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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平安象山 夺取平安金鼎

记 者 金 旭
通讯员 张普光 黄薛栋

党员志愿者组织进社区开展关
爱老人活动 300余次，帮扶特困家庭
2700人次，帮助残疾人办理各类事项
2100 多件，帮扶青少年 1200 人次
……去年以来，我县在深入学习弘扬
“孙茂芳精神”的基础上，组织引领机
关党员志愿者积极开展“五小”志愿
服务行动，探索出一条具有象山特
色、符合志愿服务规律、吸引机关党
员主动参与的机关党员志愿服务常
态化之路。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是新时期保
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和推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
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为做深做实
“孙茂芳式‘五小’服务先锋行动”品
牌，推动机关党员在“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勇争先、当示范，去年，我县重
点部署“一月一主题”活动，分别推出
学雷锋活动月、爱国卫生月、助残活
动月、少年儿童关爱月、党内关怀月、

送清凉月、文明宣传月、敬老活动月、
微心愿圆梦月、送温暖月等 10个系列
主题活动，以关爱弱势群体为重点，不
断完善党员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载体
和机制，推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重心
下移、服务方式转变，引领和倡导“崇
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统一集中”服务重大活动。在县

委作出向陈淑芳同志学习的决定后，
我县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县
直机关开展“学习陈淑芳、争做好干
部”活动。以“对标找差”组织生活会、
“四比四看”岗位竞赛、“两学一做”党
课大比武、微心愿圆梦行动、“身边的
感动”微故事征集等为主要内容的
“五个一”系列活动为载体，倡导学做
结合，将陈淑芳关爱他人、助人为乐
的善良品德转化为志愿服务实实在
在的行动。其间，县委常委率先垂范，
在“七一”期间开展“访民情·聚民心”
特殊党日活动，现场认领微心愿，形成
了上下联动、学做结合的示范带头效
应。

同时，按照活动统一策划、队伍统

一管理、人员统一行动的要求，组织党
员志愿者开展服务“五水共治”、“两
城”创建等集中行动。结合雷锋纪念
日、建党纪念日、国际志愿者日等重大
节日，机关党员志愿者协会牵头其他
社会志愿者组织互相联动，集中开展
广场服务超市、志愿服务一条街等大
型活动，营造志愿服务良好氛围。
“定向结对”服务贫困群体。立足

社区开展“敬老助弱”定向结对服务活
动，组织机关党组织与县内敬老院、居
家养老点、民工子弟学校及智障学校
定期开展结对帮扶，并将每年的 10月
份定为敬老月，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
体排忧解难，提供针对性帮扶。持续
深化“微心愿”公益行动，通过真情认
领、全情对接、倾情实现，汇聚爱心，传
递社会正能量，解决贫困家庭和困难
儿童生活学习上的困难，为贫困家庭
定向圆梦。去年，各机关党组织和党
员志愿者个人先后为困难家庭和贫困
学子实现各类心愿 2000余个，累计投
入公益爱心资金 30多万元。
“区域组团”打响品牌影响力。按

照就近原则，将中心城区 15个社区
“孙茂芳”工作室与区域内的机关部门
进行长期结对，由县级部门机关党组
织负责人承担工作室室长，亲自挂帅，
亲自参与。先后开展义诊进社区、法
律进社区、文化进社区、文明创建进社
区、敬老助弱进社区等活动。同时，探
索城乡组团服务，结合城乡基层党组
织结对共建工作，以“1+1”或“1+2”的
方式，安排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到联
系村开展活动，将服务领域由城区拓
展到农村，形成上下联动、区域联动的
格局。
“岗位认领”健全管理机制。实行

网格化监管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在职
党员定量定性认领社区服务岗，内容
涵盖治安巡逻、扶贫帮困、环境保洁、
政策宣传等各个方面，实行社区党组
织与党员所在单位双向管理机制，明
确规定全年累计服务不少于 6次。同
时，建立社区党员志愿者义务监督员
制度，及时做好本辖区每位党员志愿
者的服务验收和记录工作，发挥事前、
事中、事后监督作用。

我县努力探索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之路

先锋行动标注孙茂芳式“五小”服务新高度

通讯员 陈丹

“自从你们来到了我们敬
老院，大家都觉得特别高兴，
你们不仅提供了免费上门服
务，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
乐，真的太感谢了！”日前，丹
东街道敬老院的老人们将一
面印有“志愿献爱心 服务献
真情”的锦旗，送到了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丹东所所长张灵
敏的手中。原来，从去年开始，
丹东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党员
干部们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
联合民个协丹东分会，为该院
的老人们提供洗头、理发、量
血压、打扫卫生等服务，受到
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以服务型党组织星级创建
活动为载体，不断完善志愿服
务体系，使志愿服务的组织水
平和服务质量得以提升。组建
成立了局所两级志愿服务活
动领导机构，每年制定活动实
施方案，加强对活动的正确领
导和组织协调。结合工作实
际，紧紧围绕法律法规宣传、
业务帮带指导和扶贫帮困等
服务内容，积极开展进村、进
社区、进学校等服务活动，形

成了覆盖城乡的社会志愿服
务格局。

探索建立“党工团妇”一
体化机制，在组织联建的基础
上抓活动联办，充分发挥局党

总支领导的核心作用，将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与工会、团委、
妇委会等群团组织活动统一
部署，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采
取“小、散、灵”的形式，每月定
期开展服务活动，保证活动的
内容、形式、人员、时间、效果
落到实处。

同时，该局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关爱老人，呵护健
康”活动，由基层各志愿服务
分队主动对接辖区内敬老
院，定期为老人们送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送生活用品、陪
老人聊天谈心，让老人们深
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之情。
联合局团委开展“爱心图书”

捐赠活动，为民工子弟学校
的孩子送去中国传统文化、
童话故事、中外文学经典、儿
童百科、学习字典等多种类
型的图书 200 余册。去年 8
月，丹西市场监管所在得知
石浦镇镜架山村资金困难
后，主动联系国家启明扶贫
基金，多方奔走，为该村送去
22 万元的公益捐赠物资，帮
助山村老人和困难户顺利入
住村建养老院。

2016年以来，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先后组织开展了“消
费维权咨询”“困难儿童慰问”
“爱心助残”“走进假日学校”
等各类志愿服务共 38 次，参
与人数 422人次，受益群众达
13000余人。

记者 陈益 通讯员 何储池

丹西街道瑶琳社区“孙茂芳储爱
超市”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014
年 9 月，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模式，把
志愿服务项目摆上“超市”货架，供居

民自己选购。志愿服务采取集中与预
约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每月的第一个
周六，即“五小”服务单位党员下社区
日，“储爱超市”集中开放，其余时间通
过电话预约等方式开展服务。

瑶琳社区与其结对的“五小”服务

单位，探索建立了“储爱”模式，各单位
通过开展服务赚取积分，其结对的困
难户则根据积分享受相应的服务。服
务越多，积分就越多，其结对困难户可
享受到“储爱超市”的物资供给就越
多，积分表通过上墙方式，提高了党员
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另一
方面，社区晒出困难群众的微心愿，服
务队也可主动开展微心愿认领，在服

务对接上更为有效。

目前，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已扩展
至 20支，服务项目也从原来 6个增
加到健康保健、家电维修、理发、心理
咨询等 12个，与传统服务模式相比，
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在充实

服务内容的同时，“超市”不局限于自
身发展，还送起了“外卖”，实施“三走
进活动”，走进敬老院、走进外来人口、
走进庭院，针对不同群体对象提供针
对性服务。在敬老院里，党员志愿者主
要给老人检查身体、健康关怀、生活照

料等；对外来人口则主要帮助外来儿
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学习辅导等，同
时还为一名外来人员解决了工资拖欠
问题。走进庭院，主要宣传“两创”精
神、宣导创建文明家庭和美丽庭院。

截至目前，“孙茂芳储爱超市”党
员志愿者共开展活动 58次，服务对象
260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5400份，维
修家电 200台，理发 130人，老年保健
750人，充分展现了党员志愿者的良
好形象，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县市场监管局：
“红盾先锋志愿服务队”在行动

丹西街道：“储爱超市”创新党员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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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盾志愿服务队联合民个协会开展野3窑5冶学雷锋活动

野小草冶服务队员在检查农用线路

通讯员 陈冠

“你们技术下乡志愿者，
给了我们养殖户很大帮助，
真的太感谢了！”东陈的一名
紫菜养殖户竖起了大拇指。
由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党员志
愿者为主要力量组建的现代
渔业技术党员志愿者工作室，
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利用周

末等业余时间，通过“面对
面”服务，为渔民提供渔业
技术应用与推广、渔业科技
入户指导、海洋捕捞技术指
导推广、水产病害监测与防
治、水产品质量检测等一系
列志愿服务行动，提高养殖
户技术水平。

而这项服务只是志愿者
“蓝色行动”的一部分。以
“践行志愿服务、传承雷锋精
神”为宗旨的现代渔业技术
党员志愿者工作室，成立于
2012年 7月，共有党员志愿
者 30余名，近几年已开展了
服务现代渔业、共建结对社
区、帮扶困难党员、蓝色护
海行动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共建社区送服务。开展
“社区是我家、服务为大家”
党员志愿者“微心愿”行动，

开展文明共建、新农村建设

等活动，累计参与党员志愿
者 70余人次，组织开展文明
劝导、植树造林活动，与联
系村和结对社区开展卫生整
治、五小服务先锋活动等。

结对帮扶送温暖。深入
结对帮扶点鹤浦镇，开展结
对帮扶送温暖慰问活动。志
愿者不仅为渔村送去音响和
家庭教育书籍等文化产品，

还采用“多对一”的方式将
后龙头村 4 名残疾人纳入爱
心助残活动中。每年春节前，

走访慰问双下湾村、小网巾
鹤湾村和流水岩村等困难党
员、群众，询问他们的身体、
生活、工作情况，并送上慰
问金。

保护海洋送蓝色。现代
渔业技术党员志愿者工作室
始终坚持“善待海洋就是善
待人类自己”的理念，积极

开展护海行动。每年“海洋
宣传日”，组织志愿者赴韭山
列岛、渔山岛、松兰山度假
区开展清洁沙滩活动。同时

为扩大影响面，深入渔区、
社区，上海岛、下船头，展
示保护海洋宣传图版、发放
保护海洋宣传小册等资料，
在全社会倡导形成“保护海

洋共护幼鱼”的良好氛围。

县海洋与渔业局：
“蓝色行动”践行志愿服务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蒋勇 陈晓敏

连日来，象山电力“小草”服务
队走进田间地头，对春耕排灌设施、
用电线路设备进行检修，指导农户
安全用电，确保农户春耕用电无忧。

象山电力“小草”服务队，这支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义务
服务群众 12年的学雷锋队伍，做的
事情很平凡，却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勿以善小而不为
在原大徐镇农电服务站工作的

蒋成祖和几名同事，经常主动帮助
农户检修电路、进行农排线路改造。
尽管工作零碎、故事平淡，实实在在
的举动赢得了群众的赞誉。随着社
会好评不断以及服务需求的提升，
2005年 7月，大徐供电所竖起一块
牌子，“成祖电力服务队”正式成立。
2010年 8月，正式更名为象山电力
“小草”服务队；2012 年 6 月，与象
山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合署运作，

共同面向社会开展服务。
用电困难找“小草”，其他困难

同样可以找“小草”。社会职业学校
国旗杆上的滚轮坏了，“小草”队员
知道后，在完成电路检修同时，顺便

也把滚轮修好了。队长俞明伟经常
对“小草”队员讲的一句话：“不要因
为事情小就不去做，小小善事做得
多了，也会有大效应。”

象山电力“小草”服务队成立以
来，已绿染象山的角角落落，12 支
分队涵盖象山 12 个供电所（服务
站），队伍扩大到 120余人。服务对
象也从原来的敬老院、军烈属、特困

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扩大到社
区、养殖户等特殊人群。

12年累计服务 7000次
目前，电力“小草”服务队已经

实现了全员参与、区域全覆盖、建设
统一化、服务品牌化、管理信息化、
值班军事化，凡是涉及客户故障报
修，营销增值服务、延伸服务和个

性化服务，爱心服务对象志愿服
务、公益服务等，都提供“小草”品
牌优质服务，并推出了“小草爱心
服务卡”。
家住文峰小区的金凌芳老人家

里的取暖器“小太阳”在忽明忽暗
了一阵子之后，便再也不会亮了。
子女不在身边，既不能爬高，也不
会检修电器设备，金凌芳老人想到
了电力“小草”那张绿色的爱心服
务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拨打了
“小草”服务电话，并在电话里面说
明了情况。

令她意外的是，不到 15分钟的
时间，4名穿着绿马甲、戴着小白帽
的“小草”队员，顶风冒寒从郊外赶
到了她家里。为了方便老人的生活
起居，“小草”队员们不仅更换上新
灯泡，还在房间和客厅安装了五个
固定插座。

据不完全统计，“小草”服务队
发放爱心服务卡 800余张，义务开
展各类用电服务 7000余次。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为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送去了

各类书籍，还配置了图书架，建起
“小草图书角”；关注、关爱、陪伴智
障及自闭症等特殊儿童，耐心和孩
子们互动，和他们一起做游戏；每年
坚持在茅洋开展植树绿化活动，在
客运中心、县府广场开展电力咨询
宣传活动……
“小草”服务队不仅在电力上服

务特殊群体，还热心参加各种公益
事业，把志愿服务延伸到服务民生
的全过程。俞明伟说，希望“小草”
能够不仅仅局限于电力相关的服
务，更应该建立服务全社会志愿服
务体系。

从建队至今，服务队共深入社
区走访 268 次，发放宣传资料
10000 余份，为孤寡老人、困难户维
修老化线路 5000 余米，更换、检修
老化设备 2000多个，累计义务服务
时间超过 1200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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