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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联动 文化渗透 供需对接

特色方法一：
政企联动服务社区

在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
务组织的意见》 提到， 要创新志
愿服务方式方法， 积极探索 “互
联网+志愿服务 ”， 支持志愿服
务组织安全合规利用互联网优化
服务， 创新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
效能， 加强对网络社团等新型组
织的志愿服务规范管理。 其实，
不只是让社区志愿搭上互联网的
做法， 在实践中还有不少创新的
做法被应用。

２０１６年9月 ， 公益志愿服务
在政府和企业合作方面再添新举
措： ２０１７年9月22日 ， 朝阳区团
委与房产服务企业链家合作， 成
立 “链家志愿服务队”， 链家集
团正式加入 “志愿北京” 平台。

“链家志愿服务队 ” 由链家
员工组成， 致力于在社区展开一
系列便民服务。 参加志愿服务可
不是谁想参加都可以的 ， 还需
“持证上岗”。 记者了解到， 链家
志愿队的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筛选
而出。 申请者自愿申请， 通过审
核方可领取 “链家志愿者志愿服
务证 ” 才能上岗。

“链家志愿服务队 ” 围绕社
区公益服务、 节日公益活动、 日
常便民服务以及便民服务日等服
务展开， 形成制度化、 专业化、
常态化的志愿服务体系。

在社区公益服务方面， 服务
队每季度举办一次社区房产交易
知识科普讲座， 资深经纪人作为
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房产知识宣
讲、 房产风险防范、 房产权益维
护等演讲 。 在节日公益活动方
面， 志愿者们走进北京数百个社
区， 与社区居民共度佳节。 逢年
过节， 他们还会去当地孤独老人
家慰问， 送去米油盐、 水果等日
用品。

日常的便民服务也很贴心 ，
链家志愿队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
应急打印复印、 应急雨具、 爱心
图 书 捐 赠 点 、 便 民 饮 水 、 应
急电话、 应急上网、 应急充电、
询路指引、 高考休息站等服务 ，
社区居民可到任意链家门店寻求
帮助。

不光是政府部门与企业合
作 ， 小小社区也 “主动出击 ”。
在朝阳区的雅成里社区， 有一个
“雅人益行” 助力联盟。 通过社

区+社会组织+企业三方联动的
模式， 探索出了创新志愿服务的
新途径。

雅成里社区党委书记马云红
介绍， “雅人益行” 助力联盟分
为 “雅堂助学 ” “雅集助用 ”
“雅趣助乐” “雅益助居” 四大
体系， 通过社区、 社会组织、 企
业三方联动， 定期提供文化类、
兴 趣 类 学 习 、 邻 里 节 活 动 、
文 化 体育指导 、 就业指导等各
类服务。

联盟的成立， 吸引了辖区内

不少大企业的加入， 全聚德、 苏
宁电器、 希盟电子科技等企业都
是社区的联动企业， 为居民提供
相关志愿服务。 考虑到该社区老
人居多， 缺乏电器维修的知识，
苏宁电器专门成立了一支家电维
修队， 居民只要拨打电话就可预
约上门服务。 希盟科技有限公司
则利用企业的产品定期为居民进
行健康检测。

同时， 联盟还为企业提供了
一个交流、 合作、 共享、 发展的
平台， 推动企业开展志愿服务。

通过开展企业志愿服务活动， 吸
引众多的企业职工参加， 促进辖
区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 推动企
业职工的交流与互动， 探索白领
交流互动的机制和流程， 并引导
白领植根社区需求， 积极为社区
治理创新贡献智慧。

马云红表示， 目前联盟正在
探索 “社区+社会组织+企业 ”
跨界创新社区治理的众创新模
式。 通过邀请来自企业、 社会组
织和社区的骨干志愿者， 采取集
思共创的方式， 从认识到分组到
协同合作创新， 用激情、 创意、
行动完成社区难题的创新解决方
案， 提升社区组织能力， 促进跨
界创新解决社区问题的有效落地
实施。

特色方法二：
志愿服务深入文化领域

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 提到
社区志愿服务不少居民都表示自
己所在的社区在扶老、 助残方面
做得很到位。 也有人建议， 应该
扩大志愿服务的内容， 特别是文
化志愿服务应该多走进社区志愿
服务领域。

关于这一点， 在 《关于公共
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
实施意见》 中也有所提及。 《意
见》 中提到， 要壮大公共文化设
施志愿者队伍。 鼓励面向社会招
募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志愿者，
发挥他们时间充裕 、 服务热情
高、 生活阅历丰富的优势， 形成
公共文化设施志愿者的稳定力
量。 在实践中， 文化志愿服务又
在社区中怎么开展的。 记者在采
访中， 也找到了答案。

居民书画挂进了区文化馆 ，
原创舞蹈编入了广场舞教材， 健
身文化节荣获北京优秀群众品牌
文化活动……大兴区的清源街
道， 每个社区几乎每天都在开展
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 ， 或是跳
舞， 或是书画培训， 或是拿起相
机拍摄家园美 、 生活美 ， 街道
428位文化志愿者与居民们绘制
出了一片文化大繁荣的景象。

清源街道成立已经有十余年
了， 成立之初， 发现居民们并没
有什么业余爱好 ， 文化生活匮
乏。 然而， 社区里又 “藏” 着很
多书画家、 舞蹈艺术家等文艺人
士， “何不挖掘身边的文化资源
为社区居民搭建一个家门口的文

化学习平台？” 相关负责人杨继
亮介绍 ， 经过几年的发展 、 壮
大， 如今， 清源街道24个社区全
部实现了书画培训班进社区， 吸
引了百余居民学习书法、 绘画、
摄影， 辖区范围内掀起了 “用镜
头观察生活， 用笔墨记录时代”
的热潮。

杨继亮表示， 近年来， 清源
街道通过开展 “文化节” “健身
节” 等系列主题活动， 不但繁荣
了街道文化， 还丰富了居民群众
精神生活 。 居民们有了兴趣爱
好， 文化素质提升了， 邻里关系
和谐了 ， 小小兴趣班成了促人
气、 传递正能量的平台。 而作为
文化带头人， 文化志愿者们功不
可没。

通过队伍的不断扩大， 目前
清源街道共有文化志愿者428人，
积极参与了街道举办的健身节、
广场舞大赛、 消夏晚会、 书画摄
影大赛、 “最美清源人” 评选、
“书香清源·悦读人生” 阅读季系
列活动、 “枣园杯” 象棋比赛、
社区原创节目展演、 市民讲堂等
多项品牌活动。

几年来， 清源街道的文化活
动精彩纷呈， 并获得多项荣誉。
“清源街道健身文化节” 荣获北
京优秀群众品牌文化活动， 清源
街道阳光艺术团原创舞蹈 《春之
舞》 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群众原创
节目， 广场舞蹈 《采薇》 在2017
年第十二届 “舞动北京” 群众舞
蹈大赛中获得金奖。

特色方法三：
强化志愿服务供需对接

“志愿服务还是要和需求挂
钩， 这样才能让居民感受到服务
的便捷。” 采访中， 不少人对社
区志愿服务提出自己的建议。 据
了解， 根据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
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 ， 要充分
运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搭建社
区志愿服务平台。 支持和鼓励社
会 志 愿 服 务 组 织 走 进 社 区 ，
了解和征集群众需求， 结合自身
能力特点， 有针对性地做好志愿
服务规划， 设计服务项目， 开展
服务活动 ， 切实使服务对象受
益。 对此， 不少社区也开始尝试
做法。

据了解， 东城区民政局加强
项目建设， 健全社区志愿服务项
目体系。 以服务社区、 服务居民
为根本出发点 ， 依托网络平台
“志愿北京” 实现社区志愿服务
的项目化运作 。 围绕需求抓项
目。 2014年9月开始， 该区民政
局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社区志
愿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等工作有
机结合 ，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 采取 “请出来、 走进去” 的
形式， 开展 “互助式居家养老 ”
项目， 搭建社区老人相互交往、
互助服务的平台。

“互助式居家养老” 项目分
别在交道口街道、 东直门街道以
及朝阳门街道， 由东城区爱众慈
孝家园公益社会组织承接， 针对
居家养老的老人面临的 “身体健
康逐渐衰退 、 日常生活照料困
难、 精神孤独寂寞” 等困境， 通
过在社区举办公益健身活动、 开
设养身讲座、 心理讲座、 幸福课
程等， 将身体条件允许的老人请
出家门参与其中， 让老人感受到
公益活动的温暖和快乐； 同时，
将有服务热情、 有爱心、 身体条
件允许的老人组织起来， 走进孤
寡、 高龄空巢、 特困老人家中，
为老人提供陪同聊天 、 代买代
购、 做简单家务等志愿服务， 达
到互助式养老服务的目的。

根据民政部等印发的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的意见》， 到2020年，
志愿服务组织服务范围不断
扩大， 基本覆盖社会治理各
领域、 群众生活各方面。 如
今， 不管是助老还是助残,
多种社区志愿服务来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身旁。 怎么才
能让社区志愿服务更贴近居
民需要？ 在社区志愿服务开
展的过程中又有哪些特色方
法？ 近日， 记者来到多个社
区感受社区志愿服务带来的
变化， 了解近年来本市关于
社区志愿服务的特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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