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 � 近日，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蚂蚁集团联合发起的“追
梦行动”系列助残公益项目启动
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残联副主席
吕世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理事长王乃坤、蚂蚁集团首席可
持续发展官彭翼捷出席启动仪
式并讲话。

据介绍， 在中国残联指导
支持下，“追梦行动” 系列助残
公益项目将聚焦残疾人康复、
教育、就业等重点任务，重点覆
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中国残联定点帮扶县的残疾
人。 2022 年至 2024 年，蚂蚁集
团将通过直接出资及联动合作
伙伴等方式， 大力支持相关项
目展开。

未来三年，“追梦行动”系列
助残公益项目计划为 1000 名肢
体残疾人适配假肢或矫形器；为
400 名脑瘫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支
持； 培训 3000 名听力语训专业

人员， 辐射带动 1.5 万名听障患
者的康复服务； 对 1500 名残疾
女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支持无
障碍环境建设立法研究及中国
无障碍展示馆建设。

去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十
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残
疾人慈善事业和服务产业”，“吸
引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残
疾人服务”。

“支持‘追梦行动’ 开展，
既是蚂蚁集团落实国家对残
疾人事业发展相关要求的具
体行动，也是我们推进多元平
等与包容的主动选择。 ”蚂蚁
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彭翼
捷谈道。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王乃坤表示，蚂蚁集团及旗
下公益平台是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募集资金的重要的、不可
或缺的支持单位。 2015 年，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始与蚂蚁
集团建立公益合作。 截至 2021

年年底，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已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线了几

十个公益项目，所筹集善款惠及
全国近百万名残疾人及其家庭。

� �“来了几乎不用我们再培训，直接能上岗。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队队员们再一次来到荔湾区石围
塘街桥东小区，参与近万人规模的常态化核酸常规检测志愿服务。

石围塘街道党政办副主任陈力告诉记者，“自从今年 3月与‘储备队’建立联系后，每一次紧急防疫志愿服务需求都能得到快速
响应，极大地缓解了基层防疫压力。 ”

2021年 5月 31日，广州市成立由精干力量组成的常态化待命的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队（以下简称“储备队”）。 今年以来，
“储备队”进一步直击基层防疫志愿服务不匹配疫情防控常态化痛点，链接志愿服务供应、需求、匹配三端，实现防疫志愿服务“战时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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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支常态化待命的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队———

链接更多志愿者个体 打通志愿服务供与需

供应端：
储备精干防疫志愿者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基
层防疫的关键是要有专业的、稳
定的志愿者队伍。 但现实中，疫
情一旦来临，我们只能号召社区
居民就地转化为志愿者，但他们
也有工作、家庭要照顾，双方很
难全程保持稳定、系统的接单上
岗模式。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最让陈力犯难的就是志愿
者招募与培训，“因志愿者人数
是实时变动的，岗前的集中防疫
培训很难实现全覆盖，有时需要
来一个就培训一个。 ”

“以前做志愿服务，很大一
部分时间花在了搜招募信息以
及了解具体服务内容和流程。 ”
广州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
队中建八局华南公司分队队长
白占宝是一名 90 后， 他告诉记
者，今年 3 月加入“储备队”后，

“做志愿变得很简单， 不再需要
顾虑志愿服务前中后期的沟通、
协调、统计等工作。 ”

“储备队”副队长谢栋兴是
一名有着 15 年志愿服务经验
的 90 后志愿者，在防疫志愿服

务中，他发现有的社区、村居的
志愿者供过于求， 有的却寥寥
无几。

“储备队将全市防疫志愿者
精干力量集结，统一调配，并确
保志愿者的服务保障一致。 ”据
谢栋兴介绍，为保证防疫志愿者
供应，“储备队”面向全市注册志
愿者创建了“1+3+N”组团支援
模式， 包括由广州青年志愿者
协会各直属总队以及社会化招
募的志愿者组成的社会化储备
队，由 154 家在穗央企、省属企
业及团市委直属企业团组织、
非公企业团组织组成的组织化
储备队以及为封控区、 管控区
而紧急组建的突击型储备队。
同时，“储备队”还对每一个志愿
者统一落实安全防护、 岗前培
训、物资配备、专项保险、时数登
记五项服务保障。

需求端：
搭建四级联动机制

4 月 3 日一早， 团广州市委
接到白云区大源街“点单”，急需
大量核酸检测志愿者，按照“接
单式+抢单式”调度集结方式，市
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专班人员

迅速“接单”并向全市青年志愿
者发出招募令，1 小时内便集结
了市级储备队 108 名志愿者以
及团白云区委直属储备队 49 名
志愿者，共赴白云区大源街八个
核酸检测点， 开展扫码指引、问
题解答、信息登记、体温检测、秩
序维护等防疫志愿服务。

自成立以来，“储备队”建立
了市-区-街道（镇）-社区（村）
四级调度机制，按组织层级纵向
联动调配队伍、物资资源，按属
地原则横向连通各直属团组织
突击队就近服务，实现防疫志愿
服务“战时高效”。

“团广州市委、广州市志愿
者行动指导中心的领导干部还
形成了专班， 每天向各团区委
‘询单’，接受基层因需‘点单’，
精准对接各街道、 社区、 采样
点。 ”广州市志愿者行动指导中
心信息保障部副部长成哲告诉
记者，“在四级联动机制下，基
层防疫工作者只需要发布需
求，志愿者招募、培训、沟通协
调等工作环节全部由‘储备队’
完成。 ”

据了解，为保证志愿者到岗
即上岗，“储备队”强调全流程式
培训。 一方面，出台全国首本《防

疫志愿服务培训教材》 文件指
引，在全国首创开展大规模核酸
检测实战演练；另一方面，细化
线上轮训和岗位培训，针对志愿
者“小白”、志愿者骨干分设不同
的培训内容，让每一位志愿者明
确岗位职责、流程、注意事项以
及防疫技巧。

匹配端：
专设线上志愿者

“基层防疫本身人手就不
足， 遇到紧急情况， 如何到现
场、 到现场后联系谁都得志愿
者自己处理。 ”高旭杰是广州
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队
中建四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
司分队一名 95 后志愿者，今
年 3 月， 在公司团委组织下
加入了组织化储备队 ， 多次
参与到核酸检测引导、 信息
录入 、上门排查登记信息 、电
话排查等防疫志愿服务工作
中。“储备队信息化体系更高
效， 有专门的线上志愿者全程
跟进， 我们的需求能第一时间
得到满足”。

在防疫志愿服务实践中，
“储备队”发现，一旦疫情出现，

基层紧急需要防疫志愿者，但不
知道如何调度，对防疫岗位的划
分、 人员配备标准等尚未形成
统一标准， 导致志愿者在服务
过程中的体验感差，归属感弱。
例如某社区提出需要 100 名防
疫志愿者，但根据“储备队”经
验评估， 核酸检测样本量与志
愿者匹配的比例为 3000:8/5H，
即每 3000 人的核酸检测样本
量，至少需要八名志愿者，按每
半天（4-5 小时） 的工作时长
算，安排 50 名志愿者便能完成
工作任务。

“我们细化防疫志愿服务岗
位为核酸检测岗、 物资配送岗、
应急处置岗、 心理调适岗等 10
个岗位， 将各岗位所需人数、条
件精准化，供基层防疫工作人员
参考， 并组织专门的线上志愿
者，动态跟进、协调志愿服务供
需双方需求。 ”成哲表示，线上志
愿者主要任务是服务防疫志愿
服务需求方以及志愿者，包括前
期统计需求端信息，核实志愿者
是否符合上岗要求；中期处理志
愿者物资、安全、交通、午餐等需
求；后期叮嘱志愿者做好自我卫
生管理，防止风险外溢。

（据《中国青年报》）

“追梦行动”系列助残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蚂蚁集团“蓝风铃”无障碍计划支持的残疾人就业小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