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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累计派遣 41 万余人

记者从共青团中央获悉：
2021 年，共有来自 2300 多所高
校的 18 万余名应届毕业生及在
读研究生，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简称“西部计
划”），接力奉献祖国西部基层建
设， 其中中共党员人数超三万
人。 自 2003 年起，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西部计
划， 截至目前累计招募派遣 41
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及在读研究
生，深入基层开展为期一至三年
的志愿服务。

做实践育人“先锋队”，培养
广大青年志愿者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 投身强国伟业。

“历久弥新的‘西迁精神’、赓续
传承的家国情怀都在激励我们，
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勇于担
当作为。 ”赴西藏支教的西部计
划志愿者、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
部 2021 届本科毕业生马凯说，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 我要为西
部教育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

西部计划始终把为党育人、
培养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项目实施的首要任务，引导
广大青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
展相结合。 数据显示，2020 至
2021 年度报名参加西部计划的
高 校 毕 业 生 中 党 员 占 比
13.45%，最终录取为志愿者的党

员占比达 33%，越来越多的优秀
青年选择前往西部基层，服务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打造人才流动“助推器”，推
动优秀青年人才从中东部向西
部聚集，促进人才跨区域流动和
区域协调发展。“到西部去、到基
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去。 这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
号， 更是我们青年人扎根基层、
奉献岗位的实际行动。 ”2011
年，大学毕业的汲长祥参加西部
计划，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三师总医院图木舒克院区工作。
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决定继续留
在当地，这一干就是 10 年。

西部计划实施以来， 各级

共青团组织将促进
优秀人才跨区域流
动、 优化调整民族
地区人力资源结构
作为西部计划的重
要目标。2020 年，湖
北、山东、山西、河
南、北京、江苏 6 省
市向西部地区输送
志愿者达 5189 人。
2020 至 2021 年度
在岗西部计划志愿
者中， 本科及以上
学历毕业生占比超
80%。西部计划已成
为向西部地区输送
人才的有效载体 ，
一大批政治过硬、
素质良好、 身体健
康、 学业优秀的青
年志愿者在服务期
满后， 自愿选择留
在当地就业。 据统计，近 5 年在
新疆（含兵团）、西藏共有 7765
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当地，
约占两地服务期满志愿者数量
的 35%。

助力打好脱贫攻坚“组合
拳”， 推动广大青年志愿者积极
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促进
西部地区发展。重庆市实施西部
计划地方项目“山茶花”大学生
扶贫接力志愿服务行动，累计走
访贫困户 28.8 万户次， 结对帮

扶贫困户近 5000 户， 引导贫困
户就业创业、实现家庭增收。

近年来，西部计划全国项目
每年实施规模保持在两万人，地
方项目实施规模约 2.1 万人，合
计约 4.1 万人，推动乡镇及以下
服务岗位覆盖率超 90%，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源支
撑。 2021 年，西部计划向 52 个
已脱贫的挂牌督战县、“三区三
州”地区派遣志愿者 5224 人。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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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把志愿服务时间
“存”进去，老了可以兑换别人
为自己提供服务，南京一直在
探索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这
种互助养老新模式。记者日前
从南京市民政局获悉，经过两
年多的不懈努力，目前南京市
已率先在全国建成市级层面
的统一养老服务“时间银行”。

南京养老服务“时间银
行”是由南京市委市政府牵头
主导、市民政局负责具体落实
的互助式养老工程，也是南京
的养老名片，国务院曾安排相
关部门人员进行专题调研。

“时间银行”最早的倡导
者是美国人埃德加·卡恩，他
希望“人们互助互惠、分享价
值”的模式能为社会变革带来
精神和经济效益。在国内，“时
间银行” 此前仅在部分社区、
街道设立，尚未大范围推广。

“南京之所以能在全国范
围内率先在全市层面建成养
老服务‘时间银行’，与我市借
鉴各地经验进行先行先试密
不可分。 ”南京市民政局局长
蒋蕴翔介绍，“时间银行”是南
京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厚积薄
发的重要实践，从 2012 年起，
鼓楼、栖霞、秦淮、建邺等区在
社区、街道、区等不同层面开
展探索。

2017 年，为全面推广“时
间银行” 这种互助养老模式，
南京市专门成立了南京养老
志愿服务联合会。 通过联合
会，联络各行各业爱心团体和
爱心人士， 整合各界社会力
量，为养老行业增添更多服务
力量。同时，也为落实全市“时
间银行”通存通兑奠定基础。

为推广“时间银行”，南京
市政府专门出台《南京市养老
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 (试

行)》，相关部门先后制定各级
“时间银行” 建设及志愿者管
理、服务对象管理等 9 项标准
规范，构成“1+9”政策体系，
为全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
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有
效保障。同时，设立专项基金，
市财政注入 1000 万元启动资
金，还先后收到社会捐赠资金
43 笔共 150.3 万元，保障养老
服务“时间银行”发展。

2019 年底，南京市 12 个
区、24 个街道、247 个社区启
动首批试点。试点中，各“时间
银行”网点的“积蓄”都需要走

“标准程序”。为了保障服务质
量，除了“入职培训”“岗位培
训”之外，还要经过匹配度测
试、试服务三次，才能与“客
户” 签订一对一服务的协议。
民政部门定期和不定期进行
抽查，对于服务低质低效的志
愿者，实行“冻结账户”等退出
机制。

据了解，志愿者存入的时

间既可以存入个人账户以备
自己 60 岁后使用， 也可以转
移给直系亲属， 或者捐赠给
“时间银行”公共时间池。现在
账户上的时间主要用于助餐、
助医、助浴、助洁、助急这五助
服务，还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
拓展服务内容。

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
银行”涉及范围大、对象广，
推动落实统一管理， 信息技
术支撑是基础。 南京市民政
局联合市大数据管理局，在
“我的南京”APP 设置养老服
务“时间银行”信息系统，引
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
与市公安局、 市发改委等部
门数据及时比对， 实现供需
全流程精准、 智能、 安全对
接。 目前，1 小时内完成申请
信息审核的志愿者占比达
87.25%；1 小时内得到响应的
订单占比 76.56%。同时，开发
手机放大镜、 语音录入等功
能，不断提高适老化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在推广
“时间银行”的过程中，南京市
牢牢紧扣“全市统一”这个关
键，在市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
心设立市级“时间银行”管理
中心，对全市养老服务“时间
银行” 进行指导管理。 区、街
(镇)、社区(村)依托现有养老
资源， 建设服务站点 1300 多
个，形成“市区街社”四级联
动、分级管理、通存通兑的“时
间银行”管理运行体系。

根据民政部门的最新统
计，截至目前，南京市养老服
务“时间银行”有个人志愿者
3.84 万人， 服务对象 5.87 万
人，完成订单 29.4 万个，尤其
是在去年疫情期间为重点独
居空巢老人累计服务 1.28 万
人次。 （据《金陵晚报》）

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公布全
市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名单。截至
目前，北京市共建成 247 家基层
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站），就近就
便为辖区居民提供心理科普、心
理评估、心理减压、情绪疏导等
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
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
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社
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开展，有利于
民事调解、 接诉即办的开展，有
效缓解基层社会矛盾，培养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北京市已连续三年将社
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纳入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全面推进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搭建基层社会
心理服务平台。

2021 年， 我国社会心理学
领域的第一个地方标准、北京市
地方标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
务规范》正式实施，对社会心理
服务站点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
与要求和评价改进等内容进行
了重点规范。 根据这一标准，社
会心理服务站点应提供心理学

知识宣传与普及、心理指导与辅
导等服务，开展社会心态监测分
析与预警。 该标准的实施，进一
步助力站点标准化建设，从而有
助于为居民提供规范的、普惠性
的社会心理服务。

在 2021 年民生实事清单
中，北京市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市
街乡镇新建 100 个基层社会心
理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健康知
识宣传普及、心理疏导、情绪调
节等专业心理服务。

2021 年， 北京市新建基层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 122 个。截至
目前，北京市共建成 247 家基层
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站），可以就
近就便为辖区居民提供心理科
普、心理评估、心理减压、情绪疏
导等服务。北京民政局本次公布
的名单详细列出了社会心理服
务站点地址、服务电话、服务时
间、运维机构，方便居民获取相
应的社会心理服务。

预计到“十四五”期末，北京
市将建成 500 个以上社会心理
服务站点，实现街乡镇全覆盖。

（据《北京日报》）

南京率先在全国建成市级层面
统一养老服务“时间银行”

北京已建成 247家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