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团 要 讯
第 27 期

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12 月 24 日

编者按: 发挥群团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

用,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 近年来, 团长沙市委立足雷锋同志故乡的特殊优

势, 推出实施 “雷锋星冶 青年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专

项行动, 在队伍、 资源、 平台、 项目和文化 5 个方面做

足 “联冶 字文章, 探索出一条组织动员青年参与社会

治理的新路子。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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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沙市委探索 “五联冶 机制

组织动员青年参与社会治理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是雷锋同志的故乡, 长沙市拥有学雷锋

志愿服务的优良传统和深厚基础。 近年来, 团长沙市委在长沙市

委和团湖南省委的领导下, 坚持以青年为主体力量, 以志愿服务

为主要载体, 实施 “雷锋星冶 长沙青年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专

项行动, 在队伍、 资源、 平台、 项目和文化 5 个方面做足 “联冶

字文章, 积极探索组织动员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一、 服务中心大局, “联合冶 建队伍

按照长沙市委提出的 “要组织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冶 的工作

要求, 着眼把广大青年志愿者更有效地组织起来, 坚持多方联

动, 深化能力培训, 努力建强建优工作队伍。

1. 凝聚公益力量, 扩大 “朋友圈冶。 一方面, 有序吸收 100

个团体会员和 243 名个人会员加入市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广泛凝

聚全国道德模范、 公益领军人物、 爱心企业和大学生等工作力

量。 另一方面, 依托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孵化 31 家青年

社会组织, 将市、 区两级团属青年社会组织数量提升至 50 个,

进一步丰富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态。

2. 强化分类培训, 提升 “战斗力冶。 争取市委组织部支持,

实施长沙青年雷锋志愿者 “小辣椒冶 培养工程, 推动形成团队

配合、 梯次发力的战斗队伍。 第一层次面向全市约 15 万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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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新生, 主要开展志愿者通识方面的培训; 第二层次面向各

领域志愿者团队骨干, 先后分 11 期进行, 共培训 1000 余人; 第

三层次面向行业领军人物, 共开办 4 期专题培训班。

3. 发挥组织优势, 建设 “专业队冶。 聚焦预防艾滋病、 生态

环境保护、 心理健康辅导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 联合相关专业力

量组建 11 支市属专业志愿服务队。 其中, 由湘雅附二精神卫生

研究所的专家组成的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持续实施 “长青护冶

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计划, 截至目前已开展专题讲座 100 余场,

在青少年中产生广泛影响。

二、 坚持多方统筹, “联通冶 聚资源

在用足党政资源、 用活团内资源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撬动社

会资源, 推动各方资源 “联通冶 整合。

1. 用足党政资源这根 “定海神针冶。 在市委和市政府开展的

面向社会力量的重大活动中, 积极为青年社会组织争取席位、 搭

建发挥作用的舞台。 有计划地推荐志愿服务领域的领军人物成为

政协委员, 为他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建言献策创造更多机会。 积极

协调民政等部门, 进一步畅通青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的渠道, 2020 年共推动落实资金 320 余万元。

2. 用活团内资源这个 “有力杠杆冶。 加强青年社会组织的分

类建设, 针对符合条件的青年社会组织, 明确由团市委作为业务

主管部门, 及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明确三类伙伴关系, 推出

述职、 报告、 审计等一系列具体工作机制。 在市青年联合会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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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设立新兴青年和社会组织界别, 有序扩大对新兴领域青年的有

效覆盖和政治引领。

3. 撬动社会资源这个 “无穷宝库冶。 瞄准青少年的迫切需求

精准设计工作项目, 积极广泛整合社会资源, 为项目实施提供更

加充足的物资保障。 比如, 针对听力障碍儿童群体设计 “快乐分

贝冶 项目, 协调长沙银行支持 40 万元; 实施 “关爱龙山娃冶 项

目, 筹集社会资金 36 万余元、 图书 55 万余册; 依托网络发起

“抗击新冠疫情 守护白衣天使冶 项目众筹, 共筹集 187 万余元用

于购买防护物资, 慰问医护人员 600 余名。

三、 突出实效标准, “联营冶 搭平台

贯彻 “不求所有、 但为所用冶 的理念, 通过联建联营等方

式, 在网络和现实空间广泛搭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

1. 线上扁平化搭建信息平台。 大力推广 “志愿汇冶 APP, 开

发 “长沙板块冶, 注册志愿者人数在一年时间由原来的 5 万余人

增长到 22 万余人, 注册志愿者组织 1713 个, 记录志愿服务总时

长 115. 1 万小时。 疫情期间, 共有 33758 人通过 “志愿汇冶 APP

“长沙板块冶 就近就便参加抗疫志愿服务。

2. 线下区域化搭建实体平台。 依托青年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常态化服务青年社会组织 110 余家, 综合提供办公、 会议、 路

演、 展示、 交流等多方面服务。 立足社区广泛开展基层阵地建

设, 累计建成 114 家 “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冶、 289 个 “青年之

家冶, 有机嵌入 15 分钟城市居民生活圈, 为实现 “有时间做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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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有地方当志愿者、 有困难找志愿者冶 目标提供了实体阵地

支撑。

四、 把准需求导向, “联手冶 推项目

聚焦党政中心工作与青年现实需求的结合点, 精心设计工作

项目, 联手相关领域青年社会组织共同实施, 形成优势互补。

1. 坚持传承弘扬雷锋精神。 把雷锋精神作为长沙青年开展

志愿服务、 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内核, 主动肩负起打造雷锋精神

高地的光荣使命, 先后开展 “雷锋家乡学雷锋冶、 “万朵鲜花献

雷锋冶 等主题活动, 推进 “长沙好人、 身边雷锋冶、 “新时代长

沙好少年冶、 “长沙向上向善好青年冶 等评选和寻访活动, 广泛

凝聚 “好人之城冶 的社会共识和舆论氛围。

2. 坚持做大擦亮品牌项目。 围绕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连续三年组织开展 “长沙蓝青少年公益志愿行动冶, 整合资金

100 余万元, 吸引 62 家青年社会组织参与, 与 170 个中小学校和

社区开展结对建设, 编撰出版 《21 周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养成手

册》, 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发放 5 万册。 联合青年社会组织每年举

办 “点点环保好中队冶、 “点点环保好少年冶 寻访活动, 通过项

目化的工作思路、 生活化的内容设计、 社会化的资源整合、 多元

化的参与主体和组织化动员, 通过青少年带动家庭、 影响社区,

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市民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3. 坚持做实做细基础项目。 着眼发挥资金支持和项目评价

的杠杆作用, 依托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遴选出 50 个优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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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在 “志愿汇冶 APP 上设立动态反映青年参与情况的 “雷锋

榜冶, 从服务时长、 参与人数、 点赞数量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用平台实时数据跟进指导项目开展。 全市青年通过基础优质项目

累计开展活动 407 场、 参与人数 1. 6 万人、 总服务时长 3. 7 万

小时。

五、 彰显育人功能, “联贯冶 育文化

始终坚持为党育人的根本任务, 在工作的全过程注重强化青

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大力传承红色基因, 积极培育时代新人。

1. 统一标识亮形象。 将全市青年志愿者的名称统一明确为

“长沙青年雷锋志愿者冶, 设计推出包括标志、 旗帜、 服装等在

内的统一标识体系, 努力打造形象鲜明的青年志愿者品牌。 在开

展 “长沙蓝冶 项目过程中, 设计制作 “绿宝冶、 “洁娃冶 等主题

吉祥物, 助力塑造项目的公益形象。

2. 深入交流聚共识。 举办长沙市青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文化

论坛, 长期坚持开展各类座谈会、 思想沙龙等活动, 灵活广泛地

组织各领域公益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学雷锋志愿服务课题开展研

讨交流、 分享志愿服务项目经验, 积极为长沙青年雷锋志愿者参

与社会治理建言献策

3. 传播文化振士气。 发动新兴青年群体力量, 创作推出

《爱若星辰———长沙青年雷锋志愿者之歌》 等一系列反映志愿服

务精神的优秀文化产品, 生动展现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雷锋故

事的青春风采, 在全市青年志愿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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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