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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绽放

“志愿接力”一棒一棒往下传

留在城市工作，还是回乡支
教?2014 年，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
县彝族姑娘康胜美大学毕业，面
临人生抉择。

“总书记回信，我读了一遍
又一遍，深信只有激情奋斗的青
春、顽强拼搏的青春、为人民奉
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
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康胜美
决定接过支教老师的接力棒。

康胜美是“本禹志愿服务队”
的第一批受益者。 11 岁那年，她
因家庭困难，辍学到贵阳打工，卖
起了臭豆腐。一头是烤炉，一头是
简易桌凳，瘦弱的她挑着担子，走
街串巷，每月仅挣 100元。

半年后，听说有大学生到她
的家乡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
支教，她立刻返乡到为民小学求
学。 在这里，她遇到徐本禹。

当时，徐本禹从华中农业大
学毕业，放弃读研，奔赴山区，志
愿支教。 在他的资助、辅导下，康
胜美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 2005
年，徐本禹离开后，华中农业大
学招募新的志愿者，一棒接着一
棒传……康胜美以全村第一的

成绩考上猫场中学。 此后，又考
取毕节民族中学。

刚入高三，康胜美的母亲查
出肺癌。 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
复习、考试，成绩一再下滑。

“那是最暗淡的日子，每天
都想放弃。 ”康胜美说，“本禹志
愿服务队”再三开导、鼓励，她终
于考上武汉的一所高职院校。
“高职毕业时， 徐本禹老师送我
到车站，给我一本书，叫《感动的
力量》。 他说，‘志愿’内化于心，
发现身边感动， 把感动化为行
动，用行动带来感动，不管走到
哪里，都能带动更多人。 ”

在“本禹志愿服务队”帮助
下， 山里的留守儿童第一次走
进北京、上海，感受城市，开阔
眼界 ;400 多名乡村教师受邀到
武汉，接受培训，提升技能 ;“阡
陌学堂” 邀请 100 多名爱心人
士连线山区课堂，讲授知识，解
疑释惑。

目前，湖北创建 182 支省级
“本禹志愿服务队”，参加人数超
过 13.2 万。编排的话剧《牵挂》在
国家大剧院、高校巡演 60 多场，
公益项目涵盖支教、扶贫、环保、
关爱特殊群体，志愿服务跨越多
个省区市。

把论文“写”在鱼塘边

养了 3 年的冷水鱼，眼看着
个个膘肥体壮， 拿到市面上，准
能卖个好价钱。 不承想，一场大
雨引发山洪，淹了鱼池，冲走大
鱼，损失不小。

“那是 2016 年夏天，热浪滚
滚，我却心灰意冷! ”湖北省建始
县花坪镇大洪寨村的“鱼老板”
田大才说起往事，唏嘘不已。

放弃渔场，卖房还债。田大才
无路可走时，“本禹志愿服务队”
的“水产博士”张学振在火车上站
了 4个小时，急忙前来支援。

张学振和田大才是老朋友。从
2013年开始， 张学振参加博士服
务团，开展科技扶贫。第一年，这位

“水产博士”在农村住了 150多天，
从育苗到配饲料， 再到鱼病防治，
手把手将老田教成了“土专家”。

两人再见面，田大才眼圈通
红，说啥也不想干了。 张学振握
着老田的手：“虽然鱼跑了，但人
在、池塘在、技术在、梦想在，咱
可以东山再起。 再过三四年，又
是一塘鱼! ”

张学振陪着老田， 跑到省市
县相关部门，争取灾后重建资金，

拿到 400万元贷款。 老田又抵押
自家汽车，赊来 40吨鱼饲料。

田大才在占地 3 万平方米的
野三河冷水鱼养殖场开始二次创
业。“去年，赚了 200 多万元。 今
年，有 12万斤虹鳟、鲟鱼、大鲵上
市，能挽回全部损失。 ”田大才笑
着捞起一条，上秤，足重 9斤！

“我是研究水产的，如何做
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要干在
实处，把论文‘写’在鱼塘边。 ”张
学振说。

服务国家战略，对接社会需
求，“本禹志愿服务队” 成立 21
支特色分队，建立 30 个工作站，
打造 20 个品牌项目。“张瑜服务
队”走进社区，教居民插花、家庭
园艺栽培。“食科一家人”办起食
品安全、食品营养课堂。“绿色协
会”参与“守护一江碧水”行动，
沿着长江查水质、搞调研、宣传
环保，深受欢迎。

在志愿服务中找到青春方向

“‘周种地’来了! ”随着一声
大喊，王可给了周俊一个拥抱。

因为学的是作物栽培学与
耕作学专业， 在武汉市盲童学
校，周俊有个外号叫“周种地”。

过去 8 年，他作为“红杜鹃爱心
社”社长，除了去贵州支教，几乎
每周都来一次，陪伴盲童王可。

第一次来盲校前，周俊虽学
了不少和盲童交流的技巧，仍怕
不小心说出“眼睛、看见”这些
词，伤害了王可。 每个星期，他和
伙伴们都要写“教学计划”，总结
上周活动经验，确定本周活动内
容，准备乐器、手工制作材料，最
后与盲校老师沟通。

渐渐地，周俊得到老师和家
长的信任。 有一次，他带着王可
来了趟“武汉一日游”。 在地铁
上， 他教会王可如何自己上下
车。 坐轮渡时，他鼓励王可伸手
摸摸溅起的水花。 吃火锅时，王
可通过微弱的光感，竟把饭菜夹
到周俊的嘴里， 让周俊心头一
热，鼻子一酸。

“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
们在徐本禹同志感召下， 积极加
入青年志愿者队伍，走进西部，走
进社区，走进农村，用知识和爱心
热情服务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
坚持高扬理想、脚踏实地、甘于奉
献，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收获
了成长和进步， 找到了青春方向
和人生目标，感到十分欣慰。这一
点，我深有体会。 ”周俊说，盲童虽
然看不见， 但不怕困难， 苦练本
领，他们制作串珠、抽纸盒等手工
艺品， 义卖捐款给山区的贫困孩
子。看到这些，对我也是一次爱的
教育和心灵的净化， 每次感到压
力，遇到困难，想想他们，都能很
快平静下来，笑对人生。 前年，父
亲不幸患上鼻癌，周俊没有颓丧，
勇敢承担起家庭重担， 与母亲一
起精心照料， 使得父亲的病情奇
迹般好转。

“无奋斗，不青春! 感恩从事
志愿服务，让我获得力量，找到
平台，提高能力，交到朋友，享受
理性、充实、美好的青春时光! ”周
俊说。 （据《人民日报》）

面对“利奇马”带来的狂风
暴雨，除了舟山市居民奋力自救
和相关职能单位部门工作人员
的一线抢险外，还有一群充满爱
心的身影：民间志愿力量。

截至 8 月 11 日下午 2 时，全
市共有 53 家社会组织 760 余名
志愿者参与救援。

夜间爬上楼顶清理垃圾

“快来帮帮我吧，家中变成
水帘洞了！ ”前天晚上，舟山民安
救援队接到沈家门一处老居民
楼一 3 楼住户求救。

赶到现场，救援队员吃了一
惊：住户房顶到处漏水，六七个
桶也接不完。 联系上楼上住户才
知道是楼上积水渗漏所致，但楼
上为何出现积水，住户自己也摸
不着头脑。

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救援
队队长李峻和三名队员冒着风
雨爬上 7 层楼高的楼顶，查看雨
水管。 果然，雨水管周围堆积着
树叶、塑料碎屑等垃圾。

“由于年久未清理，楼顶垃
圾堵住雨水管甚至落入管内，就
会堵塞某层楼的管道，雨水就会
从阳台管道缝隙漫到房间里。 ”
李峻解释。

清理了屋顶的垃圾，队员们
又帮 4 楼住户做了雨水管检查，
防止积水继续增加。

早在 9 日中午，舟山民安救
援队就准备好皮划艇、 汽油锯、
拖车、抽水泵等救援工具，并组
织起 30 人的救援队伍。 当日傍
晚起，队员们奔上街头，蹚进数
十厘米深的积水中，多次参与抛
锚车辆、倒伏树木等救援。 昨日
凌晨 3 时左右，他们方穿着湿透

的衣服，轮着睡了一会。 而昨天
一整天，队员们的忙碌关键词就
是“排水”，上午在定海，下午到
朱家尖， 帮助地势低洼区排水，
昨日晚上 8 时还在忙。

志愿者提前为空巢老人送
好三餐

9日中午 10时多， 定海区昌
国街道香园社工服务中心志愿者
胡爱珠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将 8
份热汤热饭小心翼翼放好， 骑上
电动车，顶着风雨出发了，她要为
25位空巢、孤寡老人送餐。

“阿婆，给您送餐来了，这是
三餐的量， 一定要放在冰箱里保
存啊。 ”风雨中骑到留方路一处老
宅下，胡爱珠敲开一家门，对门内
90 多岁的老阿婆说。 饭盒里，有
一份炒鸡肉，一份包心菜炒虾皮，

一份土豆番茄汤，一份米饭，每一
份饭菜都是三餐的量。

“侬辛苦，侬辛苦。 ”阿婆接
过饭菜，不停地道谢。

当天中午，胡爱珠在风雨里
奔波了两个小时， 为 25 户老人
赶在台风逼近前，送足饭菜。

记者从香园社工服务中心
了解到，当天中午组织了 6 位志
愿者， 为昌国街道 50 位老人上
门送上热腾腾的饭菜，也送去对
老人们满满的爱。

760 余名志愿者 760 多份
爱心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早
在台风来临前，就已动员全市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保证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积极参与防台。

岱山 10 余家社会组织 300

余名志愿者引导受灾群众转
移； 普陀西河社区志愿者对 10
余处楼房外墙脱落面进行安全
处置； 市阿拉义工协会第一时
间联系结对的嵊泗县 20 位老
人和本岛 15 位困境母亲，并组
织上门慰问和志愿服务……这
两日，全市各个角落，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的参与带来满满的爱
心和正能量。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昨日下
午 2 时， 全市共有 53 家社会组
织 760 余位志愿者参与此次抗
台救援活动，共成功抢拖熄火车
辆 5 辆，清理倾倒树木、路障等
50 余处，为 5 户家中进水房屋进
行抽水， 安全转移群众 3100 余
人，处置安全隐患 60 余处，开展
昼夜安全巡查 580 余人次，上门
为 160 余位老人送上饭菜。

（据《舟山晚报》）

舟山：53 家社会组织 760余名志愿者参与台风救援

“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这是 2013 年 12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中的殷殷嘱
托，现在，这已成为服务队员们的自觉坚守和行动指南。

“本禹志愿服务队”的指导老师徐本禹告诉记者，6 年前，同学
们在一起交流扎根深山支教 10 年的体会时，有人提议“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封信汇报汇报”。没想到，总书记百忙中回信，勉励同学们“以
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书记回信给我们增添了勇毅笃行的动力”， 在华中农业大
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师生交出了一份份漂亮的答卷：在贵州大
山深处，148 名大学生 15 年“爱心接力”，把“山洞小学”建成温暖的
家 ;在湖北建始县脱贫攻坚一线，博士服务团服务农民播种、养殖，
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在武汉市盲童学校，红杜鹃爱心社的队员
悉心陪伴，为盲童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贵州毕节大方县大石希望小学学生家里，“本禹志愿服务队”队
员正在做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