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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益扫描

点击公益项目

志愿服务管理，不能随意和任性
周林波

近日，苏州马拉松“志愿者递国
旗”导致选手失利事件占据了各大网
络媒体头条。人们在指责“摔旗”的
中国选手何引丽的同时，关于“递旗”

志愿者的大量批评、指责甚至网络暴
力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赛事主办方
也第一时间表态，“递旗”是志愿者的
个人行为。然而，事件在一天的发酵
之后却出现了极大反转，参赛选手教
练证实，“递旗”行为是赛事运营方安
排的，这一反转再次激起了中国志愿
服务界的热烈讨论。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官微以“志
愿服务不专业——这锅我们不背”为
标题进行了表态，一些知名志愿服务

学者以“志愿者有权对超能服务说
NO”“苏州马拉松递国旗事件背后的
志愿者管理乱象”“志愿服务，请退出
商业马拉松赛事”等为标题发表了见
解，甚至部分专家学者拟联名提请民
政部对苏州马拉松违法使用志愿者
行为依法问责，可见这一事件引发了
志愿服务工作者的极大反思。

正值《志愿服务条例》实施一周
年，在中国志愿服务快速发展的同
时，一些部门粗放的管理、一部分社

会服务志愿性的甄别，俨然成为了志
愿服务持续高效推进的短板。

公益向左，商业向右。大型赛
会、大型政务活动志愿服务是最有
社会号召力、最具传播性、最能展示
中国青年志愿者形象的品牌之一。
赛会志愿者提供的是利他服务，其
行为的价值衡量同样和利己无关。
然而，部分商业马拉松打着招募志
愿者的旗号，一方面意在获得严重
低于市场价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

借助志愿行为干扰参赛者和观赛者
的判断，进而实现盈利。在“志愿
者”使用过程中无管理、无担当，出
事乃是必然，引发争议甚至被追责
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即便是专业志愿服务，志
愿者也不是盲目接受指令的“机械
化”执行者。志愿者的价值判断、行
为自主性与志愿服务管理者的任务
导向存在博弈，基于不同的志愿服务
类型，两者之间的关联度、融契度尚

不明朗。然而，若想推动我国志愿服
务事业的发展，志愿服务管理者必须
做好加法和减法，加强柔性管理和减
少行政操控并举。专业志愿服务督
导、“志愿者经理人”国家职业资格认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服务法》等
新志愿服务保障性元素也须应势而
出，多管齐下保障志愿服务的社会信
誉及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为重庆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副会长、西南大学副教授）

■近日，由渝北区总工会、共青团渝
北区委、渝北区妇联、渝北区悦来街道
主办的“众心捧‘悦’·为你而来”单身青
年交友联谊公益活动在仙桃数据谷举
行，200 名青年在公益活动中寻找志同
道合的朋友。

■11月17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
阳光社区开展“家在社区·幸福春晖”公
益活动，志愿者们和辖区独居老人一对
一结对，到老人家中为他们做饭、洗衣、
打扫清洁。

■11月18日，渝北区两路街道双北
街社区携手辖区双凤桥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开展公益义诊活动。党员医疗
志愿服务队为200多居民免费提供了疾
病诊疗、健康教育、医疗咨询等服务。

■11月20日，重庆上善青少年安全
教育发展中心的志愿者们来到黔江区
金溪镇金溪学校开展“公益扶贫·青年
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为这里
的儿童、青年带去安全自护知识与技
能。

■11 月 20 日，由中央彩票公益金
支持、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主办、重庆
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
承办的“阳光童年”预防儿童欺凌和暴
力教育项目在巴南区鱼洞新华小学开
展。

■11 月 21 日，由渝北区国土分局
党委发起公益募捐的几组全新健身器
材在龙山街道冉家坝社区佳居花园 A
区小区安装调试，解决了小区健身器
材使用年限超长出现的破旧和安全问
题。

邓锡芳是大渡口区八桥镇融城
社区居民，66岁的她这半年来多了
一个生活习惯：自己或他人做了什
么好事，都要掏出手机拍张照片，记
录下来，上传到“德分宝”微信公众
平台。半年来，网名为“太阳妈妈”
的邓锡芳已累积“德分”5589.5分，
位居全社区第25名。

今年4月，大渡口区八桥镇在
融城社区、常嘉社区推出“德分宝”
公益项目，引导人人参与美德传承、
个个争做道德模范，目前已收集、展
示好事近1.2万件。

手机扫一扫，70余个
好事项目等你申报

八桥镇负责人介绍，随着大规
模征地拆迁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
进，八桥镇的居民迅速增长至15万
人，但出现了素质良莠不齐、社会参
与意识不强、社群联系相对松散的

新情况。
为引导居民们形成“行德积分、

惟善为宝”的公益理念，今年4月，
八桥镇在微信公众号上搭建了“德
分宝”积分制管理云平台。

居民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二
维码，就能成为“德分宝”会员。平
台将自动为居民建立一个“行为银
行账户”，居民通过手机可随时记录
自己或他人言行，以图文信息等形
式上传至云平台申报，经社区工作
人员审核通过后，按照既定规则自
动获取“德分”。

记者了解到，居民获取“德分”
的途径很多，八桥镇设计了家庭邻
里行为、社区管理行为、社会公益行
为、社会生活行为、宣传推广行为等
5大类 70余个项目，按照实施难
度，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
设定不同分值。

比如，为居民提供义诊、家电维
修等服务，得6分；义务献血一次，
得 50分；为困难居民捐物，得 30
分；乘坐公共交通给老人残疾人让

座，得20分；举报违章建筑，得50
分……

半年展示近1.2万件好事

八桥镇负责人介绍，为弘扬公
益正能量，“德分宝”个别设置了“社
区广场”栏目，实行“双公示”——一
是对审核后的图文信息进行公开展
示，二是通过“积分排行”对参与者
获得的积分进行实时更新公示，这
个过程全部公开透明，接受社区居
民全程监督。

截至今年10月，两个社区居民
已传送好人好事图文信息12586
条，其中11936条通过审核，居民对
审核结果和兑换服务均无异议。“也
就是说，有接近1.2万件好人好事
展示了出来。”

记者了解到，自“徳分宝”公益
项目在融城、常嘉两个社区正式上
线半年以来，关注人数分别达
3028、4896人，占两个社区居民总
数的29%、26%，两个社区的居民

总共累积了42.6万多“德分”。
像“太阳妈妈”邓锡芳那样，

“我参与、我奉献”的志愿服务意识
通过引导，逐渐融入了居民的日常
生活。

晋愉盛世C区绿化状况不佳，
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众筹添绿
行动”，从购买树苗，到日常的浇水
施肥、撑杆护养，如今成长的小树苗
已稳稳扎根在小区。还有一部分居
民组建了“蚁家”志愿服务队，抽出
时间参与社区“文明劝导”“夜间巡
逻”“关爱他人”等志愿服务活动。

一串数字也凸显了“德分宝”效
应，融城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下
半年，社区家庭矛盾及邻里纠纷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72%，业主与物业
公司的矛盾由去年的12件下降为
3件。

“德分”还可兑换物
质、精神奖励

在融城社区办公室，记者还见

到了一个“德分宝”社区功能室，累
积了“德分”的居民可来此以“100
分换1元”的比例兑换生活用品。

八桥镇负责人告诉记者，“徳
分宝”公益项目能持续下去，还要
形成“付出、积累、回报”良性循
环，根据居民的积分排名进行奖
励回馈。

目前，八桥镇正整合社区理发
店、超市、物业公司、电影院、洗衣店
等社会资源，构建积分兑换物资或
服务的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融城社区和
常嘉社区的“德分宝”排行榜上，还
有一个隐性冠军“佚名”。凡不知是
谁做的好事，社区后台都以“佚名”
的名字登记。目前，“佚名”已在融
城社区和常嘉社区总共累积下
45000多“德分”。年底，这些“德
分”将由社区兑换成商品，以抽奖的
方式发放给居民。

据了解，今年内，“徳分宝”公益
项目将在八桥镇9个社区、11个村
全覆盖。

“德分宝”公益项目半年展示万余件好事

引导人人参与社区公益
本报记者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周尤）“近年来，儿
童安全案件频发，我们想通过‘青爱物
语’项目，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在
快乐的情景中增强对各种安全知识的
学习。”11月20日，在谈起实施的意义
时，“青爱物语”项目发起者——重庆市
江北区青少年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刘
奇这样说。

据了解，“青爱物语”项目是重庆市
江北区青少年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在
2015年启动实施的，目前已在江北、合
川、武隆、涪陵、渝北、渝中等区县近100
个村社及学校开展服务，受益儿童近
10000名，发放“青爱物语”安全教育读
本和绘本10000余套。“项目采取互动游
戏、情景模拟、视频引导、知识讲堂等方
式进行，同时联动培育专业安全教育的
志愿者导师队伍，提供接地气的安全课
堂和知识普及，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
提供特色教育服务，让孩子的安全多一
份保障。”刘奇说。

前不久，“青爱物语”项目的志愿者
在江北区五宝镇五宝社区为20余名留
守儿童开展了“防性侵安全教育”服务，
志愿者通过“儿童安全课堂测试卡”了解
小朋友对儿童防性侵安全知识掌握情
况，通过场景模拟引导小朋友认识男女
身体的不同之处、身体的隐私部位、危险
情境下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刘奇表示，
下一步，“青爱物语”项目还将继续扩大
覆盖面，在更多的村社和学校开展相关
安全教育活动，为更多孩子的安全保驾
护航。“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整合社会资
源，让更多人参与到儿童安全教育的事
业中来。”

这个项目为近万名儿童
安全成长护航

重 庆 日 报 2 0 1 8 年 度

公 益 盛 典 评 选

志愿者被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以红、黄、蓝、绿丝带为区分，各自领取了净滩的手套夹子等，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净滩
行动。整个长江滩涂，分布着为长江捡拾垃圾的志愿者。

志愿者现场边弹边唱，让志愿者一边为长江
捡拾垃圾，一边享受音乐。

公益观察

公益在社区

公益，可以这样时尚
图文/通讯员 何泛泛

以天为幕，以沙滩为展厅，50余幅作品在沙滩上从沙地里

“长”出来；200多名志愿者，在音乐中，穿梭画展现场，一起为

长江净滩。11月18日下午，由九龙坡区妇联主办、重庆绿山墙

NGO承办的2018重庆江河艺术嘉年华，在艺术重地——黄桷

坪长江边的滩涂上举行。

志愿者被沙滩上的画作给惊艳了：长江边，沙地上，芦苇旁，野草丛生处，艺术画作点缀其中。现场更有拆迁社区遗弃的废旧自行车，作为装置艺术，提醒着人们，关于环保，我
们可以随手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