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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

优秀个人奖、 组织奖、 项目奖的决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为集中展示新时代青年志

愿者的理想信念、 爱心善意、 责任担当, 激励广大青年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奋勇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共青团中央、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 授予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北京市庆祝活动志愿者群体等 258 名个人第十三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冶, 授予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 “星火冶 党员志愿服务队等 100 个组织第十三届 “中国

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冶, 授予 “垃圾分类我先行 志愿引领新风

尚冶 志愿服务项目等 100 个项目第十三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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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奖冶。

受到表彰的个人、 组织、 项目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中涌现

出的典型代表。 他们有的走进社区、 走进乡村、 走进基层, 为他

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 有的长期扎根西部支教、 支医、 支

农, 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有的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 防汛

抗震最前沿, 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青春堤坝冶;

有的活跃在党和国家重大赛会活动, 用青春的激情打造最美 “中

国名片冶 ……他们热爱祖国、 信念坚定, 不辞辛劳、 真诚奉献,

矢志践行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冶 的青春誓言, 展现了奋进新

时代、 建功新时代的青春豪情, 为全国青少年作出了榜样, 树立

了标杆。

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 组织、 项目珍惜荣誉、 发扬成绩、 再

接再厉。 希望广大青少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 立足新时代、 展

现新作为, 以青春梦想、 用实际行动继续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

事,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青春力量。

附件: 1.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名单

2.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名单

3.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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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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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名单

(共 258 人)

北京市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北京市庆祝活动志愿者群体

于林民 北京科技大学

叶山·叶尔布拉提

(哈萨克族)

北京大学

任国龙 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

闫紫睿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安摇 辰 (女) 北京青少年社团发展促进中心

李伏龙 北京市飞行者航空科普促进中心

宋天宇 北京市育英学校

宋连红 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黄剑秋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白翔仁 天津大学

孙摇 辉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摇 炜 (女) 天津滨海机场海关

郑乐平 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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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刘佳 (女)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

赵金赛 天津海事局

黄摇 旭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河北省

田摇 礼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离退和社保管理

中心

闫立宁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杜林冬 (女)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杨摇 薇 (女) 河北农业大学

金铭钰 (女)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

郭泽鹏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街道大院社区

蔡奕明 中北大学

薛宇鹏 吕梁市方山县圪洞镇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

王摇 紫 (女) 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附属中学

付兵兵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艺之苑学校

杜铁毅 (满族) 兴安盟向阳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

希吉日 (蒙古族) 内蒙古圣圆能源集团

邸宇乐 (回族) 内蒙古电力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呼和

浩特供电局

赵摇 鹏 乌兰察布察右前旗紫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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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雅冬 (女)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段中月 (女) 赤峰学院

辽宁省

王贺迪 (女) 中建铁投集团华东公司大连分公司

尹禹骁 (女, 满族) 抚顺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朱振峰 鞍山民政事务服务中心

努日曼古丽·木太力普

(女, 维吾尔族)

辽宁工业大学

胡摇 刚 盘锦市蓝天应急救援协会

胡歆岩 (女) 沈阳音乐学院

陶摇 陆 (女) 大连市心连心志愿者服务中心

吉林省

王摇 利 四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西大队

吕志国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丽 (女) 吉林外国语大学

陈旭东 国家电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城供电

公司

郑摇 剑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合成树脂厂

袁晨菲 (女, 满族) 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

刘子木 (女)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孙雪桐 (女) 大庆油田保卫中心特勤一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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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摇 洋 (满族) 龙江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奥 (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

柳摇 洋 (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韩摇 雷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上海市

王海滨 海滨志愿服务队

龙子雯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何睿杰 上海海洋大学

张摇 琦 上海仙猪户外运动俱乐部

陈晓生 上海交通大学

周增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徐诗慧 (女)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彭摇 婧 (女) 同济大学

焦安兴 (女) 上海大学

蔡雪瑾 (女)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

江苏省

王珂琪 大丰之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毛燕婷 (女) 江苏省常州国家高新区 (新北区) 人民

检察院

朱玉荣 (女) 盱眙县希望小学

庄摇 远 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李现文 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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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摇 鑫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周摇 瑞 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妇产科

柳摇 莺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潘柏铨 台湾无我慈善公益协会

浙江省

毛立靖 杭州市志愿者协会

叶海兰 (女) 金华市蓝天救援队

吴摇 越 德清县天然气有限公司

邹摇 华 华临绿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芳芳 (女) 宁波市北仑区志愿者 (义工) 服务指导

中心

林摇 子 (女) 玉环市天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林加帅 温州市快乐之本社工服务中心

赵摇 信 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安徽省

丁家浩 宁国市丁家浩培训学校

王摇 伟 安徽师范大学

刘摇 辉 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

李香莲 (女) 合肥市包河区蓝莲花志愿服务中心

汪寻洲 黄山市屯溪区阳光残疾人活动中心

武腾腾 亳州市谯城区加数手机维修部

郭钊阳 安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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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杨倞希 (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

何凌琳 (女) 武平县平川街道东城社区

陈摇 彬 厦门市曙光救援队

陈漳鑫 厦门大学

林摇 松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公司

林是勋 福州大学

江西省

朱安齐 (女) 抚州找书虫微公益青年志愿者协会

庄子云 (女) 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

李朝阳 (女) 江西科技学院

吴摇 倩 (女) 江西三华置业有限公司

吴摇 悠 九江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欧阳萍 (女) 江西省赣青突击队

夏侯恵民 南昌大学

龚摇 敏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省

万传怀 山东传增管业有限公司

王摇 琳 (女) 山东体育学院

王显朋 山东凯利布森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王济人 龙口市长恒酒店

王银洁 (女) 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威海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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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济南 山东大智教育集团

印摇 舣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朱摇 强 国家税务总局广饶县税务局

许明虎 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办事处

杨摇 明 (女) 德州市志愿者协会

宋浦文 山东大学

贾摇 伟 (女)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河南省

石宝杰 许昌市魏都区祥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李志鹏 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

杨伟超 河南工业大学

张扬子 河南青艺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张淞杰 郑州大学

武摇 晶 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耿摇 风 (女)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郭嘉毅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潘其恒 河南康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华雨辰 (女) 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

闫先锋 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应急

机动队

许摇 逸 湖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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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进文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邹摇 杰 来凤县巡天网络电脑有限公司

张摇 勤 武汉市第一医院

张金强 武汉理工大学

夏摇 凡 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孝感供电公司

崔嘉欣 (女, 满族) 华中师范大学

潘志康 湖北大学

湖南省

朱天鹏 湖南文理学院

汤俊杰 长沙市天心区新村阳光志愿服务中心

张摇 美 (女) 韶山市映山红志愿者协会

胡文军 湖南理工学院

聂宁宇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柴小桠 (女) 中南大学

唐方旭 邵阳学院体育学院

覃志强 (土家族) 张家界战狼户外拓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

王摇 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叶瑞兴 (女) 广东省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志愿服

务队

朱慧伶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华松 茂名市茂南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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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灿泽 中山市第二中学

李忠黎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毕业后公益基金

杨摇 帆 智翔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何腾远 (土家族)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菠萝义工服务中心

张润生 华南师范大学

郭露丝 (女) 广州市爱德公益发展中心

龚摇 旺 广州大学

蓝天宇 梅州市兴宁市兴田街道办事处

裴承贤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摇 官 (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

陈允杰 广西大学

林雨霁 梧州市长洲区长安义工协会

封有为 右江民族医学院

莫日华 (壮族) 广西应急邦安全服务有限公司

黄福东 (瑶族) 河池市清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潘摇 超 (瑶族) 广西利尔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

马梦瑶 (女, 回族) 海南大学

李摇 敏 三亚繁星义工社

张婉君 (女) 海南师范大学

郑春燕 (女) 陵水县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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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健欣 三亚市环境保护协会

重庆市

卢灵芝 (女) 垫江县少年宫

冉彦玲 (女) 重庆市在村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付摇 兵 重庆广九科技有限公司

宋方杰 重庆江北幸福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周摇 青 (女, 土家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周彦伶 (女) 西南大学

贾摇 涛 长寿区八颗街道办事处

蒲姝颖 (女) 重庆大学

四川省

王摇 童 (女) 成都大学

邓摇 娟 (女) 西华师范大学

刘摇 仙 (女) 成都盒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杨羲楠 (女) 共青团石棉县委员会

吴世鹏 四川省德阳监狱

罗昕泠 (女) 西南医科大学

董明珠 (女)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

裴摇 军 绵阳市安州区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

贵州省

马亚龙 (回族) 威宁青年创业者联合会

艾摇 岚 (女) 贵阳市乌当区人心齐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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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泽顺 铜仁市万泽社会服务发展中心

陈摇 丹 (女, 苗族) 务川县丹砂街道官学完小

舒方耀 (侗族) 黔东南州青鸟助学会

云南省

匡兴民 (傣族) 德宏职业学院

阮玉云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大理祥云供电局

李育生 云南大学

杨文俊 昆明市官渡区润土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西藏自治区

王顺利 (女) 西藏青年志愿者协会

申屠鸿基 中共日喀则市委组织部

史世界 昌都市司法局

刘摇 杰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阿摇 布 (藏族) 福建医科大学

陈柳宇 (女) 林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志愿

者群体

王摇 鹏 咸阳市慈善扶贫协会

田博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莎莎 (女)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杨摇 萌 (女) 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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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煊 陕西科技大学

谢雨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甘肃省

王旭东 甘肃政法大学

王建刚 (藏族)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朱凌杰 中共敦煌市委宣传部

刘富强 嘉峪关市酒钢宏运客运旅游有限公司

房文昌 白银市平川区忠恒志愿者协会

青海省

王伟业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白玛拉毛 (女, 藏族) 玉树市结古街道办事处折龙达社区

加摇 扬 (藏族) 青海省湖东种羊场民族寄宿小学

高摇 娟 (女) 青海省壹次心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摇 澎 永宁县闽宁镇人民政府

王振婷 (女, 回族) 银川市西夏区文昌路街道文昌南路社区

公保扎西 (藏族) 西吉县消防救援大队

田摇 勇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灵新

煤矿

时红梅 (女) 彭阳县 101 焕新培训学校

何齐银 吴忠市红寺堡区侠客行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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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红 (女, 回族) 中宁县文军困境儿童帮扶中心

陈摇 瑞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脱继龙 宁夏微光义工志愿者服务总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达林塔 (蒙古族) 新疆巴州消防救援支队

房欣杨 新疆大学

姚翔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栗智玮 共青团塔城地区委员会

海米提·买买提

(维吾尔族)

新疆广播电视台

董摇 欢 (女)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 ( 喀 什 ) 社 会 工

作站

董志鹏 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有限公司

蔡摇 乐 共青团喀什市委员会

全国铁道

王维鹏 兰州铁路公安局银川公安处泾川车站派

出所

刘摇 康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

孙摇 圆 (女)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电务段

杨蒲婴 (女)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工务段

莫摇 磊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口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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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航

何展鹏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汪摇 宁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曹家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指挥中心

中央和国家机关

王凯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冯摇 殊 中国气象局华风气象传媒集团

李静洋 (女, 满族)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杨摇 硕 (女, 满族)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六二三台

林摇 兵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姚淞文 中国农业银行

中央金融

于宏斌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向摇 艳 (女, 土家族) 湖北恩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周摇 磊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结算单证中心 (合肥)

韩摇 佼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鹤壁市

淇县支公司

中央企业

王炳效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摇 昊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供电

公司

岳彦伟 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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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摇 艳 (女, 壮族)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胡文莉 (女) 中国船舶第七〇一研究所

袁晨龙 中国中化中化兴中石油转运 (舟山) 有

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邢永永 (女) 第十四师昆玉市一牧场

刘春成 第一师阿拉尔市托喀依乡

许摇 莉 (女) 至善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

李摇 乐 石河子大学

党摇 芳 第十二师代管四十七团

崔建鹏 第八师石河子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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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名单

(共 100 个)

北京市

北京同仁医院志愿服务队

北京红箭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志愿服务队

北京体育大学 “五环之星冶 志愿服务团队

蒲公英青年志愿者协会

天津市

平津战役纪念馆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

国网天津蓟州公司 “大山里行走的红马甲冶 青年志愿服

务队

天津外国语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北辰区税务局格桑花志愿服务队

河北省

河北农业大学接力 “果树 9301 班冶 志愿服务团城建分团

张家口市公益事业促进会

山西省

山西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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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亮青春冶 晋电志愿者联盟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志愿服务联盟

内蒙古消防救援青年志愿服务队

辽宁省

沈阳市华易公益志愿者团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青年志愿服务队

吉林省

延边大学大学生民汉双语志愿服务团

长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杏林天使志愿服务团

黑龙江省

牡丹江爱心帮公益联合会

佳木斯大学临床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

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 “星火冶 党员志愿服务队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乡村医生项目团队

紫竹青年志愿者联盟

上海健康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省

连云港海事局 “七彩海事冶 志愿服务队

“呦呦杏林冶 志愿者联盟

昆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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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南京大学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浙江省

平湖市曙光应急救援中心

红十三爱心社

丽水市中心医院白翼志愿者服务队

浙江传媒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安徽省

安徽新华女性公益发展中心

阜南蓝天救援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Bridge 志愿服务队

莆田学院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江西省

江西省水利厅河小青志愿服务队

萍乡市湘东区志愿者协会

丰城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山东省

聊城市茌平区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红石榴计划冶 志愿服务队

“蒲公英·美丽乡村让爱延续冶 社会实践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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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春晖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

濮阳市 “晨曦冶 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南阳理工学院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雷锋连

漯河市农村音乐教育志愿者协会

兰考青年志愿者协会

湖北省

仙桃市义工联合会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志愿

者协会

华中科技大学西部计划 (研究生支教团) 青年志愿者团队

湖南省

邵东市爱心义工联合会

中建五局超英志愿服务队

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东省

广东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深圳市雨燕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 “动友公益冶 特类人群运动帮扶青年志愿服

务队

广州市越秀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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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义务工作者 (志愿者) 联合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融水苗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 “电亮绿城冶 志愿服务队

广西师范大学乐群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海南省

海南省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协会禁毒防艾绿色海岛行志愿服

务队

海南省暖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协会

重庆市

重庆工商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爱心者联盟冶

重庆市南川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四川省

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

西南民族大学 “格桑花冶 研究生支教团

贵州省

贵阳黔仁生态公益发展中心

贵州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云南省

西双版纳机场志愿者服务队

西南林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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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藏西先锋 红色阿里冶 志愿服务队

西藏大学红十字协会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志愿服务总队

铜川青春驿站综合发展中心

甘肃省

徽县爱心社

临泽县思源慈善救助协会

青海省

贵南县过马营镇公益环境卫生整治协会

青海省环境教育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隆德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青年志愿队

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小学西部计划志愿者接力支教服

务队

全国铁道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供电段 “一米阳光冶 水

电扶持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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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客运段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客运段青年志愿者

协会

全国民航

民航新疆空管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中央和国家机关

北京协和医院团委青年工作部志愿服务团队

外交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知心姐姐志愿者团队

中央金融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柳州分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中央企业

中国铁建大桥局 “龙均爵志愿服务队冶

南方电网 “蓝公益+冶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石河子市东城街道志愿者协会

第十三师新星市红星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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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名单

(共 100 个)

北京市

和硕书香进病房———住院患者免费图书借阅项目

“垃圾分类我先行 志愿引领新风尚冶 志愿服务项目

“爱北京摇 逛北京冶 住院休养员逛京城志愿服务项目

热血相连 心手相牵———清华大学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志愿服

务项目

多语言电话翻译志愿服务项目

“十号地铁, 百份爱心冶 首都地铁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青少年志愿者青苗成长计划

“分小青冶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项目

天津市

“电力红马甲 山路带货人冶 乡村助农志愿服务项目

河北省

沿着 “太行新愚公冶 的足迹前行志愿服务项目

山西省

“公益一亩地冶 民生项目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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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 “医路青心冶 项目

“精 ‘樱爷 计划———打造志愿服务新模式, 振兴乡村新发

展冶 志愿服务项目

“杏林行动———打造中医药城乡社区助老服务新模式冶 志愿

服务项目

黑龙江省

“妈妈绣坊冶 留守儿童母亲就业技能培训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市

上海城投水务 “小水滴·大梦想冶 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项目

为白血病患儿捐发公益行动

战疫青年说———复旦大学战疫科普宣讲项目

江苏省

慢病管家——— “多层次、 多方向冶 志愿服务模式赋能社区

慢病管理项目

“造血式冶 资助育人———芒果织梦项目

苏州大学 “行之有声冶 志愿服务团队 “ i 辉印筑梦计划冶

“推普脱贫攻坚冶 志愿服务项目

法润青苗———法立方 “三进冶 普法志愿服务

常供 “电亮微光冶 留守儿童关爱项目

浙江省

生命之光———国内器官捐献宣传青春领航项目

“红枫义警冶 群众性社会自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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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白叶总关情冶 ———安吉县黄杜村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项目

“三和交流室冶 ———志愿服务助推社区治理项目

林间的小孩———绿马甲文明公益行动

浙大邵逸夫医院 “白衣天使行动冶 健康知识普惠志愿服务

项目

追爱忆衢———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记录帮扶志愿服务项目

看见色彩———盲人触觉绘画志愿服务项目

“春风化雨冶 调解志愿者介入信访工作项目

血浓情浓 点亮生命———白血病患者应急救护项目

安徽省

千所 “行知学堂冶 服务万名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1+1冶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一份爱心餐 温暖一座城冶 志愿服务项目

福建省

“守善于心, 义修为行冶 ———义务维修服务项目

“救在心, 技在手冶 ———急救员养成计划项目

夕拾朝华———老年慢性病精准化三级预防志愿服务项目

全球联动, 战 “疫冶 有我———厦大学子防疫物资驰援湖北

志愿项目

江西省

“天宫开悟———助力贫困地区青少年创新素质教育冶 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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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目

山东省

成蝶计划———贫困残疾女性赋能 “双重冶 脱贫项目

音为你———视障儿童盲态音乐纠正志愿行动

河南省

为 “艾冶 发声———一群杏林百灵鸟的青春之歌

湖北省

“筑绿江城 ‘园爷 梦社区冶 志愿服务项目

e 农时代: 三农自媒体助力乡村振兴公益项目

“礼乐学堂冶 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法援乡里, 爱暖人心冶 志愿服务项目

“做红色文化的知音冶 志愿服务项目

湖南省

“守望科学的天空冶 志愿服务项目

“小小科学家———中小学生物理公益科普教育的先行者冶 志

愿服务项目

广东省

秀全大妈———广州街坊志愿服务项目

“微笑种子撒播计划冶 ———流动儿童龋齿预防行动

“ ‘守艺·匠兴爷 ———传承民族工艺, 助力乡村振兴冶 志愿

服务项目

“助力更生冶 ———矫正青少年帮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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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善计划———碧桂园助力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志愿服务行动

基层 “融媒体冶 传播体系构建志愿服务项目

“爱是不保留冶 关爱涉毒致孤致贫家庭儿童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电力博士 电亮未来冶 科学课堂扶贫送智项目

“壮乡巧娘冶 公益帮扶项目

海南省

“足球小将成长计冶 志愿服务项目

重庆市

“破浪吧, 少年·三自三育冶 重庆巴南公安女警帮帮团志愿

服务项目

“文物认养冶 志愿服务项目

“西小兰冶 青春筑梦课堂

“党群连心 志愿同行冶 党建引领青年工人志愿服务项目

“七色光绘梦冶 志愿服务项目

四川省

SWUFE 未来财经计划———青少年儿童财经素养教育公益

项目

“Hi摇 患儿冶 儿童医疗辅导志愿项目

“车轮冶 上的博物馆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贵州省

小小麻雀课———面向 “袖珍村小冶 的乡土课程开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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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见字如晤, 笔友呵护冶 个十百千万工程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

书香宁夏 为爱朗读———关爱困境儿童阅读计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助力农牧民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提升项目

澳门特别行政区

V-POWER 系列全澳义工培训计划

区区有靓菜———剩菜回收计划

澳门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暨志愿精神宣誓日志愿服务项目

中央和国家机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志愿小分队走基层扶贫

慰问项目

中央金融

“爱心助学 ‘工爷 益有你冶 志愿服务项目

中央企业

“不忘初心, 草原同行冶 神舟希望小学捐资助学项目

水利部

“关爱山川河流 共建绿水青山冶 水利公益宣传服务活动

长委保护河湖生态志愿者行动

“同一条钱塘江冶 公众参与保护母亲河系列活动

“水利小屋———1+4+N冶 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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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引江 公益力量冶 志愿服务项目

南水北调公民大讲堂志愿服务项目

文化和旅游部

云南省图书馆文化助盲志愿服务

“服务疫情防控、 助力经济复苏、 倡导文明旅游、 弘扬传统

文化冶 志愿服务项目

“湖北省图书馆讲书人联盟冶 志愿服务项目

“光明影院冶 无障碍电影制作与传播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美术馆藏经典作品鉴赏志愿服务项目

“话说一大: 听 00 后讲建党故事冶 青少年公益研学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艺术愈童心冶 住院患儿人文

抚慰项目

“爱心学校冶 志愿服务项目

北京协和医院 “安宁冶 志愿服务项目

“医心医意冶 ———医慈协同志愿服务项目

儿童无伤害, 我们的首任———儿童伤害预防与急救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

重庆市合川区 “健康促进十百千万冶 志愿服务项目

“救冶 在您身边应急志愿服务项目

“超女来了冶 关爱女性公益医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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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水利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有关负责同志, 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

摇 发: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

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团

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