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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玩具，
多买几个献上爱心。

“便民大篷车”为居民送去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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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
老人们在公益活动中玩得多开心。

新时代雷锋精神 让“硬核”浦东更温馨
雷锋同志虽已离开
我们，但雷锋精神依旧闪
光。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动体现。身处飞速
发展的时代，我们更需要
不忘初心的雷锋精神指
引前行。
今年 3 月 5 日是全国
第 56 个学雷锋纪念日。
连日来，浦东新区组织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服
务活动，进一步推动学雷
锋活动常态化。
各街镇在历年社区
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学习
先 进 经 验 ，构 建 和 谐 社
区，创建美丽家园，将新
区统一志愿活动与自主
开展的各项活动相结合，
形成了形式多样、百花齐
放的局面。特别是垃圾
分类、美丽庭院建设、家
门口服务等元素，成为今
年学雷锋主题活动的新
亮点。
志愿服务既富有传
统又不乏创新，这正是当
代雷锋精神指引下的浦
东志愿服务特色。
“奉献、
友 爱 、互 助 、进 步 ”，
“硬
核”浦东的另一面，洋溢
着和谐与温馨。
在此，我们选择了几
个有代表性的志愿服务
特色街镇，一展浦东志愿
服务的风采。
■本报记者 徐玲
本版图片由各街镇提供

康桥
在康桥，有一家大名鼎鼎的“爱心银
行”
，
它已经运行了 6 年多，
吸引了 619 名忠
实
“粉丝”
。这家银行将志愿服务的爱心存
储起来，并搭建平台兑换各类优质平价商
品及放心服务。目前，康桥“爱心银行”已
累积存储志愿服务时间 39.5 万小时，兑换
19 万小时，
每天受益者达 5000 人次。
银行的成立，
始于解决老龄化大潮下，
“老老人”缺乏日常生活协助，
“小老人”缺
乏社区互动生活圈的困局。
“爱心银行”以
志愿服务项目为阵地，集聚起一批或有一
技之长、或有管理能力的老年领队以及乐
于奉献的志愿者。
“爱心银行”有“老伙伴结对”
“微孝宝
贝”
“爱心坊”
“老舅妈”等 28 项助老服务自
助项目，
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专长，
加入不同的团队参与服务。
65岁的志愿者林立文阿姨每周三都安
排得满满的——上午到生活中心老伙伴健
康馆值班，
有老人过来测血压、
理疗等，
林阿
姨负责登记并记录设备使用情况。中午，
她
在助餐中心吃饭，
下午去参加中心二楼的老
年学校合唱班。林阿姨的身份也会经常转

南码头

涓涓细流在公益市集汇聚。

换，
有时候她是志愿者，
有时候又是享受服
务的
“老伙伴”
。参加活动或者服务时，
她和
伙伴们比上班族还准时，
其乐无穷。
因为“爱心银行”的运行，在康桥镇 4
个综合为老服务阵地、39 个居村、14 个睦
邻点、15 个助餐点、独居纯老家庭中，各类
服务维护工作都由志愿团队来完成。服务
日志、
问题反馈、
矛盾化解、
意见建议，
台账
记录整齐规范。
6 年多来，志愿者从最初的 76 人发展
到 619 人；从最初的老年志愿者拓展到高
校、
社区年轻人和单位公益伙伴，
目前已有
党建联盟签约企业、公益伙伴 35 家；项目
从助老服务延伸至助幼爱心守护、环境守
护、
信访维稳等。2018 年，
“爱心银行”
对接
秀康社区，联合幼儿园运行起“爱心守护”
子项目。2019 年，结合美丽庭院建设和家 康桥社区志愿者冒雨参加公益活动。
门口服务，
“爱心银行”将运行“巾帼守护”
奖励提升制度，志愿者的积极性得到了更
子项目，
爱心服务范围越来越大。
大的保护和激发。
康桥镇生活服务中心主任杨佩华告诉
尤其是兑换机制，不仅提升了幸福指
记者，随着“爱心银行”运行机制的不断完
数，更使志愿服务得到可持续发展。除了
善，
项目团队的管理形成了分类分层，
从星
米、油、菜等平价商品，以服务换服务更受
级志愿者评选表彰，到如今的晋升制度和

大家青睐。秀康社区的张阿姨用自己做志
愿者存储的时间，兑换给婆婆享受短期日
托照护，
外出半天或一天，
就有志愿者上门
替她照看老人，张阿姨做志愿者的热情更
高了。

“便民大篷车”服务八年 版图不断扩大

在南码头路街道，有一辆大篷车，开
到哪里，就把志愿服务送到哪里。这辆车
已经在社区行驶了将近 8 年，搭载的志愿
者也越来越多，所到之处，受益的社区居
民不计其数。
“便民大篷车”的带头车，来自南码头
社区便民服务队，该队有 30 多名核心志愿
者，绝大多数都是从 2010 年 5 月队伍组建
开始就已经“上车”的老队员。他们当中，
既有社区党员、
手工匠人等热心居民，
也有
医生、
律师、
心理咨询师等具有相关资质背
景的专业人士。大篷车会在每月第二个周
六上午准时来到南码头市民中心提供服
务。近 8 年来，风雨无阻的大篷车，成为社
区居民的老朋友。
志愿者队伍以社区退休人员为主，
2017 年，服务队迎来了浦东新区检察院退
休检察官陆群杰，他曾获浦东新区十佳志
愿者、南码头路街道优秀服务党员志愿者
称号。有了陆群杰的加盟，居民遇到法律
问题，就有了强有力的支援。刘宏胜是服
务队的元老，他有理发手艺，常常为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上门理发。85 后姑娘任娟
也为居民义务理发多年。老摊位、熟面
孔，志愿者和居民已经成了老朋友。

金杨

爱心银行：存储+兑换 志愿服务：
鼓励+传承

复旦医疗队组团为南码头路街道提供志愿服务。
理发、钟表修理、磨刀、扎拖把、毛衣
修补、锅具修理、法律咨询等服务项目看
起来传统，但在高度老龄化的南码头却十
分受欢迎。
张阿姨说，1000 元的羊绒衫，不小心
钩坏了，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会修补的
巧手，市民中心广场大篷车便民服务就能
解决问题。王老伯在几年前已经搬离了

公益市集好热闹
金杨新村街道以大型居民区为主，人
口众多，志愿服务氛围浓厚，注册志愿者共
26668 人，为金杨社区常住人口的 15%。庞
大的志愿队伍如何凝聚集结、如何提升能
力做实服务？街道通过公益市集打造“社
会组织+社区+居民+企业”志愿服务模式，
将所有的志愿服务资源连接打通，组合发
力，
共展风采。
今年 3 月 5 日，
2019 年金杨社区公益市
集在早春淅沥的小雨中拉开序幕。这次市
集共有 32个参加机构，
设立了 42个摊位，
既
有老朋友又有新面孔。当问起为什么会来
参加金杨社区公益市集时，
乐爱社工师事务
所的工作人员回答说，
乐爱的学员大多是残
障人士，以往一直受到社区的关怀，学员制
作的发夹、装饰盘等通过参与义卖，能筹得
款项捐赠给社区，
实现残障人士服务他人的
心愿。一参加，
乐爱就坚持了5年，
学员也从
志愿服务中体会到了自助、
助人的快乐。

南 码 头 ，但 是 他 的 发 型 一 直 是“ 南 码 头
款”。便民理发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服务
态度好。南码头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雷倩
告诉记者，理发是人气最旺的项目，一名
志愿者一上午最多能为 35 个人剪发，排队
的居民相当多。
除了带头车，大篷车还发展出了 27 辆
跟车。2012 年起，南码头的 27 个居民区每

家都发展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伍。每周
六，总有一个居民区在开展志愿服务便民
活动。3 月 2 日，新桥居委大篷车服务活
动举行，带头车送去了修理小家电、热水
瓶胆、修补锅盖锅底等服务项目，居民区
也送上了理发、扎拖把等服务。居民区的
每一次活动，街道和居民区两级志愿服务
队都会分别派出志愿团队，在家门口为居
民
“配齐”服务。
临沂六村志愿服务队是社区人人都竖
大拇指的。2016 年，全国劳模张邦华家中
成立了“邦华爱心屋”睦邻点，他们不仅抱
团养老，还自发组成了理发组、修理组、量
血压组和聊天组，在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谁家下水道堵了、
电灯不亮了、
煤气灶点不
着了，
睦邻点负责人王茹蕙迅速协调，
第一
时间上门为老人解决难题。聊天组则是由
队里几名年龄较大的成员担纲，
“小老人”
和
“老老人”
携手，
一起为社区奉献余热。
如今，便民志愿服务还慢慢衍生出新
内容。随着南码头社区智慧平台的完善，
志愿服务还将推出线上版本，
上门开锁、
送
餐、
法律咨询、
辅具租赁等服务展示和对接
将变得更加快捷有效，
“便民大篷车”也将
在更广、
更深的服务地图上继续走下去。

志愿服务
“一勺烩”
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彬表示，
金杨的社会组织起步早，发展快，社会组织
参与志愿服务热情高涨。他们不仅直接服
务居民，还培育居民志愿者，不断提升服务
意识和服务能力。
志愿服务之风越来越暖，
社区企业也加
快了步伐，深深扎根社区，服务社区。中港
疏浚有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是社区志愿服
务的新鲜血液，公益市集上，青年志愿者表
示，
“将义卖所得的金额整理统计后拿到捐
款箱前，郑重地投入其中时，一份历史的传
承感在我们身上绽放，
似乎也温暖了这个寒
冷的初春。
”
在金杨，志愿和公益不分家，金杨社区
公益市集上，共建单位志愿服务团队及社
区志愿者共同努力，将生活咨询、医疗咨
询、教育咨询、法律咨询、义卖等五大板块
的志愿便民服务活动搞得如火如荼。通过
市集的集聚效应，金杨培育了一批志愿服

务领袖，一批志愿服务团队也成长起来。
在金杨益天地，即将设置志愿服务中心展
示厅，以宣传社区志愿精神，树立志愿文化
品牌。
“乐益之春、心益仲夏、爱益金秋、情益
暖冬”系列公益市集每季度举办一次，以其
便于参与、感受直观的特点受到社区居民、
社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的欢迎。金杨
社区公益市集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共募集
善款 20878.12 元，刚刚结束的 2019 年第一
季公益市集筹款 3201 元。这些资金将全部
用于社区各类文化、
环保类公益项目。
金杨公益市集以其强大的凝聚力，打
造了属于金杨的志愿服务品牌，增强了志
愿者的认同感，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
务。今后，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将继续深
化这一志愿服务模式，让更多的人成为志
愿服务的参与者、行动者和受益者，共同促
进美好社区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