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寸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行动以养老机
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老人和居家经济困
难、高龄、失能老人为重点，按照“自愿结对、
就近就便”原则，健全志愿助老服务体系，实现
常态化、全覆盖。通过开展志愿助老服务，培
育青少年孝老爱亲、向善向上的传统美德，营
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孝老浓厚氛围。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形式，鼓励慈善组织、爱心企业赞
助支持，坚持市、区、街乡镇联动，精心设计三
级“寸草心”“手足情”公益项目，逐年安排、打
造精品。

“寸草心”

老少携手 青春之光暖夕阳

我市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寸草心”志愿助
老行动，对大中小学生进行慈善与志愿服务精
神、理念、服务技能及安全知识等教育；对志愿助
老服务带队教师、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进行专题
培训。依托“志愿汇”APP，指导10周岁以上学生
进行志愿者注册，18周岁以下的学生注册应在
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的协助下进行实名注册。
学校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对专项行动的志

愿者的管理、项目的发布和活动的开展进行直接
指导，结合项目需求和学生实际情况，组织大中
小学生走进养老机构和社区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心理抚慰、养生保
健、文体娱乐等志愿服务，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和
社区成为共青团和少先队重要的实践活动阵
地。各养老机构、社区要开发、提供适合大中小
学生的志愿服务项目和岗位，并认真做好志愿
服务记录工作，相关记录可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
同时，巩固和发扬区、街乡镇、社区（村）志

愿助老服务实践成果，继续创新实践、有机融
入。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社会组织
和各系统志愿者、居（村）民结合自身特长和职
业特点，就近与经济困难、高龄、空巢、独居老人
结帮扶对子，重点做好日常探访问需、迅速应急
救助和信息及时反馈等志愿服务。
此外，我市积极实施“寸草心”志愿助老公

益创投项目。着眼增强家庭照护能力，在全市
普遍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支
持品牌养老机构和专业社会组织深入社区或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组织举办失能老年人家
庭照护者技能等居家社区养老培训班，普及居家
护理知识和基本技能；优先支持青年志愿者等各
类服务团队主动落实国家和我市明确要求，开拓
体现时代特点、符合老人急需的创新项目。

“手足情”

夕阳相伴 互助共享心相连

全市各社区招募有志愿服务精神的低龄老
年人，使其成为“手足情”行动的主要力量。建立
健全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档案；根据实际情
况，精准确定接受志愿服务的老人并建立结对档
案。低龄老年人与高龄老人结志愿助老对子，遵
循就近相邻、便于应急原则，倡导同社区、同楼门
结对，定期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包括电话问候、
上门问需、聊天慰藉、送餐代购、意外防范、应急
救援以及通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平台反馈需
求，协助社区开展一系列互助服务活动。
围绕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志愿服务对子

设计项目。开展应急救助须知等居家养老赋能培
训；发挥社会组织优势，凝聚科技工作者、医务工
作者等专业人才，组织开展社区居家康复指导、普
及膳食营养技能等公益活动；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面向农村活力老人开展科技种植养殖技术
培训等，提高增收本领。
探索利用商业保险形式，对送餐志愿者进行

风险保障。各区民政局指导试点街乡镇，发动各
社区（村）委会建立健全居家经济困难、高龄、失
能、空巢、独居老人家庭档案，做到底数清楚、即时
更新；使上述每位老人都与志愿助老的低龄老人
就近结上“手足情”对子并签订网格员、低龄助老
志愿者联动助老协议。

“尊老育幼”

互助对子 志愿服务全覆盖

我市根据各区需求，为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对接邻近的大中小学校结成“志愿助
老对子”，开展“寸草心”助老结对。根据需要，由
各学校统一组织学生为本校老教师、老专家学者
提供志愿服务，结成“尊老育幼”互助对子；就近与
街乡镇、社区建立联系，为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功
能讲解等“智慧助老”志愿服务。各区民政局组织
各街乡镇，推广试点街乡镇“手足情”结对助老经
验，实现普遍建档、即时更新；即时结对、普签协
议。跟踪指导推动首批纳入“寸草心”“手足情”志
愿助老公益创投项目的实施。
同时，我市积极落实《天津市养老服务促进条

例》要求，建立养老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组织第三
方评估“寸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行动成效，总
结基层好做法、好经验，直面问题短板、研究深化

措施。宣传一批先进典型，讲好天津志愿助老感人
故事。推出新一轮“寸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公
益创投项目。研究制定居家社区志愿助老工作规
范，实现志愿助老常态化、全覆盖。
市民政局负责牵头制定活动方案，制定全市养

老服务机构、有关社会组织清单目录，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设计、实施市级“寸草心”“手足情”公益创投
项目，统筹协调各区民政局组织实施各阶段性工
作，加强日常指导和监督管理，组织第三方评估，协
调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统计汇总主要数
据，总结交流推广先进经验。
各区民政局牵头组织本辖区内志愿助老活动，

负责选择优秀养老服务机构、街乡镇、社区（村）作
为试点单位，组织指导试点单位和街乡镇、养老服
务机构开展志愿助老结对子活动；设计、实施区级
“寸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公益创投项目，做好志
愿服务项目运营管理和志愿者激励保障工作。加
强街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推进养老服务机构
专业社会工作岗位设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
专业社会组织承接相关辅助性工作。
与此同时，我市建立了市、区两级民政、教育、

共青团组织联席会制度，强化部门协同，完善工作
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和落实
本系统、本辖区志愿助老服务计划，细化工作措施，
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阶段性工作。加强宣传引
导，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和多方主体参与，推进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市民政局充分发挥市级社会组织公益创投专

项资金、社区公益事业专项补助经费及其他为老服
务经费的引导作用，鼓励慈善组织、企业和爱心人
士开展慈善捐助，支持助老志愿服务项目运营管
理。会同相关金融机构，探索“保险+公益+志愿服
务”保险模式，为志愿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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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有温度
——我市开展“寸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行动助力打造志愿之城

“志愿花”香满津城
擦亮志愿品牌

实现常态服务

和平区民政局

自今年4月起，和平区启动“寸草心”“手足
情”志愿助老行动以来，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团
区委密切配合，共同制定行动方案，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全区19所大、中、小学校“寸草心”志
愿团队与14家养老院结对，全区12个社区志愿
者协会“手足情”志愿团队与12家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结对，到今年9月份实现了全方位、常态
化志愿助老服务。
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是全国社区志

愿者组织发祥地。为充分发挥32年志愿服务
的传统优势，和平区对养老机构、社会组织、志
愿组织团队、志愿者、慈善公益组织进行了重
新规范、提升和加力，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志
愿助老模式。
一是养老机构“专业助老”。深入挖掘全区

养老服务机构的专业助老资源，鼓励做好周边
志愿服务工作，朗泰纳、益美等养老服务机构相
继建立了养老照护志愿者服务队。
二是社会组织“项目助老”。充分发挥和平

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作用，积极培育养老型社
会组织，通过公益项目推动志愿助老。目前，和
平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提供为老服务社会组织
28家，为老服务类公益创投项目43个。
三是志愿组织“团队助老”。支持助老型志

愿团队发展壮大，积极与高校携手建立实践基
地。目前，全区675家志愿者组织中超过半数
开展了养老服务。
四是志愿者“结对助老”。擦亮“爱心助空

巢”结对助老品牌，鼓励低龄活力老人与经济困
难、高龄、空巢、独居老人结上“手足情”志愿帮
扶对子，目前，志愿助老项目结对帮扶562对，
实现有需求的“空巢老人”应结尽结。
五是慈善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慈善助

老”。广泛发动慈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医疗
机构共同开展慈善助老系列活动，赞助支持志
愿助老公益创投项目，出资购买社会服务。
和平区自开展“寸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

行动以来，畅通了志愿助老的“最后一公里”，广
泛营造了养老、孝老、敬老的关爱氛围，有效提
升了和平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发挥专业优势

做优志愿服务

天津柠檬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近年来，柠檬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滨海
新区民政局的支持指导下，积极响应、精心组
织、全力参与，充分发挥中心社工人才优势，做
实做优志愿服务。一方面借助社工组织力，开
发、培育志愿服务骨干队伍；另一方面，以志愿
活动为牵引，以志愿者骨干为核心，精心培植社
区互助养老小组，共同营造社区自助、互助、公
助的养老服务生态和尊老敬老氛围。截至目
前，柠檬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天津科技大学
志愿者团队共开展“寸草心”活动8场、参与活
动500余人次、受益老人和家属千余人。
同时，服务中心利用连锁运营的21家老年

日间照料中心和服务网络，同步开展“手足情”
邻里守望相助、科技助力生活等系列活动1349
场，孵化76支由专人负责的社区公益长者互助
志愿服务小组，参与和受益6万余人次。

目前，柠檬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接“公建
民营”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已达21家，覆盖8
个街镇，服务辐射60多个社区（村）。服务中心
将会秉持“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理念，借“寸草
心”“手足情”公益之势，持续推动公益养老服务
常态化，着力在志愿队伍规范化、志愿项目品牌
化、志愿服务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上增能蓄势，努
力将“柠檬树”打造为老服务优秀公益品牌。

“一家亲”的助老情怀与行动

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者服务社

宝坻区民政局设立了“寸草心”“手足情”公
益创投专项资金，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者服
务社参与的项目得到了专项资金支持，获得了
“宝坻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为更好地聚焦为老服务，一家亲青年志愿
者服务社组织700余名志愿者与牛家牌镇、新
安镇的55个村庄的240余名经济困难、高龄、失
能、空巢、独居老人进行“多对一”结对子。这些
志愿者里面既有青年人，又有夕阳红志愿者。
为了把结对问需工作落到实处，一家亲青年志
愿者服务社专门制作服务联系卡。老年人有需
求，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一家亲青年志愿者
服务社接单后派出志愿者提供服务。目前，宝
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者服务社累计为55个村
240余名老人提供服务1500余次，累计服务时
长总计2万余小时。
在“多对一”结对子活动，针对这类老人普

遍存在的理发难、环境清整难等问题，组织志愿
者上门开展被褥拆洗、义务理发、义诊、扮靓家
园等活动。组织开展“寒冬送温暖·真情夕阳
红”主题志愿活动，为240余名经济困难老人送
去过冬新棉被。开展了“保护老年人群钱袋子”
“情满中秋，温暖万家”“亲情手牵手 关爱百分
百”等60余场主题助老志愿服务活动。根据老
年人的普遍需求开展了为老年人做一顿饭、为老
年人做一次个人卫生护理（理发、剪指甲、洗衣服
等）、为老年人完成一个微心愿等活动。在宝坻

区5家养老机构挂牌建立青少年志愿者实践基
地，组织青年志愿服务定期到养老机构开展“亲
情陪伴”志愿服务项目。截至目前，直接受益老
人2200人次，间接受益7000余人次。

寸草之心

情暖夕阳

椿萱茂·璟湾长者社区

近一年来，椿萱茂·璟湾长者社区与天津美
院共组织开展了35次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
们在这期间开展了多场教学，包括硬笔书法教
学、国画课堂、手机课堂教学、肖像画绘制活动
等。常言道：“美好总是稍纵即逝。”但在椿萱
茂，志愿者们用心留住美好，边画边与长辈们谈
心。一幅幅肖像画绘制的不仅仅是长辈们慈祥
的面容，更是一个个用岁月堆积出的故事，是用
时光绘制出的感人肺腑。一幅幅肖像画里，留
下的是岁月的痕迹，是亲情的交融，背后是深
情，更是感动。年轻人在助老中也受到了人生
教育，深深体会到：“寸草心”活动实质是老少互
相受益的爱心传递，这在课堂上是得不到的。
椿萱茂·璟湾长者社区在严格落实防疫措

施的基础上，持续搞好“寸草心”活动。11月7
日大雪纷飞，但是美院的志愿者们依旧前来椿
萱茂·璟湾长者社区为这里的长辈教授绘制梅
兰竹菊的技巧，一笔一画，伴着墨香，温馨又美
好。国画绘制、硬笔书法、楷书字体练习，自
2021年年初，美院志愿者便开设这些课堂，到
目前为止，志愿者们为长辈开展这样的课堂已
经有30余次，一直在坚持，从未有过间断。
椿萱茂·璟湾长者社区的长辈在生活中也

从未停止学习与成长。每周五下午，美院志愿
者们都会来到椿萱茂·璟湾长者社区，为长辈们
一遍又一遍讲解手机的使用方法，从了解到熟
练，从不会使用到日趋娴熟，长辈们收获颇丰。
美院志愿者们在椿萱茂·璟湾长者社区的

实践活动，使长辈们在书法、国画绘制方面都有
了很大的收获，现在这里的长辈们都可以绘制

完整的国画，用楷体书写完整的诗句，飞速的成
长离不开小老师们的耐心教学。今后，椿萱茂·
璟湾长者社区还将拓展志愿服务内容，增加活
动次数，更多地了解长辈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相
关的喜好，为社区的长辈设计多种活动。

在志愿助老中锤炼青春担当

天津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高校是青年人才聚集地，理应成为志愿服
务的生力军。当前，智能设备缴费、购物、出行
等已成为日常，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且
深刻的变化。当年轻人轻易就能享受到数字化
带来的种种便利之时，一些老年人却面临着不
会用、不敢用智能设备的难题。针对这些问题，
天津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与滨海新区海泽
苑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多次合作，举办“寸草
心”志愿助老活动，进行了“玩转手机”“回味童
年”“唱支山歌给党听”“共度中秋共赏月”等活
动。先后有61名青年大学生踊跃参与进来，一
共帮助200余名老人。
青年志愿者们耐心地教会了社区老人们如

何使用微信与亲人朋友联系，如何通过网络购
物应用平台购买心仪的物品；进入孤寡老人的
家里与老人一起包粽子，做月饼，让他们在节日
期间也感受到亲人陪伴的温暖；和老人们一起
游戏，回味童年；与老人们合唱红歌，祝福祖国
等等。通过“寸草心”助老活动，志愿者们真正
走进了老人们的生活。我们在把关怀带给老人
的同时，也传递了爱心，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也更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长辈。
在“寸草心”助老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凭

借着自己的双手、头脑、知识、爱心志愿服务给
予老人们更多的关心与关爱，帮助他们消除内
心的孤单与寂寞，丰富了社区老人们的精神文
化与娱乐生活。而活动本身又为学生们提供
一个关怀、陪伴老人的机会，能更进一步地去
弘扬“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净化心
灵，锤炼品格，让参与者学会关爱他人、尊老爱

老，逐步成长为热爱生活、具有社会担当与社
会责任的新青年。

盈盈寸草心

暖暖手足情

河西区西部片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河西区西部片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由中民
聚康（天津）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在市、
区民政部门的指导下，组织“互助养老团队”，招
募社区年轻“小老人”服务半自理、不能自理的
“老老人”。从招募社区邻里互助员，到开展互
助员培训；从简单的志愿送餐到户，到专门的上
门心理慰藉，团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雏形
一点一滴成长到一支拥有384人的志愿团队，
从盈盈寸草长成为老人遮挡风雨的茂盛大树。
团队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助老志

愿服务活动：如正月十五组织联欢会、中秋节组
织茶话会等，每个主题活动参与人数均达200
余人；入户“送服务”活动，包括上门送餐服务、
代买代购服务、精神慰藉服务等多种形式。通
过开展互助小组建设，团队组建互助小组24
个，对201名独居老人进行结对帮扶；依托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载体，团队组织开展手工制作、志
愿者培训、手机课堂培训、中医养生讲座、法律
知识讲座等文娱活动，现已开展10余大类文娱
活动，每类活动平均受益人数近500人。
在团队志愿服务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批感

人的先进事迹，涌现出一位位热心的互助员，杨
恩义就是其中一员。74岁的杨恩义自退休后
一直热心社区公益事业，无论是换水管、修电
路、通下水，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做、不会做、不愿
做的。家住同小区的付奶奶是一名孤寡老人，
杨大爷自从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常常上门探
望。看到付奶奶家电器坏了，他便发挥自己的
一技之长，帮助付奶奶修理。团队中像杨大爷
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
无私奉献的服务理念，用自己的一颗热忱、正直
之心温暖身边的人。

助老志愿服务在行动

和平益美嵌入式社区养老院

和平益美嵌入式社区养老院在市民政局的
指导下，在和平区民政局和五大道街道办事处
支持下，积极探索“寸草心”“手足情”联动志愿
助老服务新模式，充分发挥纽带作用，积极链接
周边社区老年志愿者和大中小学校师生，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志愿助老活动。
今年5月28日，作为“寸草心”“手足情”志

愿助老行动的对口签约单位，益美嵌入式社区
养老院与天津市实验小学联合举办了“忘年交，
校友谊，寸草心，手足情，庆六一，颂党恩”暨耄
耋老人重返校园活动。活动中，实验小学的同
学们为爷爷奶奶们戴上红领巾，重温了庄严的
入队仪式，实验小学的优秀教师还为老人们上
了一节精彩的党课，老人们在重温课堂生活的
同时，也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
1948年毕业的市实验小学老校友陈以愉

对此次活动深有感触：“活动唤起了我儿时的
回忆，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天津还没有解放，学
校的条件差、设备落后，教室简陋，夏天热、冬
天冷。现在好了，实验小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环境优美，师资队伍壮大，我非常羡慕他们
的幸福生活，希望他们珍惜学习时光，热爱党，
热爱祖国。”

志愿之城，是天津的一张鲜

亮名片。32年前，全国第一家

社区志愿组织就诞生在天津市

和平区朝阳里社区。两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朝阳里社区

视察，为天津志愿服务点赞并

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对

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打造天津志愿服务

品牌，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市民政

局、市教委、团市委、市少工委

自今年4月起，联合启动了“寸

草心”“手足情”志愿助老行动，

通过“少助老”“老助老”等形

式聚焦助老服务，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

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