餐厅负责人
康梅说，我们为社区的空巢老人
提供营养丰富、物美价廉的午餐
晚餐，没想到就“火”了。

这个餐厅位于西安市莲湖
区琉璃街北口，不到 60 平方米 ，
摆着 9 张餐桌。 由于人多 ，餐厅
里经常坐不下，不得不在隔壁临
时借了一间。 在这里，65 岁以上
的社区老人就餐，四菜一汤只需
7 元。 如果老人行动不便或不想
下楼了，餐厅还提供免费的送餐
上门服务。 当天没有卖完的饭菜
会赠给附近的困难群体。

社区共享餐厅是西安市创
新志愿服务工作，在全市开展“暖
阳在 XIAN” 关爱空巢老人志愿
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西安市委宣
传部志愿服务处工作人员说：“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让所有老年
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我们通过‘暖阳在 XIAN’志愿服
务行动， 不仅温暖了空巢老人的
世界， 更从制度上将关心关爱空
巢老人志愿服务推向常态化。 ”

打通志愿服务“最后一公里”

老人， 特别是空巢老人，属
于社会弱势群体。 今年初疫情暴

发，老人因免疫力较差，成为易
感群体，尤其是居住在社区的空
巢老人，缺乏家人的照料，日常
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身体健康面
临威胁，更需要关心关怀。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关爱
老人身心健康。 疫情初期，省委
文明办下发《关于在防控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开展“关爱
空巢老人” 志愿服务活动的通
知》，西安市积极响应，由市委文
明办牵总，联合民政、财政两部
门共同启动“暖阳在 XIAN”关爱
空巢老人志愿服务行动。

经志愿者走街入户摸排调
查， 确定了需关爱帮扶的孤寡、
残疾、 失能空巢老人 6300 人，由
社区统一建立需求记录，明确志
愿者专人实时对接，打通为老人
提供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西安市委宣传部志愿服务处
工作人员介绍， 为确保“暖阳在
XIAN”志愿服务常态化，西安市从
两个方面予以硬核保障： 一方面，
市级层面建立关爱空巢老人生活
照料志愿服务先锋队、日常护理志

愿服务先锋队等 9 支志愿服务队
伍，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支撑；另
一方面，建立市、区（县）财政两级
财政项目经费支持、福彩公益金支
持、 慈善基金支持的经费保障形
式，确保“暖阳在 XIAN”推进。 每
年西安市福彩公益金要拿出不少
于 55%的比例用于支持养老服务
事业发展。 今年全市将投入 4000
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 幸福院等，
帮助空巢老人实现有居有养。

共享餐厅有“暖阳”

原西生今年 92 岁，是莲湖区
桥梓口社区的空巢老人。 每天早
上 9点多，他就下楼散步，然后慢
慢走到社区共享餐厅就餐。 四菜
一汤有时候吃不完， 原西生就打
包带回家，晚上再热一下当晚餐。

桥梓口社区有 1.2 万人，其
中 65 岁以上的老人 2000 多人。
桥梓口社区共享餐厅负责人康
梅说，今年 6 月，他们利用公益
创投项目资金启动了共享餐厅
项目。 目前共享餐厅有 10 名志

愿者，每天为 170 余名老人提供
用餐服务。 如果固定来吃饭的老
人今天没来，志愿者会立即打电
话回访询问，排除不安全因素。

桥梓口社区党支部书记贺
西红说，作为“暖阳在 XIAN”志
愿服务行动的一部分，社区以不
断满足空巢老人的实际生活需
求以及日益增长的幸福需求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即时化
在线（响应）、专业化帮扶、网格
化管理”的运行方式，在社区建
立“快速、联动、长效”帮扶机制。

“比如我们的网格化管理，
就是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
工+社区志愿者’联动机制，以社
区为依托、社工为核心、志愿者
为补充，建立一对一、一对多、多
对一等定向结对形式， 分片包
干，网格化管理，提供精准、个性
化服务。 ”贺西红说。

天气越来越冷，原西生老人
腿脚不便。于是，社区共享餐厅采
取一对多定向结对形式， 派出志
愿者免费为老人送餐。同时，社区
利用多种形式收集空巢老人的即
时需求， 办起了邻里美食节等各
种活动， 让共享餐厅和社区充满
暖阳。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暖阳
在XIAN’就像冬日暖阳，照进了
我们空巢老人的心里。 ”

虚拟养老院的“时间银行”

11 月 30 日， 莲湖区虚拟养
老院呼叫中心的大屏幕上，实时
显示老人定位和活动情况。 虚拟
养老院负责人李刚毅介绍，虚拟
养老院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 大数据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以“手机 APP+呼叫中心+虚拟养
老院网络平台”为载体，整合养

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机构等资
源，为辖区老人提供便捷、安全
的居家养老服务。

63 岁的惠生祥家住西瓷小
区 21 号楼。 2018 年 11 月 25 日，
虚拟养老院的客服人员给老人
打电话时，发现老人说话不太清
楚。 客服察觉到危险，立即通知
就近的工作人员上门，将脑梗复
发的老人紧急送往医院。 老人后
来激动地说：“多亏了虚拟养老
院，我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

虚拟养老院也是西安市开
展“暖阳在 XIAN”关爱空巢老人
志愿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李刚毅
说：“‘暖阳在 XIAN’聚焦空巢老
人需求， 开展生活照料、 心理关
爱、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
助、文体娱乐 6大主题服务。我们
根据这 6大主题服务， 向老人提
供健康医疗、家政服务、生活便民
服务等 16大类 186项服务。 ”

此外，虚拟养老院通过中国志
愿者服务网、社区、学校、老党员等
进行志愿者招募。根据志愿者本身
的技术特长安排适当的服务项目，
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多元化服务培
训，为志愿者赋能并投入养老服务
中去。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
间存进“银行”，当自己或家人遭遇
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
间”，获得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或
者将服务时间兑换积分领取服务
奖励。 通过“时间币”抵扣的形式，
帮助老人制定科学的养老规划，建
立居民自我“付出、积累、回报”服
务机制。

目前，“虚拟养老院”注册登
记老人 6212 人，登记注册服务人
员 3217 人， 提供入户服务 1.35
万余人次， 电话敬老慰问服务
3.5 万余人次。 （据《陕西日报》）

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活动在京启动
12 月 13 日下午，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
展中心、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
育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青少
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
会成立大会，同期启动“中国校
园健康行动———中国青少年儿
童健康安全食品活动”。 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安部第
一研究所、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等相关协作部门
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单位及食
品行业代表两百多人参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主任郝锐
表示，健康体育发展中心发起设
立“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
品管理委员会”并推进系列专项
工作，这既是对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教育部等十二部委
联合发起的“中国校园健康行
动”大型活动的深化推进，更是

应对新时代青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新形势和食品行业发展新需
求的工作创新。

据介绍， 中国青少年儿童健
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会将联合公
安部第一研究所、 国家轻工业食
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等协作单位
建设大数据追溯采集中心、 安全
食品检测中心、 食品安全认证中
心、溯源防伪标识制作中心、新闻
媒体宣传中心， 致力构建青少年
安全食品大数据平台应用体系及
安全标准的溯源体系。

管委会以建立儿童安全食
品大数据中心、建立中国青少年
儿童安全食品标识管理机制、落
实儿童安全食品检验检测工作
要求、研究推荐和宣传推广中国
青少年儿童安全食品标准规范
为四项基本任务，并将在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校
园健康行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持续推动建设青少儿童健康安
全食品产业基地、开展健康食品
法规制度研究、建立青少儿童安
全食品大数据中心、开展青少儿
童健康安全食品检验和认证、组
织安全食品推广进校园和共建
食品安全教育基地等专项工作。

管理委员会将重点开展七
个版块的专项工作：

一是在全国各重点城市建
立“中国青少年儿童安全食品产
业基地”， 编织一个中国青少年
儿童食品安全网；二是加强对青
少年儿童健康食品的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研究， 制定执行细则；
三是建立国家青少年儿童食品
安全大数据中心，建成溯源追溯
系统和防伪大数据互动平台；四
是建立儿童食品检验中心，对涉
及儿童食品安全的食品及相关
产品包括饮料、糖果、罐头及食
品包装材料等进行分类检验，所

有入库备案产品均须通过国家
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检验合格；五是加强安全食品验
证，通过检验的产品获得中国青
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
员会颁发食品安全认证书，并由
国家密码局编程的密码生成的
防伪标识；六是加强安全食品推
广，通过全国各级关工委与学校
的工作网络，将“健康中国行动”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 相关活动

走进校园；七是建立食品安全教
育基地，作为“中国校园健康行
动”的青少年儿童安全食品教育
基地，将举办“食品安全，健康成
长”的关爱工程活动，组织学生
参观国家级食品安全检测与认
证中心，了解食品加工和运输流
通领域的食品安全产业链，掌握
辨别真伪优质食品的能力，养成
良好的食品安全习惯，为健康成
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