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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重庆户籍人口就有16个注册志愿者

公益观察

公益在社区

点击公益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2 月 4
日，世界志愿者日前夕，记者从市民政
局获悉，我市实名注册志愿者542.4万
余人，位居全国第五，实名注册志愿者
人数已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6%。

据了解，《志愿服务条例》施行以
来，我市规范指引志愿服务发展，建立
分层次侧重培训和分领域专项培训相
结合的志愿者培训体系，提高志愿者
服务能力。

同时，我市加强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的规范使用，搭建市、区县、街
镇、村社四级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对志
愿团体的名称、挂靠、管理、权限等内
容进行规范。

为充分发挥城乡社区志愿服务主
阵地作用，我市引导注册成立7900余
个农村志愿服务队和5700余个社区
志愿服务队，在基本实现社区（村）全
覆盖的基础上，向分领域、精细化方向
发展。

此外，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志愿服
务条例》，动员、引导广大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组织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
信、合法”原则开展志愿服务，通过鼓
励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积极防控志
愿服务风险，通过开展培训、签订协
议、引入专业力量努力提升服务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积极发挥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等服务民生的
作用，将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通过开展财政补助资金支持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推广“社会工作
者+志愿者”协作服务、“互联网+志愿
服务”的经验做法，有效提高了志愿服
务的社会参与度和活动影响力。

在社会救助领域，聚焦89.42万城
乡低保对象和18.53万特困供养人员，
开展结对帮扶、送医送药、技能培训、
支教助学等志愿服务。

在社区治理领域，以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为目标，将志
愿服务纳入和谐示范社区（村）创建，
带动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服务组织
积极参与，共建平安、文明、和谐社区
（村），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在精准扶贫领域，自2013年以来
共投入1200余万元用于实施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计划，

累计向城口等17个贫困区县选派284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引领志愿者深
入深度贫困乡镇实施社会工作助力脱
贫攻坚服务项目，将扶贫与扶智、扶志
相结合，解决了困难群众大量实际问
题，并为当地培养了147名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和培育了66家社会工作组
织，激发了边远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有
效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脱贫、自我发
展的能力。

截至目前，全市共依托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发布志愿项目92300余
个，位居全国第五，占全国的4.98%；记

录志愿服务时长6080余万小时，位居
全国第六，占全国的4.99%，志愿服务
在创新社会治理、保障改善民生方面
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统计显示，目前我市已发展实名
注册志愿者542.4万余人，位居全国第
五，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6%。全市依
法登记志愿服务组织141家并全部完
成身份标识，其中社会团体112家、社
会服务机构28家、基金会1家；依托全
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愿团体
3.5万余个，位居全国第六，约占全国
的6.35%，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从立功军人到优秀教师，从
技术军官到支教志愿者，谢彬蓉
的人生转折充满荡气回肠的伟大
与无私，也蕴含着一名退役军人
的执著与奉献。

从重庆走出来的全国“最美
退役军人”谢彬蓉，用自己的青春
诠释了志愿者精神。

退役大校当支教老师的
“因果关系”

“谢老师，你这当过兵的老师
确实不一样，我喜欢得很！”这是
一位民办彝族学校校长的母亲4
年前对谢彬蓉说过的一句话，为
了这句暖心的话，“谢老师”在大
凉山彝族地区支教至今。

谢彬蓉曾是技术军官，技术
七级，大校军衔。1993入伍后呆
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边远地区，直
至2013年退役。

回到家乡重庆的谢彬蓉，本
无任何后顾之忧。偶然一次在电
视上看到凉山彝族地区缺乏教师
的新闻，完全改写了她退役后的
生活。

“我当初是从四川师范学院
毕业参军入伍的，所以我本来就
该是一名教师。”谈及当初支教的
想法，谢彬蓉将之归纳为最简单
的因果关系。

2014年2月23日，谢彬蓉踏
上凉山支教之路，行前一天，她又
做了一件简单的事：剪去了一头
秀丽长发。

军中20年，她就短发20年。
这头长发，她刚留一年。

重归齐耳短发的谢彬蓉，站
在支教的第一所彝族学校门口
时，沉默良久。那是西昌市附近

一所民办彝族学校，沉默的原因
只因卫生条件奇差。

支教没几天，谢彬蓉的眼睛
重度感染，最后手术治疗。学校
来了个“独眼龙老师”，并且还天
天上课的消息，传遍十里八乡。

这个“独眼龙老师”不仅每天
上课，还要求整治学校卫生，标准
是“部队标准”。众人不解，她就
拿起扫把，哼哧哼哧自己干。久
了，大家看不过眼，纷纷跟进。

谢彬蓉当了两星期的“独眼龙
老师”，整个校园卫生焕然一新。
校长的母亲看到校园的变化，感慨
万千说了本文开头那句话。

彝族大妈的话让谢彬蓉心
暖，眉头却舒展不开——学校的
教学条件太差了。她自己拿出了
一千多元，并四处募集2万元，修
缮了教室。

此后，她又四处协调，让128
个没有学籍的孩子全部进入一所
公办学校学习，并统一进行了学
籍注册登记。

一学期过去，谢彬蓉以为，做
了那么多基础工作，她可以安心
离开了。然而，期末被抽调到当
地中心校监考时，她的心又揪紧
了——孩子们的试卷上，除了大
段空白，就是扭曲的“象形文字”，
有的连自己名字都写不来。

“我只能先留下来。”那一刻，
谢彬蓉才惊觉，卫生可以打扫、教
室可以修缮，但教师才是这里最
稀缺的资源。

不曾想，她这一留，就是3个
学期。

搂过孩子，推回土特产

谢彬蓉留了下来，不仅如此，

她支教的脚步还在往深山里延
伸。

2015 年 8 月 23 日 ，海 拔
3000多米的原生态彝族村寨扎
甘洛村，多了一个叫谢彬蓉的短
发支教老师。

村里的学校，实际上只能算
一个教学点。10个学生，一场考
试下来，总分数加起来100多分。

这个村子里除了村支书会一
点方言普通话，其他人基本无法
与外界交流。上课时，家长会随
时叫自家孩子出去放羊或照顾弟
弟妹妹，谢彬蓉的阻止只能用手
比划。

为教孩子，也为了解家长，谢
彬蓉学起了彝语。靠着笔记本和
手机，现在的谢彬蓉已能用简单
彝语跟村里人交流。

“没办法，那样的成绩，小学
都没法毕业。”谢彬蓉彼时的想法
也简单，留下来，起码让孩子们能
小学毕业。

这一留，又是7个学期。
在扎甘洛村的第一个学期结

束，谢彬蓉回家。村支书不想她
走，可也不敢拦，一个大男人就杵
在那一个劲儿抹泪。

原因也很简单，谢彬蓉来的
前两个学期，村里已经换了八九
个代课老师。邻村的情况更糟，
支教老师提前离开，10多个孩子
就停课在家。

谢彬蓉面对一众父老乡亲，
面对无数张渴求、惶恐、急切的脸
庞，面对“还来不来”的简单问题，
只丢下一个字：“来！”

下一学期，谢彬蓉悄悄进山
了。消息又一次像长了翅膀。邻
村的家长，翻两座大山，将自家孩
子和成堆的土特产，一起推向谢

彬蓉。
谢彬蓉只是笑笑，搂过孩子，

推回土特产。
于是，谢彬蓉这个教学点的

学生，猛增至30名。

支教改变乡村教育

扎甘洛村，夏天多雨，冬天多
雪，苦荞和土豆是主食。第一次
进村后，因为害怕那挂在悬崖上
的土路，不敢坐车的谢彬蓉曾徒
步11个小时，下山到镇上买生活
必需品。

支教点原本是上世纪70年
代初的土坯房，只有教室一间，另
一间作为谢彬蓉的宿舍、办公室
兼厨房。房里老鼠太多，她害怕
得只能整夜开灯。2016年夏，这
间快半个世纪的土房子在一场暴
雨中垮塌。

一次，谢彬蓉背一名全身长
满红斑、膝盖疼得无法走路的孩
子回家。家中没人，在陪着说话
时，孩子不经意间叫了一声“阿
莫”。

“那是彝语‘妈妈’的意思。”
谢彬蓉顿时愣住了，泪水涌出，抱
着孩子久久没有松开，“那是一种
被需要的满足和感动”。

学生文化底子太差，谢彬蓉
就每天放学后和周六补课。她的
最高纪录，是连续18天上课、补
课、排节目，直到10年没犯的偏
头疼重发。

学生缺乏纪律性、不懂礼貌，
她就把课文改编成情景剧，让孩
子们在表演中学习明礼，甚至组
织孩子们到山外去游学，见识各
种社会规范。

渐渐地，曾经不会写自己名
字的孩子，会流畅阅读绘图版《西
游记》了；曾经不会说普通话的孩
子，可以大方地用普通话与外来
者交流了。

经过漫长的努力，谢彬蓉的
学生里，10个毕业生中有7人
继续读初中，升学率达到了
70%。这其中，甚至有一
名19岁的女生也读了初
中。这在重男轻女思
想严重的当地，几乎
算是一个奇迹。

今年11月10日，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在北京向全
社会公开发布 2018
年“最美退役军人”先
进事迹，全国共有20
位“最美退役军人”获
评，谢彬蓉就是其中
之一。

谢彬蓉 当过兵的老师就是不一样
本报记者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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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这类现象值得关注：比如某个
灾后重建安置点，一天会有几拨人上门
提供志愿服务，受灾老百姓“被志愿”反
复讲述心路历程；志愿者抱怨自己“来错
了地方”“无用武之地”，机构管理者抱怨

“一部分志愿者不靠谱”“好的志愿者太
难找”……这种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
供需关系严重脱节的问题已不鲜见。12
月5日，正值国际志愿者日，笔者以为，
亟须从志愿服务的管理层面做好精准匹
配与契合管理。

首先，应明确志愿者的参与动
机。志愿服务是一种为他人提供无偿
服务与财务帮助的利他服务模式，志
愿者的参与动机对于精准匹配服务内

容具有积极意义。笔者曾对重庆市18
个区县的1530份志愿者服务参与情况
做了调查，同时对参与动机模型进行
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志愿
者的参与动机分别为成长-提升动机、
时尚-从众动机、价值-成就动机及社
交-职业动机。资深专业志愿者有可
能对提升个人价值的岗位更感兴趣，
初入职场的志愿者更加看重岗位带来
的社交机会及个人成长，青年大学生
更容易被大型赛会志愿岗位的时尚性

所吸引。分析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是
志愿服务契合管理的开始。

第二步，做好志愿岗位的分类分
档。志愿岗位根据服务内容、服务性
质及对服务者素养的要求，可以做不
同的类别划分。例如划分成行动型岗
位和捐助型岗位，即提供具体服务或
者提供物资帮助，相对应的重点工作
也就分别集中在能力培养和爱心劝募
上；还可以划分成时间型岗位和技能
型岗位，时间型岗位要求志愿者有充

足时间来完成护巷巡逻、政策宣传、家
政服务等事务，技能型岗位包含应急
救援、教育教学、心理辅导等专业化服
务。笔者曾参与指导第四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项目《天珠之
窗——藏区及偏远地区教育帮扶志愿
服务项目》，并创新提出“共享志愿课
堂”的理念，其中涉及到了多个志愿服
务岗位，如负责远程设备选址并出资
搭建的资源志愿岗，负责课程开发与
教学的教育志愿岗，负责项目督导、评

估的管理志愿岗等等。通过岗位划
分，有利于落实志愿者责任制，进而实
现科学匹配与管理。

第三步，搭建志愿服务支持平
台。广义而言，志愿服务支持平台是
共青团中央新近提出来的志愿服务类
别之一，旨在让一些志愿服务组织的
服务范围由微观到宏观，摆脱服务的
能力局限，如国家电网集团的志愿者
善于从事与用电供电相关的志愿服
务。由此，一部分志愿组织开始致力

于形成志愿者组织、公益媒体、爱心企
业、服务对象管理部门的“联盟”，专注
于资源匹配对接。狭义来看，搭建志
愿服务平台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系
统，进行志愿内容发布；社区、居民提
出的志愿服务需求，以“项目公告”方
式发布。如果服务内容和志愿者情况
能够对应在一起，说明志愿者的需求、
能力与志愿服务组织的能力、需求恰
好匹配。如果不能对应，就说明志愿
者与机构有不能相互适应的地方，需
要机构针对未能匹配的方面，调整志
愿者招募的方向、找到正确的人，或者
采取措施来更好地满足志愿者需求。

（作者系西南大学副教授、西南大
学志愿服务与社工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

做好志愿服务的精准匹配与契合管理
周林波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爱心
零距离、童行安全路”公益活动在丰都县
三建乡蔡森坝完全小学校举行。活动现
场，“童行安全路”公益项目汇集的各交
通安全公益联盟单位不仅为小学校捐赠
了各类学习用品，还有227个爱心安全
书包和230件荧光背心。这些爱心安全
书包里装有手电筒、雨衣和急救包，让孩
子们原本泥泞、陡峭的上学路，每一步都
能走得安全稳当。

青少年的出行安全，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焦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由
此，重庆市交巡警总队和重庆文明交通
志愿者专业协会共同发起“童行安全路”
公益项目，通过制度化规范管理、社会化
包装推广，结合交通管理重点中心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社区、商圈活动，
让文明交通真正“走近学生、走进学校、
走入家庭、走向社会”。

目前，“童行安全路”公益项目已深
入到300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2017年起，“童行安全路”又发起了
“托起山区的太阳”主题活动，发动公益
联盟单位捐款捐物，对山区儿童进行帮
扶，尽力消除安全隐患。

很多参与活动的家长都表示：“孩子
们在趣味活动中就学习了有关交通安全
的常识，以及文明交通出行的规则和要
求。小朋友的积极性可高了，不仅自己
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求我们大人文明出
行。”

“童行安全路”——
让孩子每一步出行安全稳当

本报讯 （记者 张莎）璧山区城区
近来多了两个特殊的“银行”——“烟头
回收银行”，市民捡拾烟头存入“银行”，
可以兑换礼品。璧山区璧泉街道巾帼文
明志愿者王英就以300多个烟头的回收
量，成为“储蓄大户”。

记者了解到，“烟头回收银行”为璧
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主办的“烟头不
落地、璧山更洁净”公益活动的衍生物。
为倡导市民公共场所不吸烟、不乱扔烟

头，璧山区在璧城街道、璧泉街道的文化
服务中心分别设立了两个“烟头回收银
行”，市民捡拾烟头积攒一定数量后，即
可到“烟头回收银行”进行有奖兑换。比
如：10个烟头可积一颗星，4颗星可兑换
一盒纯牛奶、8颗星可兑换一块香皂、50
颗星可兑换一提卷纸。

据了解，“烟头回收银行”面世的第
一周，该区就有五百多志愿者参与，回收
烟头两万余个。

璧山区有两个“烟头回收银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莎）爱心结对
帮，一起奔小康。近日，渝北区志愿服务
组织结对帮扶开州区大进镇、云阳县泥
溪镇集中示范公益活动在大进镇紫金
村、泥溪镇泥溪社区举行，这标志着从即
日起至2020年，渝北区1家枢纽型志愿
服务组织、29个文明单位志愿服务组织
将持续结对这两个贫困乡镇的29个村
（社区），送去60余个公益项目。

此次公益活动的主办方——渝北区
文明办负责人介绍，这60余个公益项目
中，有的是渝北区开展效果较好的公益

项目的“复制粘贴”，有的是公益组织根
据贫困乡镇具体情况设计的新项目，包
括送文化、送物资、 送温暖、送产业、送
培训以及助困、助医、助学、助残、助老等

“五送五助”志愿服务活动。
目前，渝北区的文明单位已积极行

动起来：仙桃街道向大进镇紫金村捐赠
了一批文体用品；区税务局、区安监局分
别向大进镇新进社区、泥溪镇桐林社区
捐赠了一批物资；区城乡建委向泥溪镇
泥溪社区捐赠了蓄水池项目建设资金15
万元。

渝北区将60余个公益项目
送进开州云阳贫困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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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 给
我的孩子们
带来一束光，
让他们看到
外面的世界。

谢彬蓉，重庆人。曾是
部队的高级工程师，退役
后，只因大凉山深处一双双
渴求知识的彝族孩子的大
眼睛，她选择留下来。她是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一名
扎根大凉山的乡村支教教
师。

尹明工作室出品
电话 17783700117 邮箱 szshzx11@163.com

谢老师和孩子们做游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