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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志愿服务暖人心

2019 年春运已经进入“小
高峰”，连日来，每天 20 多万名
旅客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西
站。 为了帮助归心似箭的旅客
顺利回家过年，由大学生、退休
大爷大妈、 工作人员等组成的
志愿者队伍， 利用休息时间开
展服务， 让乘客的回乡路更加
温暖。

北京西站地区志愿服务
协会工作人员芦静介绍，西站
注册志愿者约有 2500 人，年
龄在 18 周岁至 60 周岁之间。
春运期间，每天有 200 余人参
与志愿服务， 早上 5 点半，地
区单位工作人员加入志愿者
队伍，早上 7 点后，社会志愿
者正式上岗。

春运前， 北京西站地区志
愿服务协会对近千名志愿者进
行了培训和考核， 并准备服务
手册供志愿者学习。“志愿者工
作特别认真， 在服务手册上密
密麻麻记录了每天遇到的新情
况， 比如西站周边新开了哪些
宾馆、超市，如何到达机场和其
他火车站等”，芦静表示，大家
学习劲头很足， 一旦车站发生
了变化， 比如增加了新服务设
施，出站口重新编号等，都会亲
自到现场确认、学习，以便更好
地为旅客讲解介绍。

忙完正月十五再回老家
看父母

北京西站南广场的爱心
驿站岗亭里，轮椅、药品箱、工
具箱等罗列排放，无声“告诉”
旅客们这里是一个可以求助
的地方。22 岁的辅助员胡少杰
环望四周，在熙来攘往的人群
中“搜索”拄拐、被搀扶、行动
慢的乘客。

“不能总等着人家来问，
我也得主动观察”，胡少杰说，
前天他注意到两名男乘客在
广场柱子上靠着，其中一位半
身不遂。 过去一问才知道，乘
客本来买了飞机票回重庆，但
因刚动完手术没多久不允许
上飞机， 只得来西站坐高铁，
却没有买到当天的票，想在附
近住店。 于是，胡少杰用轮椅
推着乘客找到满意的宾馆，

“我一直把大哥送到房间，留
了联系方式。 他们今天（1 月
31 日）8 点的火车，7 点我带着
轮椅过去接，把他们送上了火

车。 ”虽然经历一波三折，但是
有了胡少杰的帮助，两位男乘
客觉得回家的旅途很温暖。

随着春运小高峰来临，每
天有三四十次， 胡少杰需要推
着轮椅将乘客送进站， 下午两
点下班后， 胡少杰还自愿当起
志愿者，继续工作到晚上 8 点。
连续几天工作 12 个小时，他的
眼圈红红的。

今年是胡少杰在西站工作
的第二年，去年春运，他坚守岗
位，没有回山西老家过年。今年
他还是得忙完正月十五才能回
家。“春节虽不能和父母团聚，
但看到乘客平安踏上火车，我
也有了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胡
少杰说。

退休后发挥余热脚底贴
暖宝宝上岗

葛玉花的志愿蓝马甲上绣
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说明她是
一名五星级志愿者， 累计服务
超过 1500 个小时。别看葛玉花
今年 56 岁，她的精力丝毫不输
给年轻人，每天早上 6 点，她准
时蹬着自行车往西站骑， 脚底
贴着暖宝宝上岗。

昨天到了休息时间， 葛玉
花正准备离岗， 突然看见一位
乘客心急火燎下了出租车，双
手各提了一只大行李箱。 得知
乘客乘坐的火车还有 20 分钟
就开车了， 葛玉花帮乘客提起
拉杆箱， 一路指引着取票、进
站。“取票机前原本有几名乘客
在排队， 一听说这位乘客快赶
不上车了，都同意让她先取。 ”
顺利到达候车厅后， 乘客拉起
葛玉花的手连声道谢， 非要添
加微信好友并合影，“大姐，等
我再来北京时，还来找您！ ”

有时候， 出站的旅客看到
落客区出租车多， 常常会一拥
而上拦车上车。每到这个时候，
葛玉花就会提着喇叭温馨提
示，这里只下不上，往哪儿走能
到达出租车调度站，“告诉乘客
在哪里打正规出租车， 以免他
们打到黑车挨宰。 ”

葛玉花说，常有人问她，退
休后不在家歇着， 为什么来干
志愿者。“现在生活不愁吃穿，
就图个快乐。当我帮助了乘客，
看到他们的笑脸， 我内心能感
觉到这种快乐。 每到暑运、春
运，我看到学生、城市的建设者

提着大包小包返乡， 觉得他们
一年来不容易， 我愿意帮助他
们，希望他们一帆风顺。 ”

帮助核验车票让乘客少
走弯路

今年春运期间，每天有 50
位北京城市学院大学生来西站
做志愿服务， 他们分布在预检
区、候车室、进站区等岗位。 候
车室在哪里？去哪里打开水？卫
生间在哪里？ 每天不断重复相
同的答案有些枯燥， 但这些志
愿者说，“我们重复了上百上千
遍的答案， 对于问询者来说都
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多一丝耐
心可能让乘客少走些弯路。 ”

乘客归心似箭，难免忙中
出错。 北京西站北广场设置了
预检区，志愿者协助工作人员
核验车票，看车票是不是西站
始发、是不是当日车次，是不
是距离开车前四小时的车次。

“昨天一位志愿者在核验时发
现，一位乘客的车票是北京站
出发的，连忙领着乘客到售票
处改签，最后乘客顺利从西站
出发了。 ”志愿者领队周子琦
介绍，车票预检很重要，等乘
客排队进站后才发现票错了，
就得逆着人流往出走，十分麻
烦，所以志愿者核验车票时要
格外细心。

“有些乘客乘坐的是下午
4 点的车， 上午 8 点就来排队
进站， 被劝阻后质问我们为何
不能进站。 ”周子琦说，为减小
候车室压力， 车站要求乘坐距
离开车四小时车次的乘客才能
进站， 如遇列车大面积晚点等
特殊情况， 可能会缩短进站时
间。 此时，志愿者会耐心劝导，
争取乘客的理解。

近期， 北京西站启用了人
脸识别系统，年轻人“刷脸”进
站驾轻就熟， 但中老年乘客使
用新科技还需志愿者帮忙。“身
份证放这里，您抬头看灯，可以
了请进。”志愿者王硕重复着相
同的提示语和动作， 乘客在她
的帮助下快速进入车站。

在周子琦看来，大学生利
用寒假做志愿者， 比在家休
息、玩游戏有意义。“前几天，
两位外籍乘客不会说汉语，改
签遇到了困难。 这时候，我们
的英语口语派上了用场，挺有
成就感的。 ” （据《新京报》）

200余春运志愿者服务北京西站

春节前后，各地纷纷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 在北京西站，春
运期间，每天有 200 余人参与志愿服务；在重庆，“我们一起奔小康”
扶贫志愿服务活动，为贫困群众送温暖、送技术、送文化、送健康、送
新风……

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一种生活方式！

连日来， 重庆市各区县积
极开展“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
志愿服务活动， 为贫困群众送
温暖、送技术、送文化、送健康、
送新风。

“老乡你哪里不舒服？ ”“您
来量量血压。 ”……1 月 30 日，
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堡堂村，
来自该区青年镇卫生院的医务
志愿者们为前来就诊的村民把
脉问诊。 当日，该区“我们一起
奔小康” 扶贫志愿服务活动在
这里进行， 多支志愿服务队为
当地村民开展了义诊、 政策宣
传、文艺演出、赠送书籍等多项
惠民服务。

近年来，在“我们一起奔小
康”扶贫志愿服务活动中，万盛
经开区吸引了 127 个志愿服务
组织 、1 万余名志愿者踊跃参
与，先后开展了爱心捐赠、技能
培训、助农劳动、结对帮扶等形
式的 1600 余场志愿服务活动，
发动爱心企业、群众捐款约 650
万元、捐物 2.3 万件，让 7.5 万贫
困群众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据了解， 我市在深入开展
“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服
务行动中， 通过发挥城市志愿
服务资源优势、 先进典型引领
作用和公益组织社会化优势，
汇聚扶贫志愿服务强大合力，
让贫困村不再是被志愿服务遗
忘的角落。

今年以来， 酉阳的扶贫志
愿服务者已深入该县 39 个乡
镇 (街道 )，为 1.2 万余名群众提
供了义诊、扶贫政策宣讲、法律
法规宣传、 移风易俗倡导等服
务。 文化志愿者把党的政策融
入歌舞、快板中，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精准扶贫政策。 医疗志愿
者为当地 58 名“两癌”贫困母
亲送去了公益救助金。 移风易
俗宣传志愿者深入到农户家
中， 对违规操办酒席行为进行
政策宣传、劝说制止，引导广大
村民崇尚节俭。 青年志愿者则
驻守在长途汽车站， 为返乡村
民提供候车指引、路线引导、行
李搬运等志愿服务。

在开州区，“我们一起奔小
康” 扶贫志愿服务活动走进该
区大进镇，由当地村社干部、文
化名人、 新乡贤组成的志愿者
队伍， 向贫困群众讲解脱贫攻
坚政策、种养业技术，为贫困群
众书写春联、家训。

在铜梁区， 志愿者们走进
西河镇双永村， 为建卡贫困户
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咨询，鼓
励他们自力更生， 消除“等靠
要”思想。“看着越来越多的社
会好心人参与到扶贫志愿活动
中， 我心里倍感温暖， 新的一
年，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用勤劳
的双手改善贫困的生活。 ”贫困
户刘继华表示。

据悉， 在“我们一起奔小
康”扶贫志愿服务活动中，各区
县志愿服务组织坚持将“输血”
与“造血”、“扶贫”与“扶志”结
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技能培
训、务工就业等脱贫攻坚重点，
先后设计了“田间课堂”“微心
愿”“你健康我服务”“互联网+
志愿扶贫 ”“洁净家园 ”“4+1”
助学圆梦等 1.4 万余个志愿服
务项目， 在贫困村建立志愿服
务站， 为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
者提供便捷的参与途径， 使志
愿扶贫更精准。

（据中国新闻网 ）

重庆开展“我们一起奔小康”
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胡少杰（右一）用轮椅将腿脚不便的老人送出北京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