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社区志愿服务更
是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社区志愿服务的‘试金
石’，不少青年志愿者进入社区提供志愿服务、挖掘公益资源、激
发社区活力，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但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
基本单元，志愿服务的一些短板也时而在其中显现，社区需求、
团队发展、人才培养、资源链接等成为亟需破解的议题。

现今，一个名为‘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社
区行动’的公益项目正在为社区志愿服务机构、个人进行多
方赋能，以示范引领助力社区志愿服务发展。

2020 年 12 月 28 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召开 ‘共创美好社区’———青年
志愿者服务社区行动（湖北、广东）试点工作视频会议。 来自
湖北、广东的 60 个基层试点单位和相关县（区）团委负责人、
高校团委负责人等 180 多人参加。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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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共创美好社区
粤鄂两省 60家单位参与试点

社区志愿服务的机遇挑战

进入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
的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不断
增多。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
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 盘活资
源、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志愿服
务，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激发社
区治理活力成为新趋势。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成为一块“试金石”，检验着多
方力量。 社区志愿服务在抗疫中
成绩有目共睹，但挑战也时常显
现，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项
目等需要积极探索和破解。

第一，社区社会资本有待盘
活。 社区如何挖掘和培养公益人
才，链接广大社区居民和利益相
关方的公益热情，共同参与社区
公益和社区治理。 第二，社区公
益团队松散和资源碎片，如何给
予科学指导，形成社区合力。 第
三， 社区资本过度排斥商业资
本，如何实现融合共赢，倡导商
业向善，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环，
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组织起来
共同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自
身问题提供着有序参与的途径，
唤醒邻里守望的善行，搭起了人
与人之家的连心桥，为社区治理
注入新的活力，在改善社区人际
关系、促进社区居民自治、增强
社区治理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国家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做
出重要部署，要落实这一部署落
脚点仍然在社区。 加强社区治理
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
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应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
民自治良性互动。

30 多年前，从学雷锋“综合
包户”开始，志愿服务就从社区
诞生。 多年间，社区志愿服务有
着长足的发展，积累出的尚好经
验，被很好地传承下来。 今后，社
区志愿服务将会成为未来社会
治理的主战场、主阵地。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

导中心党委书记张朝晖指出 ：
“社区志愿服务在中国志愿服务
发展中还有着较大进步空间，共
青团组织作为中国志愿服务的
开拓者、主力军在这一问题上应
该当仁不让。 ”

社区志愿服务中的团组织

“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
愿者社区服务计划试点项目”由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
心、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国强
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公益计
划，旨在遴选资助一批优秀社区
志愿服务项目的方式，探索促进
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参与路
径，培育一批致力于社区志愿服
务的骨干人员， 通过资金支持、
培训辅导、搭建平台，运营社群、
培养社区本土骨干等方式，协助
构建于志愿服务项目、 组织、队
伍、人才于一体的社区志愿服务
新模式，助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

国强公益基金会计划用三
年时间， 每年支持 500 万元助力
项目实施。

项目首期选择了“地方青年
志愿服务协会”“街道社区及物
业公司党团组织”“社区周边高
校”“社会工作机构或其他社会
组织”等四种类型机构共计 60 个
试点单位。

通过不同类型的单位试点，
能够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成为
当地社区青年志愿服务的牵动
性组织，借助当地共青团组织化
动员力，牵头构建社区青年志愿
服务的组织体系、 队伍体系、项
目体系，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真正
活跃起来，做出实效，得到党委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认可。

张朝晖表示，遴选优秀社区
志愿服务项目是为了找到优秀
的社区公益人才以及有一定社
区基础的志愿服务团队，从而整
合社区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和盘
活社会资本，是推动社区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次大考，

守住社区这道线，就能切断疫情
蔓延扩散的渠道。 碧桂园拥有
3000 多个社区，1000 万居民，超
90%的社区由物业公司亲自服
务，积累一大批经验和数据。

疫情暴发后，碧桂园在全国
3000 多个社区迅速开启抗疫行
动，动员近 5 万名员工进入社区
防疫一线，物业公司在全国率先
采取小区封闭措施，主动为业主
提供送菜服务，成立 1000 多支党
团员为主的青年志愿服务团队，
形成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方
阵。 同时， 联动属地卫健委、街
道、 社区组织等开展防疫工作。
整个疫情期间，所有社区未发生
一起社区感染事件。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国强公
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静表示，十
年间，碧桂园志愿者协会组织各
志愿者分会日常参与社区志愿
服务项目当中，特别是组织员工
志愿者参与和支持社区服务，积
极探索企业、社区共同联动的社
区志愿服务模式，并将连续三年
出资支持试点工作。

社区志愿服务在中国

1983 年 2 月 27 日， 学雷锋
“综合包户” 签约仪式在北京市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西柳幼儿园
正式举行。 当天，粮管所、副食
店、蔬菜店、医院、浴池等 11 家团
支部与 19 名孤寡病残军烈属老
人，签订了“大红册子”，即“综合
包户”协议书。

这项活动开创了北京市志
愿服务之先河，很快在北京市全
面推广进而面向全国。

“综合包户”即团委与所在
区域单位党团组织、企业采用个
人包、党团组织包、辖区单位包、
非公企业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
帮扶弱势群体、参与公益活动的
一种形式。

37 年间，“综合包户”青年志
愿者队伍不断扩大，团员青年努
力践行，使“综合包户”成为促进
团建设的重要任务。

1984 年 3 月 5 日，共青团中
央发出《关于学习、推广团北京

市委开展综合包户服务经验的
通知》，将“综合包户”作为青少
年学雷锋、 送温暖的一种好形
式， 作为学雷锋见行动经常化、
制度化的途径。

2019 年 1 月 17 日， 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新兴
街朝阳里社区为社区志愿者们
点赞，称赞他们是为社会作出贡
献的前行者、引领者。

习近平强调，志愿者事业要
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 志
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
重要渠道。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
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
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
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推进诚信建设和
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
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这
是对志愿服务发展的新要求、新
期望。

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
着变化，核心是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更多的实
现路径是在社区。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全国，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 以无坚不摧的勇气战胜了疫
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疫成绩。
抗疫期间社区成为抗疫最重要的
战场， 社区联防联控成为最重要
的任务， 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力
量就是志愿者，这是主战场。

如今，服务内容从定期打扫
室内卫生、拆洗被褥、送日用品，
关注日常生活困难等物质帮扶
发展到咨询类、 素质教育类、医
疗保健类、社区文化类等精神慰
藉，再到今天强调提供民俗演艺
类、科学普及类、卫生环保类等
个性化的服务以及邻里互助活
动的开展，志愿服务的种类和特
点均在发生变化，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在不
断的传播弘扬。

社区志愿服务的未来引领

试点工作就是为了在实践
的基础上，探索、梳理、总结可复
制、可推广的模式，以在更大范
围内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张朝晖指出，社区志愿服务
的发展应该“满足两个需求”“尊
重两个主体”“处理两个关系”。

首先，满足党委政府和人民
群众对志愿服务的需求。 第一，

“十四五”期间，社会治理中社区
建设的份量会逐渐提升，发展中
要靠党的领导、规划、部署，志愿
服务将自动成为其中一部分，应
该优先考虑党政对志愿服务的
需求。 第二，人民群众对志愿服
务的需求。 社区是志愿服务的天
然土壤，志愿服务在社区有着旺
盛的需求，各级团组织在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中应该做到量力而
行，一旦承诺即要做到。

其次，尊重服务对象和志愿
者组织。 作为共创美好社区青年
志愿服务，希望他们服务团的主
责主业。 青年志愿者进入社区从
事志愿服务，要在思想上、情感
上有着正面收获。

最后，处理好外部力量和内
生力量的关系。 试点中，通过团
的组织化力量去催生内生力量
的出现让其变得强有力。 志愿服
务力量不是一种替代力量而是
一种支持性的引领性力量，支持
社区的内生力量成长。

目前， 广东就将打造一批具
有共青团特征的社区志愿服务站
（专属功能区）， 推动形成一批各
具特色、 定位清晰的社区志愿服
务组织（团体），鼓励团员回社区
报到、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参与社
会治理，培养社区共治青年力量，
推动志愿服务助力团的基层组织
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双提升。

湖北要求本次试点单位，必
须有实施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经
验， 与社区建立了结对服务关
系，能够动员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志愿服务、孵化培育社区志愿服
务项目、组织、队伍和人才。

并通过项目评比方式发现
团队； 集中培训方式培养团队；
考察探索模式确定团队。

据悉， 未来对于优秀的社区
志愿服务项目，“共创美好社
区———青年志愿者服务行动”一
方面将采取个体督导、 团体督导
等多种方式， 支持项目执行团队
不断优化和创新社区志愿服务模
式， 形成可供其他社区参考和借
鉴的服务体系和方法， 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总结这些优秀
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已有实践经
验和有效做法，对项目定位、实施
模式、 志愿服务团队培育策略等
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 形成典型
案例供行业内借鉴参考。

张朝晖指出：“共青团作为
中国志愿服务的开拓者、主力军
和生力军，在服务于中国志愿服
务事业上，我们当仁不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