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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义工"是英文
30456)778

的中文译法#起源于
9:

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

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
9$$

多年#本质是服务社会#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

酬"%

我国内地的第一个义工团体是共青团深圳市委发起的深圳市义工联合会# 成立于

9::$

年
.

月%

-$$"

年之后#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全国各地的一些网民利用论坛$贴吧等网络平台#

在网上聚拢在一起#又一起走进现实生活#自发组成各自的义工组织#开展公益活动%那个

时候#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几支义工队伍#甚至还发展到一些县城和城镇%

周口的第一支义工组织也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

年
<

月
;

日#

"

名现实中素不相

识的网友从网络上走下来#发起成立了!周口爱心义工联合会"%

尽管他们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地服务社会#但当时的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

实&在民政部门未注册成功#还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民间团体%

-$$:

年
=

月#普通公务员展翱加入到周口义工组织#并很快成为义工管理者之一% 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的他努力推动周口义工组织走上正规化和合法化%经过不懈努力#

-$9$

年

9

月#周口义工组织通过周口市民政局审批#正式注册成为周口市社工协会义工工作委员

会%

自此#展翱便一直担任周口义工组织秘书长%

!!!!!!

在
-$$:

年
=

月以前!

9:;$

年出生的展翱

还是一名公务员!每天有规律地工作"有规律

地生活!日子波澜不惊"毫无激情#

-$$:

年
=

月的某个周六! 展翱漫无目的

地在街上闲逛$行至周口市中心城区七一路与

中州大道交叉口时!他看到几个身穿红马甲的

人正在发某公司的广告宣传页$其中一人把一

张宣传页塞到他手里$

%你们是干啥的& '展翱随口一问$

%我们是周口义工$ '那人回答$

义工还上街发广告宣传页&展翱对此有点

不理解$ 经过详细询问!他才知道义工在通过

这种方式筹集公益活动经费$

了解了周口义工组织后! 展翱深受感动!

决定加入义工组织!和他们一起自愿"利他"不

计报酬地服务社会!同时也给自己的生活增添

一些色彩$

展翱积极参与义工活动并很快在各种公

益活动中崭露头角$

-$$:

年
;

月!在义工组织

对郸城县王如事一家的帮扶活动中!展翱的表

现极为突出$他也因此被大家推选进义工组织

管理层担任理事$

成为义工组织一员

!!!!!!

在参与组织的管理和公益活动中!展翱发

现了周口义工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

周口义工组织未通过民政部门审批!不

是正规的社团组织$ 虽然出发点是基于公益

和慈善!但如果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健全的

组织保障!开展各项工作就会面临很多问题(

国家对募捐活动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

义工组织是没有资格搞募捐的! 也无法设立

公共基金账户! 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其募捐活

动的真实性和善款的使用情况持怀疑态度(

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加入者凭

一时的热情参加活动!没有长久性!有的人甚

至在加入以后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公益活动(

义工组织缺乏明确的"长远的目标和计划!

公益活动有可能因人员的流动而发生变数!新

老义工接替完成公益活动无保障(

))

针对这些问题! 展翱在组织各种公益活

动!扩大义工组织影响力的同时!还积极与团

市委"民政局等部门接触!争取将义工组织规

范化!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经过展翱的不懈努力! 在有关部门的积

极协调下! 周口义工组织于
-$9$

年
9

月通过

周口市民政局审批! 注册成为周口市社工协

会义工工作委员会$

%现在!它还是周口唯一一家获得审批的

义工组织$ '展翱说!正规化"合法化是义工组

织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动义工组织走上正规化

!!!!!!

义工组织走上正规化之后! 展翱和

其他义工组织管理人员开始健全组织体

系$

他们加强了义工组织的机构建设 "

项目建设和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了议事

机制和决策机制!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

划分 ! 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

系$

他们科学分配了义工岗位! 以发挥

个人专长" 提高义工服务质量" 增加义

工服务项目为目的! 广泛宣传义工工作

的意义! 拓宽义工招募渠道! 吸收年轻

且有较高文化及有一技之长者加入义工

队伍$

一系列的改革之后! 周口义工组织

进入高速发展期$

在随后如火如荼的长期帮扶活动中!

展翱意识到! 义工组织要想长久健康地

发展! 要想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必须打造一些公益项目并使之成为品牌!

以项目促进组织发展$

得到大家的支持后! 展翱和同伴们

打造的第一个公益项目是 %

-$

帮
9

'$

所谓的 %

-$

帮
9

'! 并不是绝对意义

上的
-$

个人帮助
9

个人! 其实质就是多

帮一$ %我们的 *

-$

帮
9

+ 的对象是那

些因病, 因灾致贫返贫的家庭$ 这些家

庭属于突发个案! 很多还不属于公共政

策救助范围! 所以! 我们拾遗补缺! 把

他们确定为我们的救助对象$' 展翱说!

%

-$

帮
9

' 旨在发动社会爱心人士! 采取

%多帮一' 的形式来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

的燃眉之急$

先心儿童李文文" 下肢瘫痪女孩金

环" 烧伤女童杨嘉禾))都得到 %

-$

帮

9

' 的帮助 $ 目前 ! %

-$

帮
9

' 长期帮

扶的家庭有
<$

多家 $ 该公益项目从开

展到现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获得

了 %河南省第二届志愿服务优秀项目

奖'$

展翱和同伴们打造的第二个公益项

目是 %健康社区公益行'$

展翱在与川汇区金海路办事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联系医疗服务时! 无意中

了解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内

容$ 展翱敏锐地觉得! 义工组织可以和

社会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卫生服务$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是政

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

题! 以儿童" 孕产妇" 老年人" 慢性疾

病患者为重点人群! 面向全体居民免费

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医护人员少" 辖区人员多$ 这个问

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开展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展翱说! 而义工组织有很多志愿者! 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结合! 恰恰弥补了

义工组织缺项目" 社区医院缺人手的问

题$

于是! 义工组织与金海路办事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拍即合! 成立了医疗

服务队! 推出了 %健康社区公益行' 公

益项目$

如今! 这支特殊的医疗队! 以平均

每月一次的频率在金海路办事处开展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 获得金海路办事处居

民的一致好评$

除了 %

-$

帮
9

'"%健康社区公益行'

外!展翱和同伴们还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

活动!组织高校志愿者到川汇区周边乡镇

小学开展爱心课堂活动!联合政府各职能

部门定期开展应急知识"环境保护知识"

交通安全法规等宣传活动))一个个公

益活动的开展! 使得周口市社工协会义

工工作委员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

-$9$

年
9-

月 ! 周口市社工协会义

工工作委员会被河南省志愿者工作领导

办公室" 河南省文明办" 共青团河南省

委员会评为 %河南省志愿服务示范

站'! 并荣获 %河南省首届民间团队服

务之星 ' 称号 (

-$99

年 "

-$9-

年连续

两年被周口市人民政府评为 %慈善工作

先进集体'$

团队获得荣誉! 展翱以此为荣$ 展

翱表示! 他将继续承担社会责任! 用满

腔热情书写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执着和热

爱$

精心打造公益项目品牌

义工在宣传应急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