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志愿者服务提出殷切
希望，强调要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用爱心温暖需要帮助的人，努力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向善，为实现中国梦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是行为的标准。
2017 年 9 月，国务院颁发《志愿服务条例》，内蒙
古全面贯彻条例精神，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推动全区志愿服务工作更加持续深入地开
展，不断强化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建设。

自治区级和盟市、旗县都建立以文明委为领
导机构，文明办为牵头单位，各部门分工负责、协
作共建的组织领导体系。先后制定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深入推进社会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建设
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志愿者工作方
案》《内蒙古自治区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内蒙古
关于支持和发展全区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关
于加强内蒙古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
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等，明确了志
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服务记录、嘉许回馈等
系列制度，形成了志愿服务网络工作格局，进一
步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与此同时，建立内蒙古管理系统平台，在志
愿者注册、活动组织、信息展示、星级评定等方面
畅通志愿参与社会服务的便利化渠道。

在统一标志、制度制定、队伍组织等方面做
了明确要求，结合实际在文明交通、环境卫生、文
明旅游、医疗服务等方面打造专业志愿服务站
点，大力开展专业特色志愿服务活动，以打造重
点领域标准化志愿服务站点为引领，带动全区商
场、酒店等社会化服务场所加强站点建设，并以
此为依托推动志愿服务社会化、群众化。

目前，共建立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景区景
点、窗口单位、公共场所志愿服务站 10209 个，为
志愿服务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积极推
进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在内蒙古博
物院开展了“博物弘文、守望相助”学雷锋志愿服
务系列活动，每年组织评选最美志愿者、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等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一直以来，自治区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
坚持在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上下功夫，积极搭
建志愿服务活动平台，探索建立制度机制，确保
志愿服务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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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志愿
服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志愿服务
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抓手，志愿服务是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全方位培育志
愿服务文化至关重要。

全区各地通过“基层大讲堂”等平台，将志愿
服务作为市民教育的重要环节，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赋予志愿服务以深厚
的传统文化内涵，激励人们的德行义举，培育全
社会的志愿服务文化自觉。

组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
信等网络新兴媒体，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和
微博、微信、微视、微电影等形式，大力普及志愿
服务知识，推介志愿服务经验，宣传优秀志愿服
务集体和优秀志愿者典型事迹。

加大志愿服务主题公益广告的制作刊播力
度，生动形象诠释志愿服务精神，传播志愿服务
理念。各级各类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志愿
服务活动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志愿服务
活动中来。呼和浩特晚报携手伊利集团共同打
造的“爱在身边•爱心支教”公益活动已经成为
志愿服务品牌活动；内蒙古电视台积极介入公益
领域，雷蒙健康小屋、雷蒙读书会等一系列公益
活动的开展，使得“雷蒙公益”已经成为响亮的公
益品牌；“内蒙古芸公益协会”的成立，凝聚了众
多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北方新报积极主办各类公
益活动，正能量不断凝聚，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公
众积极投身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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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蓬
勃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志愿服务
行列，“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
者”正在逐渐形成氛围。截至目前，我区
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愿者人
数达到 213 万人，在团中央志愿者志愿会
注册系统注册的青年志愿者达 192 万人。

每 个 时 代 都 有 人 们 崇 尚 的 精 神 坐
标，她激励人们朝着文明进步的目标执
着前行。近年来，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全国、全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精神要求，精神文明建设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进一步推进工作制度化建设，完善信息
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培训，打造专业队
伍，建设标准化阵地，不断丰富和发展新
时期志愿服务活动的内涵和形式,推动
志愿服务工作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
硕果累累，托起草原儿女的精神高地和
文明家园。

在公交站点、拥堵路口，他们冒着凛凛寒风疏导交通，向行动不便的行人伸出援手；在敬老院，他们为老人包饺子、理发，为老人送去关心和温暖；在社区，他们扶危济困、
扶弱助残，为困难群众点亮希望之灯⋯⋯他们用心帮助每一个人，用爱温暖一座城。虽然年龄、职业、经历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近年来，我区志愿服务工作蓬勃开展，志愿者已经成为我区文明城市创建、大型体育赛会和各类公益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我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本报联合自治区文明办综合处推出专版，通过对全区志愿服务工作成绩和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事迹的深入挖掘，全面展示我
区志愿服务者的风采，带领读者共同领略我区志愿者照亮的角落，感受志愿之花开满草原的温暖与感动，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奉献、友爱、互动、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践行志愿服务理念 绽放精神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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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
们或文明交通劝导，或走上街头捡拾垃圾、
清除小广告，或走进嘎查村(社区)扶老助
残、走访助学，小事大情中，他们用行动传
递着真情，用奉献书写着大爱，用双手传播
新时代正能量，用行动续写文明乐章。

品牌就是力量，力量来源于品牌。“关
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德润草原·文明之
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带文明上路·携
安全回家”“保护山川河流·爱护美好家园”

“阳光助残行动”等系列专业品牌志愿服务
活动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增加了志愿
服务在群众中的支持率、知晓率和认同率。

各地各级卫生、法律、文化、环保、消
防、助残等部门组建专业志愿服务队伍，以
社区为阵地，制定方案，在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家庭美德、文明交通等方面，积极组
织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清明节，全区各地与民政部门联合开
展文明祭祀活动；中秋节、重阳节，志愿服
务组织发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倡议；雷
锋日，举办大型学雷锋志愿服务再行动活
动⋯⋯

吕海英出生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一
个农民家庭，22 岁到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打
工。怀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想法，走
进空巢老人石奶奶家里，建立起了“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感情。当奶奶询问吕
海英“是否可以经常去看看其他空巢老人”
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就这样一
个简单的“承诺”，让她从 1994 年起，将公
益事业作为人生的业余爱好，一个猛子扎
进志愿服务的“大海”。

家住呼和浩特市的王舒韵，年过 60，
热衷在网络上传播正能量，很多网友被她
的故事所感动：坚持献血 20 多年；用多年
积蓄帮助呼伦贝尔市一个从未谋面的残疾

女孩买了电脑，鼓励她自强自立；为浙江省
苍南县贫困山区一个得了绝症生命悬于一
线的孤儿慷慨解囊，奔走呼吁⋯⋯网友们
亲切的称她为“娘家”，都说一定要像王舒
韵一样做一个热心服务社会、不求回报的
人。

今年 55 岁的贺惠娟，是乌海市乌达
区矿务局黄白茨煤矿买断职工。退休后，
闲不住的贺惠娟，在大家扶持下，成立了
乌海市乌达区手牵手爱心协会。今年 8
月，在梁家沟街道永昌社区成立了贺大姐
工作站。多年来，她以服务社会为己任，
带领乌达区手牵手爱心协会这个大家庭，
心系困难、患病、孤寡、贫困居民和外来务
工人员，送米送面、捐钱赠衣，以解燃眉之
急；心系一线职工，逢年过节主动为消防
队、环卫、综合执法、公交公司等一线单位
职工送粽子、包饺子，带去广大群众关爱
与祝福；心系群众出行，每当小区内、街道
上路面有破损时，主动拿起铁锹、带上材
料，修补破损路面，为附近居民出行提供
方便。

这些先进典型，或以英雄的壮举，或
以不平凡的善行，或以正义的力量，或以执
着的坚守，不计名利、不期回报，与人为善、
助人为乐，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践行
志愿理念。一名志愿者这样对记者说：“每
一位市民，既是城市进步的创造者，更是受
益者，都有责任、有义务投身志愿服务，用
更加文明的行为打造草原‘文明名片’。”

蒙古族歌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
事乌兰图雅对记者说：“每一位市民，既是
城市进步的创造者，更是受益者，都有责
任、有义务投身志愿服务，用更加文明的行
为打造草原‘文明名片’。在文艺志愿服务
事业中，我始终感到身上肩负着文化责任、
社会责任，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感染、温暖、

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2016 年 7 月 30 日上午，一场主题为:

“关爱陪伴抗战老兵 走进武警支队”的慰
问活动正式开始。

7 位抗战老兵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分别
走上台慷慨激昂的诉说着自己参加革命，
报效祖国的亲身经历，把大家带回到那段
可歌可泣的战争年代，活动中大家通过与
老兵们亲切的交谈与互动，让老兵们感受
到了来自党和社会的关注与关怀。

此活动，是通辽市科尔沁志愿者协会
2014 年发起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服务项
目内容之一，从发起活动到建档开展活动，
短短 4 年多时间里，科尔沁志愿者协会由
走访到关爱抗战老兵做了大量工作，开展
主题活动 11 场次，邀请老兵 20 余人，参与
群众千余人，团队付出了辛苦的努力，让老
兵们真切感受到来自党与社会的温暖。

在巍峨绵延的阴山脚下，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供电分局，活跃着一支以“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办难事”为服务宗旨的
绿野志愿者服务队。6 年来，他们坚持走
访慰问“结对帮扶”困难企业职工，开展“金
秋助学”活动，关怀空巢老人和残疾人，为
残障儿童开展“爱心”募捐活动，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成立创卫志愿服务队，清理城市

“牛皮癣”、清洗公共场所⋯⋯
这样的服务项目、服务组织、服务社

区还有很多。满洲里市暖城之家义工联合
会“助”福额吉——草原助老志愿服务项
目、包头市自强公益协会“授渔”弱势群体
创业扶持公益项目、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阿勒腾席热镇“社区暖心事”⋯⋯他们身
体力行，生动阐释了志愿精神的内涵，也为
我们的新时代增添了高度，为我们的社会
增加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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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晚上 10 点 56 分，全区学雷锋志
愿服务骨干培训班微信群热闹起来。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善行团公益基金内蒙
古分会黄建兵，终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在微
信群里分享了一组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给贫苦
户送爱心衣服的照片。各地志愿者协会纷纷向
黄 建 兵 发 起 邀 请“ 欢 迎 来 乌 海 ”“ 欢 迎 来 锡
盟”⋯⋯

“筑学•筑梦”“国际残疾日”⋯⋯各类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信息、照片，每天夜间都会被分
享到微信群里。

实践证明，打造专业化志愿者服务队伍，有
利于提供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人性化的志愿服
务，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共同营
造“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守望互助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自治区集中组织了全区学雷锋志愿
服务骨干培训班 3 次，累计培训 1000 余人次。
开展了志愿服务助力精准扶贫专题培训，动员各
级志愿者和组织参加脱贫攻坚。同时，根据志愿
服务项目的要求，安排项目牵头部门通过集中辅
导、座谈交流、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志愿者进行志
愿文化和知识技能培训，不断增强志愿者的服务
意识，规范志愿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提高服务技
能和实效。

依托志愿服务培训基地开展管理员、骨干志
愿者、赛事志愿者培训会 200 余场。

组织专业队伍深入社区开展消防、法律、交
通、文化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培训 500 余场。

组织爱心协会、蓝天医疗志愿服务队、应急
救援救护服务队等 100 余个社会组织深入社区、
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志愿者基础知识》《应急救援
救护知识及技能培训》等方面培训 1000 余场。

志愿服务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如今，草原大地上志愿服务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社会参与面逐步扩大，服务领域更加广泛，优秀
志愿服务队纷纷涌现，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良
好社会风尚已形成。我们相信，通过不懈奋斗，
内蒙古的明天会更好、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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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和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文明办《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部署要求：

10 月 29 日，鄂尔多斯市乌审
旗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正 式 揭
牌。这是自治区首家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

11 月 23 日，满洲里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揭牌仪式在市体育
馆举行。

在行动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