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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叶子”
也是志愿服务达人

从 1152 份报名表中筛选出
132 名“小叶子”，将近 10 比 1 的
筛选比例体现了东华大学“小叶
子”报名的受欢迎程度。 综合考
察志愿服务动机、 政治素质、心
理抗压能力、英语口语水平等内
容， 该校最终确定会期志愿者
132 人。 记者注意到，他们中 28%
为党员、20%曾参与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

“我们还挑选了 25 人做‘小
叶子’体验官，负责在各类新媒
体平台上讲好东华人的进博故
事。 ”东华大学团委书记沈洁告
诉记者，“小叶子”的“优质”绝不
仅仅体现在一次进博会服务上，
综合历届“小叶子”的整体表现
来看，这些热衷志愿服务工作的
学生也是学校育人的优质成果，

“学业、就业，甚至就业后的各方
面表现，都很不错”。

上海交通大学 105 名“小叶
子”几乎每人都有丰富的志愿服
务经历，其中不乏辅导员、校园
文化达人和学术达人。 超过半数
志愿者受过上马、半马等大型赛
会志愿服务的历练， 还有 10 多
名暑假刚刚结束花博会志愿服
务的大型赛会“老手”。

上海交通大学电院大四学
生沈一鹤是校青志总队队长，也

是该校花博会志愿服务队的领
队。 今年 9 月，他成为交大第 24
届研支团的一员，即将赴中西部
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扶贫。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金融
202 班金欣芸曾积极参与中共一
大纪念馆志愿服务，是一名“党
的诞生地”志愿者，如今她又成
了一名“小叶子”。

华理不仅有“小叶子”，还有
“平方志愿者”。 进博会期间，“平
方志愿者”将为集中住宿的志愿
者提供代取快递、无接触配送早
餐等服务，为“小叶子”提供周到
服务，确保志愿者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投入志愿服务工作。

进博会成国际化育人平台

志愿达人、文体达人、学术
达人都聚集在进博会上。 以上海
交大的“小叶子”为例，其中包括
了 一 大 批 校 园 文 化 活 跃 分
子———徐思赟是上海市高校戏
剧联盟主席，陈锡琳是校交响乐
团打击乐声部负责人，鲁润泽是
国旗护卫队队长，王翊涵是篮球
协会主席。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志愿者
更是有备而来。 来自进博会外语
翻译组的“小叶子”赵玉华告诉
记者， 自己的工作是对接公安
局，配合各责任区民警针对不同
展区需求提供外语翻译服务。
“同组小伙伴的语言技能涵盖英

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韩
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其
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 10 多
个语种。 ”赵玉华说，上外志愿者
的“最强功能”就是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要按照来宾的国籍进行归
类，这样分发证件时会方便些。 ”
国家会展中心内，来自上海师范
大学旅游学院 16 级会展经济与
管理专业的王萍在给新一届“小
叶子”做岗前培训。 王萍曾是首
届进博会的优秀志愿者，如今她
已成功入职国家会展中心。

王萍的成功就业并非个例。
参加过第三届进博会的上海师
范大学毕业生邢仲玥也有类似
经历。 她告诉记者，披星戴月的
志愿生活虽然辛苦，但在志愿服
务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到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职业的人，“志愿服
务带给我不可多得的历练与体
会。 在大四面临实习岗位选择
时， 我决定来到国家会展中心，
再续进博之缘”。

志愿服务如今已成为上海师
范大学的实践育人平台。 进博会
不仅是一场商业、 科技和文化的
盛会， 对大学生而言更是一个锻
炼实践能力、提升综合素养、磨炼
意志品格的“国际化育人平台”。

“一方面，进博会将提升和
拓展志愿者服务社会、参与城市
发展的高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
参与这类活动也能推动学校建

设。 ”上海师大团委相关负责人
在培训会上鼓励“小叶子”抓住
机遇， 实现自我历练和成长，为
今后就业找到方向。

“大叶子”肩负更多使命

记者注意到，进博会不仅是
大学生“小叶子”的舞台，也是一
群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志
愿者的舞台。

来自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
分行营业部的黄嘉禾已经是第
四年担任进博会志愿者了。 她是
从银行总行、分行举办的青年外
语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每
年都负责为中外客商交易进行
翻译。 她称自己是一名幕后工作
者，“我们扮演着畅通企业对话、
促成招商合作、提供专业服务的
角色，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提高
合作签约机会。 ”

她介绍， 早在几个月前，工
商银行上海分行的青年志愿者
就已经处于“全面备战”的忙碌
状态了。 组织安排志愿者、联系
参会企业客户、 准备参会材料、
提前前往场馆踩点、模拟会议过
程等一系列工作都在井然有序
地开展。

今年进博会工行青年志愿
者的总人数约为 350 人，主要负

责会场外引导、内场会务、接引、
展厅、交通等岗位，为进博会配
套活动提供专业服务。 近期，300
多名工行青年志愿者都在青浦
基地进行封闭式岗前培训。

上海分行的王艺君将在进
博会期间服务中欧企业家大
会， 熟练掌握外语的她已经提
前研究了会议流程、时间、内容
和场馆位置等，以备活动嘉宾前
来咨询。

配合磋商也是她的重要工
作之一。 工行志愿者负责展厅的
主要“竞品”是扶贫产品，客商之
间的磋商以线上为主。“我们要
搭建中外双方客户沟通的桥梁，
做好翻译工作，确保展商客商大
型供需洽谈顺利，实现一对一对
接签约。 ”王艺君说，促成一笔买
卖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

在进博会的会场外，拥有众
多沪上知名乃至全球闻名景点
的黄浦区，一群青年志愿者也在
做着最后准备。 黄浦区内有豫
园、外滩、南京路、淮海路、新天
地、中共一大会址、渔阳里等颇
受欢迎的景区，是进博会期间外
宾入住率最高的地区。 黄浦全区
设立了 15 个进博会志愿服务
岗，上百名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
服务。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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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小叶子”走上成长大舞台

“重回爱心学校做志愿服
务，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 ”21
岁的小雪（化名）在武汉协和医
院治愈了白血病， 并在医院的

“爱心学校” 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时光。 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
的她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希望
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据了解，武汉协和医院“爱
心学校”是一所专为血液病儿童
设立的公益学校，迄今已开办 19
个年头，1.6 万名志愿者在这里
担任过义务教师，为四万名患儿
送去知识与欢乐。

“重回爱心学校做志愿服
务，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

“2002 年，我因急性淋巴性
白血病住进武汉协和医院。 ”小
雪回忆，那时白血病治愈率不像

现在这么高，病区陆续有小朋友
去世。 爸爸妈妈看到这个情况，
内心很是绝望。 2002 年 12 月 24
日，“爱心学校”在儿童血液病房
开了起来，这也是一所专为血液
病儿童设立的公益学校。

“这对于我和爸爸妈妈是莫
大的慰藉。 ”小雪说，“爱心学校”
像一个“乌托邦”，让家长从现实
的焦灼中剥离，看到孩子也可以
正常地学习和玩耍，享受童年的
快乐， 从而对未来重新燃起希
望，坚定治疗的信心。

2018 年，小雪考入北京师范
大学，加入了白鸽青年志愿者协
会，积极参与环保宣传、赛事接
待、敬老助老等志愿者活动。 不
久前，读大四的小雪进入北师大
附中实习。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小

雪说， 自己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在“爱心学
校”学习的画面，因为在成长的
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爱，她在精神
的世界里从未感到贫瘠，也希望
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重回爱心学校做志愿服务，
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小雪说，
持之以恒做公益需要强大的内心，
他们要不断地走进别人的生活，积
极想办法找出路，然后他们也要及
时抽身，奔赴下一个故事，解决下
一个问题，这很了不起。

1.6 万名志愿者接力前行 ，
为四万名患儿送去知识与欢乐

2000 年到 2002 年， 协和医
院儿科主任金润铭教授去国外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看到当地医
院的血液病病房都配有教室、图

书馆甚至游泳池。 回国后，他提
出成立病房学校的想法。

“病房环境相对封闭，住久了
会很压抑。 ”金润铭说，每年在该
院就诊的血液病患儿多达千名，
治疗周期长达 1 年半到 3 年，孩
子们治疗期间无法离开病房，接
触不到外面的世界， 不利于身心
健康，对治疗也会有影响。

收到金润铭提交的申请，协
和医院在当时的内科大楼留出
一间大房，专供儿科爱心学校使
用。 发出教师志愿者招募启事短
短 5 天，38 名志愿者集结。 2002
年 12 月 24 日，协和医院“爱心学
校”成立，第一批学员最小的只
有一岁， 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
小雪就是其中一员。

当时 40 岁的彭培斌是第一
批志愿者。担任数学老师的他，和

其他 10多位志愿者一起，轮流给
患儿补课。 后来， 他干脆辞掉工
作，自告奋勇当上专职校长，如今
这位“爱心校长”已坚持 19年。

起初，金润铭和彭培斌一起
到武汉各大高校发动大学生。 如
今，武大、华科、华农、华师等十
多所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及
爱心联盟，成为“爱心学校”的主
要师资力量。 超过 1.6 万名社会
志愿者接力前行，为四万名患儿
送去知识与欢乐。

即便在疫情肆虐的时候，“爱
心学校”也没有停课，从线下教学
转为线上互动。 去年 11 月，在国
家卫健委主办第二届全国卫生健
康行业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中，武汉协和医院“爱心学校”志
愿服务项目成为湖北省唯一获金
奖的项目。 （据《长江日报》）

武汉协和医院有所“爱心学校”，1.6 万名志愿者在这里当过老师

� � 上海 40所高校的 4746名 ‘小叶子’、270名红十字会志愿者以及各相关单位的志愿者……
每年进博会上，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的青年志愿者团队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团上海市委的数据显示，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中，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占
15%，入党积极分子占 23%，参加过往届进博会志愿服务的共 471 人，00 后志愿者占 81%。 他们
将服务于现场引导咨询、嘉宾联络接待、防疫健康宣传等九大类岗位。

进博会上的‘小叶子’只是我国青年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他们除了服务进博会外，还曾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河南水灾等重大事件贡献过青春力量。 不少人通过进博会志愿服务，开启
了受益一生的公益之路。

上海交通大学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出征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