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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旭当志愿者介绍垃
圾分类的重要意义

“时间银行”正式推出
社区互助、
邻里守望、
让生活更美好
建胜镇宣传委员张琳告诉记者，社区
通过低龄老年志愿者为高龄、独居和特别
需求人群等提供志愿服务，积累服务时长
换取积分，待自己年老需要帮助的时候可
以支取积分兑换服务或者换取实物。
截至目前，社区已有 56 名党员和居民
骨干加入到“时间银行”志愿队。为群众提
供亲情陪护、居家服务、健康服务、文艺服
务等 29 项服务，受益人群近 2000 人次，时
间银行累计积分达到 13930 分。
为了鼓励、引导辖区更多的居民参与
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为老年人提供更
精准的服务，社区实施了“居家养老 互助
同行”区级社工项目，以“社区互助、邻里守
望、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积极探索“时间
银行”新型养老模式，制定了《关于在志愿
者团队管理中设立“时间银行”的试行办
法》，并于昨日正式推出。

▲志愿者王远新在邻居家里
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

▲给独居老人送香囊

▲给老人剪发

▲陪老人聊天

存入“时间银行”
的

养老“金”

75 岁
“中年人”当志愿者

51021219550219

志愿者
台账

王远新获评过“重庆好人”，是个地地
道道的热心肠，尽管“时间银行”的试行办
法才推出，但他做志愿者的经历已经超过
20 年。
75 岁的王远新告诉记者，他和爱人都
是外地人，双方又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
弟姐妹就意味着遇到很多事情，需要自己
顶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王远新和爱人
双方的父亲，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同一天离
世，让他顿时感到手足无措。
“ 幸好我的邻
居、同事来给我帮忙，才把我家两位老人送
上山。
”
自那以后，王远新就开始在社区里帮
助邻居和同事。谁家需要修个电器，他会
的，就会主动去帮忙。久而久之，他成为别
人口口称赞的
“王大哥”。
事实上，王远新自己的生活过得并不
轻松。他告诉记者，自己有两个儿子，但其
中一个，前些年因为疾病离世，留下一个孙
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 孙女争气，考起重
庆大学，后来保送西南大学研究生，马上就
要去成都上班了。”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眶
里才有一丝的不舍。
“去成都你舍得吗？”
记者问。
“ 舍 得 ，娃 娃 有 自 己 的 前 途 ，是 好 事
情。我对她没得别的要求，教她要为单位、
要为国家奉献，我就留在建新社区，奉献我
的余热。”王远新说道。
王远新表示，这些年做志愿者的同时，
不但帮助了别人，也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
71 岁的张明旭是原重庆石棉总厂的领
导，退休后，他的时间很充裕，充裕到不知
道该怎么分配。
“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热
闹，但我保持着过去喜欢看报纸、看新闻的
习惯，我觉得到社区当志愿者，应该能发挥
我的作用。”
在当志愿者的这些年里，
张明旭和社区
工作人员一起，
进入居民家里入户走访、
关心
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宣传防疫知识、
宣传垃
圾分类。
“也算把我的余热发挥出来了。
”

大渡口区建胜镇建新社

为感恩，
为发挥余热，
也为社区和谐

成为新的
“一家人”
居民来自不同企业，
最初相处有些不适应
考虑到社区有这么多的“有心人”，
大渡口区建胜镇根据建新社区的特点，
打造
“和美家园”
。
以建新社区龙桥花苑三组团为例，
该组团一共六栋楼，居民来自于大渡口
区原石棉厂、肉联厂和长江钢厂。由于
企业破产倒闭后，居民们最初来自不同
的企业，
相处起来还有些不适应。
张明旭说，最开始他当志愿者，也有
人说“空话”。
“ 无非是说我是石棉厂的，
帮石棉厂的人做事不帮其他的，其实哪
里有嘛，我们都是把需要帮助的人全部
列了名单的，
一个一个走访。
”
谣言止于智者。最终，通过大家真
心实意的志愿活动服务，总算是让来自
三个厂区的居民，
成为了新的
“一家人”
。
最初住到一起时，还有很多老人不
愿意交朋友。
在王远新的志愿者登记表上，一位
68 岁的老人是长期不出门的。
“ 我们去
他家，他连门都不开，我们喊他出来参加
活动。他说，
自己已经习惯了孤独。
”
但真正的孤独，会侵蚀一个人的内
心，让他变得孤僻。为了让他走出来，只
要有活动，王远新就会去邀请他。社区
包粽子、团年、中秋节、重阳节……只要
有聚会，都会请他来参加。一次一次地
拒绝，一次一次地邀请。最终，这位不肯
出门的老人，在聚会上交了好几个朋友，
成为了活动的带头人，还积极申请加入
到志愿者的服务队伍中来。

探索时间银行志愿服务
让大家为自己今后养老存积蓄

志愿者为
高龄、独居和特
别需求人群等
提供志愿服务

积累
服务时长
换取积分

趁着时光还早，去当个志
愿者吧。
王远新是大渡口区建胜镇
建新社区的居民，尽管 75 岁了，但他觉得
自己的身体和心态都和 50 多岁差不多，
还
“年轻得很”
。
趁着“年轻”，他成为社区里的一名志
愿者，为社区的高龄、独居和特别需求的
人群提供志愿服务，而他提供志愿服务的
时间，全部存入到“时间银行”。今后，待
他年老需要帮助时，可以兑换服务或者换
取实物。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
凤 摄影报道 部分资料图由社区提供

慢新闻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待自己年老需
要帮助的时候可以
支取积分兑换服务
或者换取实物

▲志愿者服务不走形式，
既要自己评分，
服务对
象也要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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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桥花苑三组团里，
60岁以上的老
人就有1189人，
其中70岁以上493人，
80
岁以上165人，
90岁以上的有16人。
年龄增大，
养老的问题就很突出。
“部分老人有子女，但子女不在身
边。平时生病了，连吃药都没人帮忙买，
确实是个问题。”王远新说，在走访中，社
区发现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
社区有部分还比较年轻的
老人。他们退休了，身体健康、能发挥余
热却找不到地方。
“能不能让年轻的老人
给年迈的老人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呢？”张
琳说，
有了这个想法，
他们决定先探索。
为了让“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更符合
国家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及定位，在探
索初期，包括王远新老人、张明旭老人等
在内的志愿者积极分子被召集起来，进
行磋商。通过对国家及重庆市志愿者服
务条例进行研究后，最终完善并制定了
《关于在志愿者团队管理中设立“时间银
行”的试行办法》，通过低龄老年志愿者
为高龄、独居和特别需求人群等提供志
愿服务，积累服务时长换取积分，待自己
年老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支取积分兑换
服务或者换取实物。
在现场，记者看到，建新社区的志愿
者服务台账，
都有非常明显的记录。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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