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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长达 22 年的爱心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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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讲述对口扶贫协作
故事的电视剧《山海情》

热播，在全国引发关注。 剧中放弃
县城优越条件、毅然选择去农村小
学支教的“厦大高才生”郭闽航，原
型正是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里
的援宁支教青年志愿者。

据了解，厦大研究生支教团
一直都是现实版 “山海情 ”的一
员。 这是一场长达 22 年的爱心
接力，从 1999 年到 2021 年，厦大
研究生支教团共有 241 名支教
队员的足迹遍布宁夏海原县、隆
德县、闽宁镇。

曾拦下打算辍学的学生

厦大研一学生许继聪曾担任
厦大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隆德
分队队长，于 2019年 7月至 2020
年 7月在隆德四中支教一年。

最近《山海情》热播，许继聪也
在追剧。因为有在宁夏西海固支教
一年的经历，他追剧时的心情更复
杂：“对剧中的方言倍感亲切，甚至
还能‘吐槽’某些片段的口音不够
正宗；总觉得如果再给自己多一年
时间， 会把支教工作做得更多、更
好，因而难免有遗憾。 ”

“这部剧让我‘泪目’的场景
太多了。 ”许继聪说，感触最深的
是剧中白校长拼尽全力挽留要

辍学打工的孩子们，特别是他骑
着自行车去拦大巴车，追回赴闽
打工的学生海春玲。 这一幕之所
以触动心弦，是因为他在支教过
程中也做过类似的事，这一切都
太真实了。

2019 年 10 月， 许继聪听说
有个初三年学生打算辍学，他感
到很纳闷。“临近毕业为什么不
想读书了？ ”他找到学生了解情
况，得知这个学生的妈妈多年前
因车祸听力受损， 没法正常工
作，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爸爸又突
发心脏病。 这个懂事的孩子就想
去打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许
继聪多次给他做思想工作，还帮
他申请助学金，最后这名学生才
打消辍学的念头。

想多留一年未能达成

《山海情》中的白校长是援
宁支教教师队伍的缩影。 许继聪
说， 他没有像白校长那么伟大，
一生扎根西海固。 不过，在一年
支教期满时，他也曾想申请多支
教一年。 后来，他了解到厦大研
究生支教团没有这种先例，如果
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申请留下，可
能会被安排到县里的行政岗。 最
终，他的心愿未能达成。

支教结束后，许继聪回到厦

大读研一。 去年 10 月，隆德下了
第一场雪，学生第一时间就给他
打电话。“太想念那些孩子了。 ”
许继聪说， 尽管只有短短的一
年，但他跟孩子们建立了非常深
厚的感情。

在隆德四中，许继聪任教的
是地理学科。 他在每节课前留了
几分钟的自我展示时间，每个学
生轮流上台介绍自己。 一年下
来，很多学生都变得开朗了。 他
还和其他支教队员积极促进“智
慧教室”建设，运用互联网技术，
大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去年 6 月，支教队员充分利
用厦大优质资源，组织隆德三小
和隆德四中的师生一同观看厦
大“嘉庚号海洋大讲堂”直播，学
生们与一线科研人员交流互动，
激发他们对海洋的好奇心，了解
不一样的世界。 支教队员还开展
“凤凰花”班系列活动，利用暑假
带领隆德县边缘乡村的少年儿
童到县城参加各种活动，开拓他
们的视野。 此外，支教队员还多
方筹集助学善款， 资助家庭困
难、品学兼优的学生。

为支教放弃保研资格

去年上半年， 因为疫情，学
校迟迟没有开学，许继聪的返校

申请直到 5 月份才被当地教育
部门通过。 到了隆德，他才知道
根据当地的防疫政策，要先隔离
28 天才能进学校。但学生们盼着
赶紧见到他，最后，学生们派了
一个家住附近的同学做代表，到
隔离地外跟他“隔墙相望”，还拍
下视频发到班级群里。 当许继聪
隔离结束后回到学校，学校已经
安排其他老师授课。 让他又意外
又感动的是， 学生们背着他，联
名写了一份申请给校领导，希望
把他调回来。

大三时，许继聪原本有保研
资格，但他希望能“用一年不长

的时间， 去做一件终生难忘的
事”。 于是， 他果断放弃推免名
额，申请加入研究生支教团。 许
继聪说，现在回想起来，放弃保
研并没什么，因为这一年里他收
获了太多！

网上也有人质疑， 一年的支
教时间能改变什么？许继聪说，扶
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志向的培
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观念的
改变更是一个艰难的征程。 支教
的意义是以教育为梯， 让他们看
到更远、 更广阔的天空， 面对未
来，能够做出自己满意的选择。

（据《厦门晚报》）

� � 勇敢逆行防疫战场、积极参
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入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关心关爱困难群
众……在苏州吴中胥口这座“好
人小镇”， 志愿者成了一道不可
或缺的风景线，志愿服务成为点
亮城市文明的火炬。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志；志愿者更是文
明新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 近年
来，胥口镇不断加强志愿服务阵
地和队伍建设，丰富创新志愿服
务内容，通过制度化建设、项目
化运行、专业化培训、多样化激
励等措施，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接
地气、贴民心、聚人气，进一步提
升了城市的颜值气质，让胥口更
具温度，更加宜居。

搭阵地、接地气
拓展志愿服务范围

在胥口镇，“家庭医生”早已
不是新鲜词了。 每月，来自当地
卫生院的家庭医生都会如约走
进各村社区开展巡诊活动，现场
免费为村民测血压、血糖、检查
肺功能、提供咨询服务。

这项志愿服务工作自 2014
年开展以来， 受到了广大村民群
众的一致好评。如今，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与胥口镇“胥江先锋”志愿
服务团队相结合， 进一步创拓展

志愿服务载体，提升服务能力。
“胥江先锋”志愿者服务团

队是一支以机关、市镇单位党员
为骨干，企业党员为补充，并吸
纳群团力量组建成的志愿者总
队，下设七支各村（社区）分队。
团队的志愿者身穿统一的红马
甲， 活跃在各类公益活动中，穿
梭在城市大街小巷，为素不相识
的人送去帮助和关爱，用实际行
动为城市文明添彩。

志愿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主力军，志愿服务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主要方式。 自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启动以来，胥口镇以
实践所、站、点为重要抓手，搭建
灵活便捷、 形式多样的阵地，制
度化、 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形成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
主题、村村有品牌的志愿氛围。

为了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胥口镇每年都会
制定志愿服务清单， 根据群体需
求的不同， 有针对性地设计关爱
困难群众儿童、扶残助残、敬老助
老、法律援助、健康咨询、文化惠
民等志愿服务项目， 努力实现从
党委政府“派单”向群众“点单”转
化，不断拓展志愿服务范围。

截至目前，胥口镇拥有注册
志愿者 12503 人， 志愿团队 108
个，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长超
150 万小时， 在全镇形成了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

创品牌、贴民心
提升志愿服务内涵

入户宣传、文明劝导、铲除小
广告、捡拾路面垃圾、清扫卫生死
角……2020 年是苏州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至关重要的一年，来
自胥口镇机关的诸多党员群众冒
着酷暑和顶着风雨， 全力做好创
城的“面子”和“里子”工作。

这是胥口镇干群参与志愿
服务的一个生动缩影。 这些年，
每逢文明创建关键期，全镇各单
位工作人员按照“属地、就近”原
则赶赴全镇重点路口和责任区
域， 对交通要道进行协助指挥，
对村社区及公共设施等进行清
理打扫及巡查，对违反市容管理
规定的现象进行劝阻和查纠，以
小实践推动大文明。 此外，还在
炎炎夏日开设多个“清凉补给
站”， 免费为环卫工人、 外卖小
哥、快递员这些户外工作者们提
供水和饮料，把清凉和感激送给
一线劳动者。

在志愿者力量的感召下，越
来越多的大众百姓自发加入到
服务行列， 从点滴小事传递温
暖，从平常细节弘扬美德。 这些
活动也成为了胥口镇常态化开
展志愿服务工作的特色品牌。

近年来， 胥口镇志愿服务结
合本地实际和文化特色， 立足群
众需要、 城市管理需求， 以打造
“一镇一品”“一村一品” 为目标，
不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 先后打
造了“胥江先锋”“飞马团”“锐力
先锋”“箭泾三老” 等一批有影响
力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 并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上，
按月发布志愿活动， 吸引志愿者
精准对接，全面参与到文明城市、
人居环境、垃圾分类、传统节日、
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活动中。

建机制、聚人气
推进志愿服务常态长效

“没想到平时积累的志愿服
务时长能兑换这么多礼品，真是
实用又贴心！ ”2020 年 4 月，位于
胥口镇箭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的“时间银行”正式对外开
放，首批村民志愿者开心地前来
兑换了食用油、洗衣液、文具等
实物奖励。

开展积分兑换活动，不仅能
从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予志愿者
一定的鼓励，还能吸纳更多富有
爱心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来，营造文明花开胥江畔的良好
氛围。

其实，类似的礼遇办法在胥
口还有很多。在 2020 年 5 月启动

的家庭文明积分工作中，胥口镇
出台管理意见，引导各村将志愿
服务纳入评分标准，设置一定比
例的分值，根据所得积分可参与
兑换、参评星级文明户等。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党
员、群众、新市民等参与志愿活
动的积极性，胥口镇正在研究制
定镇级层面的志愿服务礼遇激
励办法，希望通过扎实推进志愿
服务制度化建设，营造“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 为促进志愿
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胥口镇还加
大先进典型选树表彰力度， 优先
推荐优秀志愿者参评胥口好人、
吴中新人、苏州好人等荣誉称号，
进一步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座小镇的魅力， 不仅在于
外表，更在于内涵。 2013年至今，
胥口镇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四届

“百名好人耀胥江”身边好人评选
表彰活动，全镇共涌现出了近 400
名“胥口好人”，这些身边好人、道
德模范、 志愿者像一颗颗文明的
种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他们精神气质的熏陶下，
做好人好事、做志愿公益成为一
种行为习惯、 一种生活方式、一
种时代风尚，向善向上的志愿力
量让“好人之镇”更加熠熠生辉。

（据《中国青年报》）

志愿服务让“好人小镇”熠熠生辉

许继聪在支教学校上八年级地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