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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妈妈】：掏出 20 多万
积蓄为“山娃娃”买古筝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
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学校，有个
创办了 7 年的爱心古筝班。 创办
者叫俞晓冬，今年 61 岁，退休前
是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国家
一级古筝演奏家，也是玄武区军
休七所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
者。 不过在大别山区，孩子们都
喜欢称她“古筝妈妈”。

2014 年，身患癌症刚动完手
术的俞晓冬抱着到山中休养的
念头，带着古筝走进金寨。 那天，
小南京学校的音乐教室里，俞晓
冬一曲奏罢抬起头，看到的是山
里孩子们如痴如醉的神情。

“老师， 能不能教我们弹
琴？ ”一个声音怯生生地响起。

扶贫先扶智，身为文化扶贫
志愿者的俞晓冬痛快地答应了
下来。面对那一双双澈亮的眼睛，
她全然忘记了自己曾是个癌症病
人，左肺下半部完全切除，劳累不
得。回到南京后，俞晓冬推掉了付
费上课的学生们，又拿出 20 多万
元积蓄买古筝，买谱架和琴弦、弹
片，一趟趟运进山里，赶赴与“山
娃娃”们的音乐之约。

自此，大别山深处，古筝琴
声悠悠。

只要俞晓冬在，小南京学校
里就一定会传出如清泉流淌的古
筝声。她教孩子们乐理，用手势和
演唱旋律为孩子们指挥乐曲、启
发他们的音乐想象力； 她讲电影
《闪闪的红星》， 讲由此改编而来
的《映山红组曲》演奏要领。

7 年来， 俞晓冬一次次在南
京与金寨间往返，逢年过节高铁
票紧张，她就买站票，买到附近
的六安、合肥再中转，单程要花
上 4 个多小时。

一年 365天，俞晓冬会在金寨
至少待上 150天。 她白天上课，晚
上一个人住在学校的综合楼里。山
里蚊虫多， 被咬一口就是二三十
天消不下去的红肿； 住宿的条件
自然跟南京的家中没法比， 有时
还会遇上断水断电；还有的时候，
她一个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只能
靠服用安眠药才能睡上一小会。

有多少爱，就能克服多少艰
难，再苦再累，她也舍不得那些
“山娃娃”。 那些在阳光下眼睛明
亮、笑容温暖的孩子们；那些会
扑上来抱着她，用脆生生的声音
大喊“俞妈妈”的孩子们；那些听
说“俞妈妈”得过癌症后一个个
哭成泪人儿的孩子们；那些在黑

板上一笔一画写下“我永远爱
你”的孩子们。

【绿丝带】： 用专业和爱心
服务特殊人群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请你
吃蛋糕。 ”陈璐（化名）捧着一块
块蛋糕，微笑着送到同她一样身
穿病号服的病友手中，病区里每
个人的脸上都溢满了笑容。

在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
医院精神科病区，这样的生日宴
时常上演，宴会主角是该院的精
神病患者，而宴会的“总导演”和

“总服务” 都是来自南京高校的
大学生， 他们有个共同的身
份———绿丝带公益社志愿者。

绿丝带公益社的发起人叫
江永新，今年 53 岁，在南京市江
宁区第二人民医院从事康复管
理工作。 让精神病患者接触社会
有助于他们打开心扉、 早日恢
复，江永新一直在寻找可以给精
神病患者提供娱乐陪伴的公益
组织， 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
2013 年底，他萌生出自己成立公
益组织的念头，并很快找到了志
同道合的志愿者同伴。

7 年多的时间里， 参与精神
病患者娱乐陪伴的志愿服务总
人次超过 5000 人次， 总时长超
过 1 万小时。

“绿丝带” 名气越来越大。
2015 年的一天，一名视障人士慕
名联系上江永新，他和同伴想来
南京旅游，因为看不见也不认识
路，寻求志愿者帮助。

“没问题，你们来吧。 ”江永
新一口答应下来。

就这样，从 2015 年至今，“绿
丝带”志愿者已陪伴了近 200 名
视障人士“一路听风景”，让看不
见阳光和鲜花的他们也能感受
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江永新透露，陪伴视障人士
旅游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志愿
者不仅要提前规划路线，还要了
解自己负责的视障人士的个人
情况。“比如先天性视障人士没
办法想象什么是高山、什么是绿
色，志愿者会更多地引导他们去

触摸和体验， 比如去新疆旅游
时，志愿者们会带视障人士骑骆
驼、听维吾尔族歌曲、品尝美食
等。 ”江永新解释道。

受到“绿丝带”的帮助后，一
些受助者也转变成助人者。 女孩
叶子（化名）的身世十分坎坷，高
三那年父亲溺亡，大一时母亲又
因肺癌去世，是“绿丝带”志愿者
资助她完成了大学学业。 毕业
后，叶子主动回到“绿丝带”，成
了一名社区志愿者。

如今，“绿丝带”有固定服务
志愿者 150 人，每年还有流动志
愿者数千人，服务项目也从开始
的帮助精神病患者拓展到助老、
助残、助困、助学等众多领域。

这条“绿丝带”越飘越长、影
响范围越来越广。

【博物馆志愿者】： 让六朝
历史唤醒“南京记忆”

博物馆“走”到家门口，会是
什么样？ 2015 年，南京六朝博物
馆专门组建“博物馆课堂进社
区”团队，“六朝青”志愿者们以
弘扬传统文化及普及六朝历史
为主旨， 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
把博物馆搬到了社区居民的家
门口，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当出土“竹林七贤拼砖画”的
西善桥与馆藏“竹林七贤拼砖画”
的南京六朝博物馆邂逅，历史与现
实在这里交融。西善桥平治社区位
于文化底蕴深厚的雨花台区，作为
南朝大墓的密集分布地和竹林七
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出土地， 平治
社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环
境。“博物馆课堂进社区”项目中，
志愿者们用生动的语言和展示，
让当地居民对这件国宝级文物的
来龙去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近年来， 六朝博物馆坚持
“请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
通过“看、听、学、玩”4 个维度，推
出 8 大主题课程资源包， 多方
位、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地打
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自实施以来，志愿服务项目
先后走进梅园街道，送展进西善

桥平治社区，并参与组织“至善
集坊———岱山新庙会”历史文化
主题活动、“回望六朝———六朝
历史与民俗文化图片展”及六朝
茶礼活动等，累计进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主题课程活动
261 场，受众 15402 人。

【龙尚村】： 志愿服务蔚然
成风

从“60 后” 退休教师到“90
后”年轻小伙，从退伍军人到社区
党员……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
道龙尚村，志愿者无处不在。

在龙尚村“四点半课堂” 里，
“60后”王春英正在整理图书。2018
年，退休在家的她经常看到放学后
的孩子在外面追逐打闹，既不安全
又耽误学业， 于是她来到社区请
缨：“我虽然退休了，但还可以继续
为村里孩子做点事情。 ”

与此同时，当地“90 后”志愿
者朱学优也来到了龙尚村。“城
里孩子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乡
下孩子也得跟上。 ”他对村里相
关负责人说道。

2018 年 10 月，龙尚村“四点
半课堂” 正式开课，“老少配”的
两名志愿者给孩子们安排了丰
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孩子在这
里有人看管、有人辅导，家长工
作自然更加安心、更加顺心。 ”一
位家长说。

自成立以来，龙尚村“四点半
课堂”已经服务了 100多个家庭。

在龙尚村， 志愿服务理念早
已深入人心。 为开展丰富多彩的
志愿服务活动， 村里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设立志愿服务站；以
网格为单元，设立 12 处志愿服务
驿站； 还整合村史馆、 党员活动
室、青少年活动室、党群微家等功
能室设立 26处志愿服务岗。志愿
者们通过这些平台， 定期开展健
康义诊、妇儿维权、未成年活动、
亲子教育、文化活动、技能培训、
关爱困难群体等志愿服务活动。

如今，龙尚村共有注册志愿
者 1112 人，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
达 34%， 每 3 人中就有 1 名注册
志愿者。 （据《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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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起志愿服务灯盏，照亮城市文明底色

身患癌症的她走进大别山区， 拿出 20 多万元教山里娃
娃弹古筝；一条绿丝带，不仅陪伴精神病患者接触社

会，还带着近 200 名视障人士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博物馆志愿者
们来到社区， 在家门口讲述六朝历史， 唤醒更多人的 ‘南京记
忆’；在江宁汤山街道龙尚村 ，不论是 ‘60 后 ’退休教师还是 ‘90
后’年轻小伙，都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开展 2020 年度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 ，南京市玄
武区军休七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俞晓冬、南京市绿丝带公益社、
南京市‘六朝青’博物馆课堂进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和南京市江宁
区汤山街道龙尚村分别入选 100 个最美志愿者、100 个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100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 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江苏省推荐名单。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虽然这 4个入选对象只是南京遍地开花的
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但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还展现了南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文明风尚。

他们的故事，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他人前进的路，也温
暖了整个城市。

“古筝妈妈”俞晓冬和她的山里娃娃一条“绿丝带”就此飘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