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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秘书处编 2021年6月22日

广东共青团组织引导超 26 万志愿者构筑疫情

防控暖心防线 服务保障基层民生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广东本地疫情发生后，全

省市县三级团组织上下协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省新冠肺

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部署，聚焦核酸检测、社区防

控、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科学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为坚

决遏制疫情扩散、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贡献青春和志愿力量。

截至 6 月 21 日，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务平台（“i 志愿”系

统）登记录用全省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 26.9 万人（次），其

中党员占比 17%、团员占比 39%，累计提供服务时长超 316 万

小时。

一、闻令而动，快速集结志愿力量构筑疫情防控防线

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在志愿服务工作中的组织动员和专业

引领优势，依托团属志愿服务组织和基层团组织网络，为全面

铺开核酸检测、提高检测质量效率提供人力支持。一是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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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一线挂点，有力补充基层疫情防控力量。团广州市委迅速

召集党员干部下沉支援疫情防控一线，按照分工分组分时段协

调的工作机制，协助开展人员疏导、秩序维护、信息录入等工

作，全力支援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团深圳市委制定共青团

参与疫情防控“十一条”举措，建立机关挂点下沉的常态化工

作机制，由团市委班子成员、机关各部室负责同志牵头，分别

挂点 10 个“急难险重”基层疫情防控点位，“一对一”协助挂

点核酸检测点开展秩序维护、流程引导、信息登记等工作，带

动解决一批基层一线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共性问题，切实补充基

层防疫工作力量。团佛山市委迅速启动防疫志愿服务应急机制，

抽调团干部 100 人次，联动 430 人次社会志愿者紧急支援禅城

祖庙街道、南海桂城街道、南海大沥镇等 42 个社区（检测点）

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团中山市委团干部全面下沉疫情防

控一线，带动超 380 名志愿者投身社区的核酸检测点开展志愿

服务，有力支援镇街开展核酸检测。二是整合力量组建志愿者

突击队，带动青年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广州迅速组建青年志愿者突击队支援全市 1033 个疫苗

接种点和核酸检测点；深圳发动 1361 支联防联控志愿服务队进

驻 600 余个社区、核酸采集点和疫苗接种点；佛山 3 天组织动

员近万名志愿者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南方医科大学组织医

学及相关专业志愿者220人参与广州市白云区大规模核酸采样；

广东医科大学在东莞发生疫情后，第一时间集结 300 名学生志

愿者以及76名医护教工志愿者参与支援东莞松山湖核酸检测及

流调工作；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广州商学院、广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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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等团委看到行动倡议并征得学院同意后，分

别组织数百名学生志愿者支援当地社区核酸检测。三是发动各

地志愿者广泛参与，助力疫苗接种有序开展。自 5 月疫情散发

以来，全省疫苗接种需求人数骤增，团梅州市委动员组织 2581

人次志愿者上岗，在临时疫苗接种点开展维持秩序、测量体温、

登记接种、宣传引导等服务。团东莞市委广泛发动超 3 万人次

志愿者支援各镇街、社区疫苗接种点，累计贡献服务时数超 30

万小时。团江门市委联动各区县组织 3000 多名志愿者在全市 59

个疫苗接种站点提供辅助服务，累计超 1.62 万小时。湛江、茂

名、潮州等地团市委联动各（市、区）团委，招募组织志愿者

在市级临时接种点开展疫苗接种辅助服务，助力疫苗全民接种

工作有序进行。四是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中山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新

华学院等高校团委在坚持“安全第一”原则上，组织动员学生

志愿者有序参与校园疫情防控工作，配合开展信息核对、秩序

维护、健康码查验等志愿服务，积极引导大学生在参与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二、立足基层，精锐尽出助力保障民生服务“最后 100 米”

将社区志愿服务作为助力疫情防控的重要载体，激发社区

居民参与热情，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严密防线。一是组建

社区志愿者队伍“盯哨”，常态化充实社区抗疫力量。今年以

来，全省各级共青团实施“共创美好社区”——青年志愿者服

务社区行动暨社区志愿服务优化提升行动试点工作，推动各地

以村（社区）基层团组织为依托组建应急志愿服务队，配合居



- 4 -

（村）委开展常态化社区联防联控志愿服务。深圳市构建市、

区街、社区三级联防联控志愿服务组织 747 个，各专项领域志

愿服务队 578 支，进一步发挥志愿服务“哨点监测”“入户宣

传”“应急处置”“接种辅助”作用，固化形成社区联防联控

志愿服务项目清单。广州市以社区、村居为单位组建社区防疫

志愿服务队，开展体温检测、健康码核查、实时解答市民疑问

等 7 大类志愿服务。佛山市禅城区组织 1.7 万名党员团员志愿

者下沉到全区 146 个村居的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参与疫情防

控应急志愿服务。二是打通封闭社区群众生活保障“最后 100

米”，切实为受疫情影响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保障封闭管

理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各相关地市、区县团委组织志愿者通过

“线上下单、线下跑腿”，为受疫情影响群众提供购买食品、

日用品、应急物品等无接触的跑腿服务。广州海珠区委每天安

排 40 名志愿者参与瑞宝街南洲名苑社区管理和服务保障，为群

众建立物资供应渠道。广州市荔湾区志愿者协助将居民通过线

上平台购买的物资统一配送至志愿服务点，整理后再分批次送

至封闭小区楼下。深圳食药志愿服务队开展“双防守城”志愿

服务行动，各区分队安排食药志愿者走访辖区内农贸市场、海

鲜市场、冻库、药店等重点场所，进行疫情防控督查志愿服务

工作。团佛山南海区委每天组织不少于 20 名志愿者驻守平洲华

福御水岸小区，为封闭区域内上万名居民提供送餐、生活物品

转运、情绪安抚、核酸检测采样等服务。

三、加强安全防护保障，持续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

各地团组织坚持“培训不到位不上岗”“防护不到位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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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的原则，通过优化完善团员青年和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指引和规范、制作推广疫情防控培训课程、广泛协调联动各

界资源，切实将志愿者安全放在第一位。一是发挥专业优势，

强化志愿者安全防护。按照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要求，省志

愿者联合会、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应急

志愿者管理服务的工作指引》，指导各地各单位按照“听从指

挥、志愿先行、专业引领、有序参战、引领成长”工作思路，

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广州各级团组织坚持本地化、

社区化、组织化和安全第一原则，切实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

位、排查到位、培训到位、保障到位、组织分工到位，保障志

愿者在上岗前、在岗时及上岗后形成安全防护闭环。越秀区、

海珠区和荔湾区在保障志愿者上岗安全的基础上，安排志愿者

在结束志愿服务后进行核酸检测，实现闭环管理。二是整合社

会资源，全力保障志愿防护物资。团广州市委联动保险公司为

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提供新冠肺炎疫情保险和“行人交通意

外”保险，建起兜底性安全网。团佛山市委统筹 10 万个口罩、

1500 瓶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落实疫情防控及志愿者安全保障措

施，并为志愿者购买了最高赔付额 50 万元的专项保险，免除志

愿者后顾之忧。团阳江市委将一线服务保障岗位的志愿者纳入

疫苗接种保障范围，为 16 支社会志愿服务队伍 203 名防疫志愿

者集中开展接种新冠疫苗工作，做到疫苗接种“应接尽接”。

四、多措并举，实施志愿服务助力平安高考专项行动

一是开展心理疏导服务。各地团组织开展“轻松备考·12355

与你同行”主题心理减压行动，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和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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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高考学生及其家长提供线下心理疏导服务，为超过 2.3 万

人次考生及家长提供减压答疑。团汕头市委联合相关单位举办

“阳光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巡讲暨中高考减压行动，组织心

理咨询师志愿到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录制心理调整和考

前减压视频课，免费提供给全市中学，助力考生轻松应考。团

惠州市委在重点高中举办高考心理减压嘉年华活动，1200 多名

考生通过各类互动减压游戏、心理讲座、个案辅导等形式，放

松心情调整状态，积极迎考。佛山市高明团区委开设考前心理

减压群，组织专家一对一进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调整考前焦

虑；顺德团区委开通 24 小时心理热线服务，由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考生及家长讲解科学调节心理和管理不良情绪的有效方法。

二是开展爱心送考服务。针对疫情期间考生出行难问题，各级

团组织面向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爱心车主、退役军人等群体，

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6466 辆爱心送考车“一对一”

一站式“免费”优先接送高考考生，解决 700 余名考生出行难

问题，为高考提供运力保障与应急服务。广州公交集团团委组

织青年战疫突击队在市各大主要路段以及各高考考场沿途区

域、市各重点公交站场，brt 站台等开展高考送考志愿服务，高

考首日共出动近 400 名青年突击队员保障考生平安出行。团深

圳市委依托鹏电集团等 42 家出租车公司，探索“居住地+路途

+考点”两点一线全覆盖高考保障志愿服务新模式，推出电召爱

心送考预约志愿服务，动员超过 5000 余辆出租车加入爱心送考

车队并统一标识，为持有准考证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汕头、

江门、河源、湛江、梅州、韶关等地团委均组织了爱心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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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三是开展高考驿站服务。各级团组织

依托学校及考点周边的志愿服务站点设立爱心高考志愿服务

站，服务考生及送考家长饮水、防暑降温、乘凉小憩、心理调

适需求。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制作 500 份高考防疫爱心包在

广州主要考点外的地铁站点派发。团清远市委在全市 15 个考点

附近设置 20 个“高考爱心助力站”，免费提供防护用品及防暑

降温用品，组织具有心理咨询专长的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

心理疏导服务、缓解紧张情绪。四是开展考场考务服务。派遣

省应急救援辅助队进驻 9 个高考考点协助应急救援，联动各地

组织医疗、应急专业志愿者协助应对各考场及周边突发应急事

件，维持考场及周边秩序，疏导人流减少聚集。团深圳市委加

大“志愿者路长”“交通文明志愿者”力量投入，三天高考期

间动员超 4000 人（次）志愿者在全市 66 个重点路口配合交警

维护疏导繁忙路口交通秩序，缓解道路拥堵。佛山、东莞、肇

庆、阳江等地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驻守在各考点外围，协助公

安、交通、教育等部门做好人群疏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工

作，为高考学子提供畅通、有序、安静的环境。五是开展考生

考后疏导咨询服务。围绕高考考生考后心理焦虑、志愿填报等

相关问题，联合招录单位相关部门及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开展

考后咨询志愿服务和爱心助学等相关活动，助力考生圆梦大学。

五、传播抗疫志愿故事，营造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积极氛围

一是联动各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故

事。南方日报 6 月 3 日整版刊登《“志愿红”筑起暖心防线》，

报道全省志愿者在各级共青团组织动员下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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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相关内容；南方都市报《深度观察：广州社区防疫一线

背后的志愿者力量》报道共青团组织充分运用“i 志愿”系统，

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中发挥枢纽作用。据统计，省级及以上媒

体累计报道各级团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报道近 60 篇。

团深圳市委联合南方日报开设《青年抗疫行动》专栏，专题报

道 5 篇青年抗疫故事，深圳特区报刊发《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闻

令而动起而行之——3 万志愿者构筑抗疫“青春防线”》专题文

章，深圳晚报《最美风景线》头版持续推出志愿者抗疫图片新

闻，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卫视等媒体广泛宣传报道“深

港青年携手抗疫”题材故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二是团属媒

体发挥新媒体矩阵优势，广泛传播疫情防控感人事迹和动人故

事。充分运用互联网，回应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的重大关切，

在青年中掀起“时有所需，必有所动”热潮。“广东共青团”

微信公众号编发《虚构“倾城之恋”，行拘！广东高考后防疫

指引发布》《广州暂停新冠疫苗社会接种！还要小心这些骗局…》

等网络辟谣澄清推文，以及《有没有及时打疫苗原来差这么

多？》《中国疫苗接种速度，放世界什么水平？》新冠疫苗接

种科普推文，引起各新媒体平台、团属媒体、各领域青年群体

广泛关注转发。5 月 28 日，广州越秀等地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急

需大量志愿者支援，团省委、团广州市委及各区县团委联动发

布《志愿者，广州需要你》招募令，不到 2 小时就有 3000 名志

愿者报名，志愿者“我可以”“马上来”“我通宵也可以”的

发声打动人心。29 日，记录该活动招募情况的词条——#广州

志愿者群聊记录看哭了#上升至微博热搜，词条阅读量达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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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报、新华网、光

明网等 31 个省级以上公众号媒体头条报道“广州志愿者群聊记

录看哭了”及广深佛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相关情况。团佛山市委

制作发布原创视频“佛山防疫，青年在行动”、专题报道“佛

山战疫一呼百应，五天 9167 人次志愿者筑牢‘青春防线’”“广

东佛山：同心战疫情 志愿者深入社区筑牢安全防护线”，受佛

山青年广泛关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