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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示】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

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着力健全

志愿服务体系 推动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3 月

31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推进学雷锋志愿

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健全志愿服

务体系，为团结凝聚亿万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实现奋斗目标

作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志愿

服务开创了崭新局面，全民踊跃参与、众志同心的凝聚力不

断增强，增进民生福祉、服务大局的能力更加坚实，担当急

难重任、发挥特殊作用的战斗力更加强劲，涵育主流价值、

培育文明新风的引领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学雷锋志愿服

务工作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使命，深入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

年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为民服务中彰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在服务百姓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中凝聚群众、引领群众。要

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志愿服务，做到平战结

合、科学应变。要在完善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服

务效能上下功夫，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会上公

布了 2020 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四个 100”

先进典型名单。

惠志联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多项决议

3 月 5 日下午，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第

五次会议在市自然资源局附属楼 2 楼召开，审议通过了多项

有关志愿服务的重要决议。惠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

办主任、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韩维斌，惠州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副会长、秘书长、理事及监事，各县（区）志愿服务联

合会会长共 46 人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惠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

全体会议、惠州市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惠州市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要点》《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2020 年度财务报告》（书面），部署了年度“中国梦·雷锋

美”—惠州市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及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志愿服务工作；宣传推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推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活动志愿服务宣讲师。



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行多样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让雷锋精神深入民心

为弘扬雷锋精神，倡导新时代文明新风，在 2021 年 3

月，惠州市举行了“中国梦·雷锋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共开展 10951 场次。各县区采取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形式，

将“雷锋美”带入社区、乡镇、家庭、学校，以实际行动走

近雷锋，让“雷锋精神”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惠城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日” 小程序上线

3 月 5 日，惠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日”启动

暨文明实践小程序上线仪式在桥东街道水东街一期举办。从

3 月起，惠城区将每月 5 日设立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

动日”，集中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进文明实践活动制度化、

常态化。启动仪式现场，“惠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小程序

同步上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群众点单—中心派

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全流程“回单”服务模式，让

群众通过“指尖”即可感受文明新风，推动文明实践活动深

入开展。

“学党史·办实事”开展志愿服务急救科普培训

3 月 18 日上午，“学党史·办实事”之“急救科学屋”

启动仪式暨“中国梦·雷锋美”志愿服务急救科普培训活动

在惠州科技馆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惠州市卫生健康局、



惠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惠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惠州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惠州科技馆、惠州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承办。约 50 名科普志愿者参加此次活动 。

开展“安全教育日”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2021年3月29日是第26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为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交通安全管理，动员和凝聚广

大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提

高广大志愿者和被服务对象的安全交通、文明交通意识，3

月 29 日，由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惠州市教育局牵头，

结合第 26 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组织马相华交

通安全公益推广中心与惠州市东江职业学校开展惠州市交

通安全志愿服务共建活动。活动现场，惠州市教育局、惠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惠州市东江职业技术学校、马相华交通

安全公益推广中心等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对交通安全志愿

服务共建活动表示大力支持，并对共建单位进行了揭牌。交

警支队江东大队马安中队及马相华团队对全体师生就如何

开展志愿活动、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进行了培训。

学党史·办实事”——惠州举行市民公益音乐会 为地

球发声

为持续推进惠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人人行动起来共

同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3 月 27 日，惠州市“学党

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地球熄灯一小时·市民公



益音乐会在歌声中拉开序幕。惠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韩维斌出席活动。

志愿者积极参与植树活动

为贯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在 3 月

12 日植树节当天，惠东县开展县直机关 2021 年植树节活动

暨“惠东人才林”揭牌仪式。惠东县爱心群志愿者协会作为

志愿者代表，组织 10 名志愿者为建设山海统筹发展惠东再

添新绿。通过植树活动倡导绿色环保意识，树立人们“植树

造林，利国利民”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建设绿色家园，让良

好生态成为推动建设山海统筹发展惠东的最大底色。

“文明实践·志愿你我”博罗县公益创投大赛培训营开班

3 月 26 日上午，“文明实践·志愿你我”博罗县第四届

公益创投大赛集中培训营在县文化中心小剧场开班授课，共

有 89 个志愿服务项目通过海选入围。在开班动员会上，博

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

长喻红强调，志愿服务传递着时代的强大正能量，代表着时

代先进理念。我们的活动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志愿服务结合

起来，要将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密切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以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宗旨，提升

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度和厚度，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进一步汇聚志愿力量，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

科技志愿服务进社区 提升居民科学素质



为全面提升居民的科学素质，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协调发展，使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真正惠及广大公

众，3 月 16 日，惠州市龙门县科协结合全县开展 2021 年“中

国梦·雷锋美”——龙门县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

积极组织科技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进社区”

活动，以科普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活动现场，县

科协科技志愿者们走进县城东较广场社区，深入群众，采取

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推送科普知识微信公众号等

方式向社区居民大力宣传疫情防控、食品安全、禁毒、防范

恐怖袭击、反对邪教、健康生活等科普知识。

垃圾分类科普宣传进社区 掀起爱国卫生月运动高潮

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加强垃圾分类意识,提升社区居

民的生活品质，3 月 4 日，由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联合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开展的“垃圾分类科普宣传进社区”

活动走进市区桥东新世界长湖苑社区广场。

传递温暖关爱长者 捐助癌症病患者

3 月 3 日上午，桥东街道老龄办联合中建蓝宝青年志愿

者、惠州市金岁月爱老促进会，在桥东街道开展“友爱一家”

空巢老人关怀计划，为长者送去关怀与问候，将一份份爱心

慰问品送到长者手中。

志愿服务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3 月 14 日上午，日立乐金光科技（惠州）有限公司志愿

服务队组织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践行新时代文明新风”为

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60 余名志愿者踊跃参加献血活

动，共献血 14800 毫升。

志愿者进社区倡导关注心理健康

3 月 21 日上午，仲恺高新区舒心驿站联合区校外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在康城四季广场开展“情暖人心，关爱心

理”心理健康宣传活动，通过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心理咨询

和有奖问答吸引居民参与，提高人民的心理健康意识水平，

倡导社会关注心理健康，促进大家共同营造关爱心理健康的

良好氛围。

志愿者雷锋月走访慰问情暖退役军人

3 月 23 日，惠州市红棉慈善会携手惠城区汝湖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上门走访慰问汝湖辖区退役军人，送上大米、糕点

等慰问物资及关怀。“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志愿

者们表示，此次慰问活动增进了基组织、志愿队伍与退伍军

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温暖了退伍老兵的心，营造了浓厚的

拥军优属的氛围，有利于把惠州拥军爱军的光荣传统一代一

代传下去。

全市各中小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深化学雷锋活动，培养广大青

少年学生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优良品质，加强学校精神文



明建设，构建和谐校园，3 月,惠州市各中小学校开展了“中

国梦·雷锋美”学雷锋系列活动。包括观看 2020 年感动中

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学习榜样精神、开展“学雷锋，树新

风”主题板报评比、“学雷锋，爱校园”活动、学雷锋志愿

服务植树活动、“学雷锋，讲身边的雷锋故事”评比、“学

雷锋跟党走，红歌唱响校园”评比、“为爱扬帆，争做新时

代活雷锋”爱心义卖、“立德行善，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探

访敬老院等一系列活动。

惠城区 在元旦以及春节期间，各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开

展“浓情元宵·春暖社区”、“喜迎新春，春联送福”、“迎新春、

送健康”等我们的节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送上温暖，

关爱群众健康。在 2021年春运期间，惠州市义家人志愿服

务队以及惠州市善水志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们以及爱心人

士组织的“暖冬行动”志愿服务项目，为市民旅客提供爱心

服务，助力把好疫情防控关口。在 3月雷锋月期间，区直各

单位及各镇街单位积极开展“中国梦·雷锋美”志愿服务活

动。借着雷锋日的契机，由惠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指导，

惠城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文明事务中心（筹）主办，

惠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日”启动暨文明实践小程

序上线仪式在桥东街道水东街一期举办。区卫健局不定期的

开展义诊送健康志愿服务；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团区委、各镇



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各志愿服务团队积极

开展“爱心义剪”、“河小清”护河行动等志愿服务项目。

惠阳区 组织开展中国梦，志愿美春运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以扶老助残，慰问困难户，文明交通，惠州南站现场秩

序等为主要内容，组织动员志愿者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

服务活动，坚持把志愿者服务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体现

志愿者团结，友爱，奉献，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三月

组织开展了中国梦，雷锋美，学雷锋为主题的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三月中旬组织开展了义务植树节活动，以关爱自然志

愿宣传、植树植绿、养绿护绿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在全社会兴起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的志愿服

务热潮，以绿化促美化，以绿化促文明，不断提升全社会生

态文明水平。惠阳区 2021 年第一季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约

500场次，参与人数约 5000人，并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

工作，赢得社会各界一致肯定，以实际行动塑造了志愿服务

队伍的社会形象。

惠东县 3月启动开展线上“学雷锋，我接力”雷锋精

神全民志愿接力活动，共有 6万多人次参与了本次志愿线上

接力活动；全县各单位、各乡镇、中小学校共同参与“中国

梦·雷锋美”植树节义务活动；联合各单位各乡镇开展“周

末清洁日”和人居环境保护、关爱山川河流等志愿服务活动；

与全县各单位各乡镇开展以“中国梦·雷锋美”为主题的学



雷锋志愿活动，其中包括了卫生清洁、禁毒宣传、关爱儿童、

看望孤寡老人、法律维权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等志愿服务活

动。截止至 3 月底，全县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245 场，新

增团体 5个，新增志愿者 415个。同时还通过在交通要道、

广场、公园、校园等场所，投放学习强国相关内容，号召广

大志愿者组织积极下载“学习强国”并学好用好“学习强国”

等等，扎实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助力创建全

国县级文明城市。

博罗县 有序开展关爱志愿者群体、“中国梦·新春美”

系列活动、“疫情·有艾”惠民健康行、春节关爱系列行动

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共 414场次，参与志愿者达逾万人

次。1月 8 日起，组织书法志愿者在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书

写并赠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春联近千份，将温暖传递到万

家。从 1月 28日开始至 2月 10日在县城中心客运站、泰美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地开展“平安春运暖冬行”活动，为返乡

旅客提供暖心服务；2月 2日，开展 2021年“中国梦·新春

美”——关爱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春节送温暖活动暨

志愿服务新春座谈会，为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送去春

节慰问礼包和节日慰问；汇聚全县力量，积极发动全县 400

余家社会组织、1500余支志愿者队伍的力量开展新春助农行

动，累计农户销售大桔 5万斤；持续开展博罗县“疫情·有

艾”惠民健康行活动，为群众派发防流感凉茶 23000份、避



瘟香囊 1000个并免费派送春联、“福”字约 2000份；同时，

定时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学党史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培

训，进一步激发志愿服务发展活力；在雷锋月当月共计开展

探访慰问、植树活动、“河小青”护河等“中国梦·雷锋美”

系列活动共计 37 场次，弘扬了雷锋精神，营造了浓厚的学

雷锋氛围。

龙门县 3 月 5 日，在工人文化宫举行 3.5 学雷锋全民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本月全县 503支志愿服务队，共计

3万多人次参与了本月“中国梦.志愿美”学雷锋系列志愿活

动。其中：与全县各单位各乡镇共同开展的“中国梦.志愿美

美丽乡村环境大整治志愿服务”，团县委共同开展的“点亮

微心愿、情暖千万家”扶贫助困系列活动，文明办、各街道

社区共同开展的“中国梦.志愿美学雷锋志愿服务进社区”系

列活动，全县各单位、中小学校共同参与的“中国梦.志愿美

全民植树志愿服务活动”，与妇联合作举行的“中国梦.巾帼

美健康志愿服务活动”等等，并继续常态化做好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服务、“文明出行、有你有我”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等

志愿服务活动。

大亚湾开发区 以黄金海岸和政务服务中心 2个志愿服

务站为示范点，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元旦春节期间，积

极组织各单位、各志愿服务组织在区内开展“中国梦·新春

美”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广泛开展送温暖、送平安、送祝福、



送文化等志愿服务活动；在雷锋月积极组织各单位、各志愿

服务组织在区内深入开展植树护绿、垃圾分类、海岸线保护、

关爱儿童、关爱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近 500场，参与志愿者近 3万人次。

仲恺高新区 根据市文明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文件要

求，开展了一系列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广泛开展“中国梦·新

春美”志愿服务关爱多元化系列活动，如疫情防控和春运暖

程、志愿激励回馈人居环境整治等。受众人群达 60000人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

相关规定，区慈善总会联合区志愿服务联合在总会下设仲恺

高新区志愿服务基金，截至目前筹集到的金额约 15万人民

币。3月中下旬，区文明办、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相关人员对

仲恺高新区第三届“众志成城”志愿服务项目（共 15个）

后期实施进行督查评估指导工作。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统筹区

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于 3月在全区开展 2021年“中国梦·雷锋

美”——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围绕 18类志愿服

务进行，共有 80个项目，开展了约 235场次，服务群众约

60000人次。

【光荣榜】

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中医医院护士 刘家怡（学雷锋标

兵）

2020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获

奖名单

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第七批广东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名

单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惠州港海关四级主办 李 松（学雷锋标兵）

惠州市惠城区中医医院护士 刘家怡（学雷锋标兵）

【媒体聚焦】

惠州市志愿服务工作由各级媒体报道情况如下：

一、中国志愿服务网

（1）2021年 1月 11日

《行胜于言 12张图回顾惠州志愿者的一年》

（2）2021年 3月 10日

《广东惠州惠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日”启动》

二、本地媒体

市级媒体报道 1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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