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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江西省德兴市曜阳志
愿服务队经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批准成
立，经德兴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目前，
志愿服务队有志愿者526人，拥有完善
的运营机制，发展稳定的志愿服务项
目，在社会上形成较好的品牌影响力。

“一老一小”是德兴曜阳志愿服务
队的工作重心。养老志愿服务积极走
进社区，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服务上门、
温暖上户、关爱进家等关爱活动。坚持
开展“阳光家园”“暖心嫂”“居家有爱”
等活动，为260多位失独、孤寡、残障老
人建立档案，进行定期的上门服务。志
愿服务队开展的“生日不寂寞，关爱孤
寡老人”项目，获江西省红十字会第二
届“携手为人道”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二
类项目奖。

德兴曜阳志愿服务队主动适应新
时期社会工作发展要求，通过完善“志
愿者+社工”服务机制，融入基层治理
的方方面面，在疫情防控、社区活动、环
境整治、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据统计，组织参与活动 220 余项
次，组织3100余人次参加活动，登记时
间银行服务时长达 28400 多小时。通
过不断发展壮大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多形式、多渠道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460 多名铜矿街道曜阳养老志
愿者积极参加社区群防群治，让“您一
叫，我就到”“您有忙，我来帮”的“小喇
叭”响起来，积极打造了“邻里守望”多
元参与的和谐社区建设机制。花桥镇
曜阳志愿者开展“爱心点亮梦想”公益
活动，关爱儿童成长，由社会爱心人士
认领“梦想清单”，助力 40名儿童实现

“微心愿”。同时德兴曜阳志愿服务队
入驻了德兴市社会治理中心，设立窗
口，参与矛盾纠纷调解；还加入了德兴

“平安义警”，成为推进警民联合、共创
平安幸福家园的勇敢实践者。二是配
合社区工作，营造志愿服务良好氛围。
积极组织参加社区宣教活动，如“学雷
锋志愿周”“树文明新风，拒高价彩礼”

“文明祭祀，杜绝野外用火”、助力高考
等近 30 场次，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三是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战斗在

“疫线”。曜阳志愿服务队前往隔离点
厚福大酒店和德婺宾馆，承担起买饭、
送饭、送水、收拾垃圾等职责，确保隔离
人员能安心生活。志愿服务队主动在
现场维持核酸采样队伍秩序，耐心解答
群众问题，主动指导群众扫码录入信息
等，确保核酸检测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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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红十字会、湖北英山县红十字会、陕西延安宝塔区红十字会、

江西德兴曜阳志愿服务队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大力宣传、倡导志愿者积极

参与社会服务和养老服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整合当地资源，探索创新

了一系列先进曜阳志愿服务经验。

为精准对接老年居民群众需求，让红十
字助老志愿服务真正“滴灌”到社区楼门，精
准把居民的需求“兜”上来，天津市和平区红
十字会同民政部门创新志愿服务网络平台，
居民在平台发布需求信息，由志愿服务队或
志愿者提供服务，实现了老年居民需求和志
愿者的精准对接，不断提升老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2021 年，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在第七届
全国养老服务论坛上为和平区朝阳里社区
授曜阳志愿服务队旗，助推朝阳里社区打造
曜阳朝阳养老服务品牌。曜阳火种志愿服
务队、卷讯养老服务队等成为市红十字会直
属社会组织，有效延伸红十字组织
服务手臂。

天津市红十字会在养老服务
中探索“五位一体”服务模式。一
是养老机构“专业助老”。以社区
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为支点，将助
医、助洁、助浴、助急等无偿、低偿
服务延伸至居民家中，以监管促规
范、以标准为引领，通过“8910”综
合养老服务平台、智慧养老服务地
图资源手册，双管齐下推进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建立服务标准，规范健
康发展。二是“爱接力”志愿助老。
将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传统优势
与养老服务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
来，重视银龄力量，低龄老人帮助
高龄老人。社区通过时间银行、积
分兑换、表彰先进等形式，支持助
老型志愿队发展壮大。三是“博爱
家园”项目助老。社区积极开展以

健康服务、大病医疗救助为内容的“红十字
送健康”活动，通过公益项目推动志愿助老。
四是“适老化”改造助老。按照“一小区一
策”“一楼栋一策”“一家庭一策”原则，进行

“适老化”改造，为社区老人提供精准化、精
细化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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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赞助支持志愿助老公益创投项目，组织
专业机构对自理、半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
老人家属开展家庭养老培训，提升家庭照护
能力。同时通过打造“公益集市”品牌，开展
设点服务、跳蚤市场、义卖集市等形式，整合
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服务。

2015 年来，总会累计向英山援建
各类红十字项目193个，项目款物超过
1.5 亿元，受益群众超过 30 万人次，红
十字精神家喻户晓。其中，总会事业发
展中心从人、财、物大力帮扶英山，援建
项目款物达 800 万元，“曜阳关爱行
动”“曜阳养老”走进英山，养老志愿组
织和养老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红十字曜
阳养老工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江丹高度
重视英山养老工作，多次来英山调研。
2022 年 3 月 30 日，江丹和中国老区建
设促进会领导，率领阿里巴巴、京东等
企业家开展“曜阳关爱行动—走进英
山”公益活动，专门为英山“量身定制”
了一批帮扶项目，为英山的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在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的
支持下，曜阳养老品牌辐射全县，引领
养老体系改革，探索带动了农村养老
和社区养老相协同、公益性服务和市
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曜阳模
式”。

曜阳养老食堂，暖心又暖胃。水口
村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大部

分老人存在三餐没保障、饭菜质量差、
营养不均衡等问题。总会事业发展中
心率先在该村建设曜阳养老食堂，并承
担后续运行部分费用。采取“政府补一
点、社会捐一点、村里贴一点、个人出一
点”四点运营管理模式。食堂采取低价
收费标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失能
老人免费上门送餐。

曜阳养老服务站，温暖又温馨。英
山县有299个行政村，且各村以老人居
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支持全县曜阳
养老服务站配备养老服务设备，为 25
个养老服务站添置了B超机、血压仪、
远程医疗设备、按摩椅、二胡、书籍等用
品，为老人打造养老保健休闲娱乐一体
的温馨之家。

曜阳养老社区中心，敬老又助老。
英山县有 10 个城镇社区，社区养老备
受关注。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在温泉社
区引资打造曜阳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面
积约 800 平方米，即将启动运营，全力
争创一流曜阳养老示范基地。该中心
可提供公益保健性服务、咨询帮扶型服
务、上门个性化服务。

近年来，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将延安市宝
塔区选定为曜阳志愿服务试点，多次组织力
量调研指导社区红十字志愿者招募、建立队
伍、积极开展以社区养老、应急救护、健康教
育等志愿服务，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规
范化和系统化。2021年6月，总会事业发展
中心江丹主任亲临指导，并为宝塔区6个社
区红十字曜阳养老志愿服务站授牌。

2021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莅临市场沟小学
和王家坪社区，给予高度评价，宝塔区红十
字会紧紧围绕“六个老有”，在社区养老服务
上下功夫、求实效，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一是实施“老有所养”工程，满足老人生
活需求。依托基层红十字会会员、会员单位
及个人会员、志愿者参与，为独居、失能、高
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
藉、住院陪护等服务。目前，王家坪社区 6
名社区助老员，向 11名生活困难老人提供
养老服务、马家湾社区为6名生活不便老人
提供照料服务、凤凰山社区累计进行爱心捐
助、心理疏导、公益帮扶等活动 53次，上门

服务63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是设立“老有所为”岗位，体现老人自

身价值。全区设立红十字老年理论宣讲、文
化文艺、调解纠纷、交通疏导和法律援助等
9类特色服务岗位，让老年人发挥余热，为
社会再做贡献。

三是落实“老有所医”服务，保障老人健
康。组织辖区应急救护师资，开展应急救护
知识技能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
累计开展培训50余次。为辖区老人普及医
疗、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提高老年群
体安全意识、应急救护水平。联合社区卫生
院基层红会和医院基层红会，开展“逢九”志
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老年人义诊、免费体
检、健康讲座、康复理疗等志愿服务活动 47
次。

四是打通“老有所教”渠道，提升老人整
体素质。整合各级文化活动场所、师资、课
程、平台、机构等老年教育资源，六个社区共
开展知识讲座 34场，普及法律、医疗、救护
等知识，提高了老年教育现代化水平；志愿
者协调图书馆、科技馆、纪念馆等科普基地
向老年人免费开放 29次，推动全社会共同
参与老年教育。

五是提供“老有所学”场所，促进老人自
我完善。积极引进周边教育资源，将陕西电
大延安分校教学资源引入社区，由社区提供
活动场所，红十字志愿者组织开展娱乐健
身、培训班等活动，先后举办老年人书法、广
场舞等培训班4期，参与老年人106人，让社
区成为老年人的大学堂。

六是搭建“老有所乐”平台，增强老人幸
福指数。红十字志愿者组织群众组建健身
操、乐团、秧歌等 12支老年人文艺活动队，
常年在文化广场活动。目前，王家坪社区推
荐秧歌队等外出参加演出5次，举办社区小
春晚、乒乓球、象棋比赛等活动10余次。

天津市红十字会

积极探索片区化、规模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延安宝塔区红十字会

全面推动红十字社区养老工作高质量发展

英山县红十字会

擦亮曜阳养老品牌 传递红会人道温度

德兴曜阳志愿服务队

用爱服务 筑梦远行

为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援建的水口村曜阳养老活动中心志愿者之家揭牌。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曜阳养老志愿者
看望独居老人。

江西省德兴市曜阳养老志愿服务队承担社
会责任，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天津市红十字会开展“博爱暖津城，人道惠民
生”纪念活动。

江西省德兴市曜阳养老志愿者为孤寡老人
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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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曜阳志愿服务站、服务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
度重视养老和志愿服务工作，并对两者有
机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
……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有更多作
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明确
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
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
老服务。”

当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就要认真总结养老志愿服务的经验，宣传
和推广先进典型，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
机结合，在生活照料、医疗健康、精神文化
等方面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人性
化的优质服务。

红十字参与养老服务，探索开展养老
志愿服务，是发挥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作

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形式。多
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始
终将养老作为核心业务，通过兴办曜阳养
老机构、倡导养老志愿服务、开展曜阳关爱
行动、建设曜阳支持平台等方式，逐步形成
了“曜阳养老”服务体系，团结社会各界力
量共同参与，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
发展。

曜阳志愿服务致力于将志愿服务与
专业服务相结合、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相
结合，满足老年人对养老和志愿服务的多
样化需求，涌现出了很多的感人事迹和先
进典型。2022年，在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的
支持和帮助下，德兴曜阳养老志愿服务
队、延安市宝塔区向阳社区等单位，荣获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称号，向他们表示热
烈的祝贺！

值此纪念第37个国际志愿者日之际，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倡议，全国各地的曜阳
志愿服务站、服务队要以模范单位为榜样，
认真学习借鉴试点地区的先进经验，不断
将养老志愿服务工作向前推进，争取取得
更大成绩。

一是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推动社区
养老志愿服务体系建设。要引入在本地有
影响力的志愿服务资源，创建各地政府与
公益机构合作的典范，着力提升志愿服务
的水平和影响力。

二是要加强与各地红会合作，完善社
区养老志愿服务支撑体系。要在各地红十
字会的指导下，将红十字志愿服务与养老
工作相融合，积极开展养老志愿服务培训，
有效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三是要整合社会资源，拓展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内容。要加强与爱心企业的联
系，引入企业、社会资源，补齐志愿服务人
员、经费等方面的短板，充分利用数字科技
等新手段，开展专业化、人性化的养老志愿
服务。

四是要依托养老机构，搭建社区养老志
愿服务架构。要依托专业养老机构，借助机
构的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文化、医疗康
养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活动，将老年人喜闻乐
见的志愿服务送进社区和老人家里。

让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把“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
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作为下一步曜
阳志愿服务的工作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
服务方案，定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努力推进养老志愿服务事业取得新的更大
进步！

自 1985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每年的 12
月5日为国际志愿者日起，越来越多的国
家在这一天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大力
宣传、倡导志愿服务精神。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自 2019 年开始已经连
续四年通过项目推介会、经验交流会等方
式开展志愿日主题活动。

在深入开展曜阳志愿服务中，试点单
位创新探索，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总结了“红
十字+政府”“红十字+社会组织”“红十字+
企业”和“红十字+养老机构”的四种养老
志愿服务合作模式。值此纪念第37个国
际志愿者日之际，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发出
倡议书，动员全国各地曜阳志愿服务站、服
务队学习四种合作模式的典型经验，深化
推进曜阳志愿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
红十字参与养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2年12月5日

关于推动开展红十字养老志愿服务的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