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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6个人中就有 1名志愿者

近 200 万人为武汉写下最美注脚

传承红色基因
为英雄城市添厚度

上周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大一学生陈佳怡连续两天都在
武汉革命博物馆做志愿讲解。

13 日，陈佳怡接待了一批华
中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他们作讲
解。“来参观的学生都是我的同
龄人，大家对这段历史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不停地向我询问各种
问题。 ”

陈佳怡是去年底报名，今年
1 月下旬通过培训正式上岗的。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女
孩， 感谢这次志愿服务活动，让
我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让我有
机会带领游客走进这座英雄城
市。 ”陈佳怡说。

3 月 5 日，在 2020 年度“感
动洪山”十大人物颁奖典礼暨洪
山好人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武汉
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副处
级民警代保平以《学党史，知史
爱史》为题作主题宣讲。

代保平坚持研学党史，以一
名普通基层党员民警的视角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收集新时代
党史资料 1200 多万字， 制作学
习强国和党史资料卡片 11000 余

张。 去年，他还出版了 18 万字个
人研学专著《青年的榜样———一
位基层民警的读书笔记》。

代保平说：“作为一名党史
志愿宣讲员， 我要通过宣讲党
史，把视死如归、顽强奋斗、忘我
奉献的革命精神传递出去，引导
大家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

杨军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 工作之余，她热忱
服务社会， 在网上开展公益讲
座，拍摄理论宣讲微视频等。“我
要把志愿精神传递给更多学生、
朋友。 引导大家一起，在党的领
导下，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
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杨军说。

25 岁的吴炎坤是汉阳区玫
瑰第二幼儿园的一名幼儿教师。
他常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候走
进图书馆、社区等地，志愿为孩
子们讲红色故事。 他说，希望通
过自己的行动，让孩子们从小浸
润在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
些革命先辈的爱国故事里，在他
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红色、爱国
的种子。

“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我就
会一直讲下去，用行动践行雷锋
精神， 唱响武汉因你而荣主旋
律。 ”吴炎坤说。

不少参与党史宣传活动的

志愿者表示，“武汉因你而荣”，
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武汉
丰富的红色资源“活”起来，讲好
党史故事，传播党的声音，使红
色基因在武汉这片热土代代相
传，使英雄特质更加彰显。

扎根基层奉献
为社会治理添活力

3 月 5 日， 第五批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江岸区公安分局百
步亭派出所民警沈胜文带着自
己购买的米、油等生活物资进社
区走访。

在文卉苑居委会，他为现场
的 50 多名群众传授防电诈技
巧， 还讲述了自己从警 17 年来
在社区工作的收获。“力量都在
群众中间，正是依靠大家共同努
力，我们的社区才能平安，这也
是雷锋精神的体现。 ”

“我会永葆忠诚本色，不忘
初心，发扬雷锋精神，用实际行
动服务辖区群众，构建和谐警民
关系，在平凡的岗位当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 ”沈胜文说。

日前，青山区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赶集会在青和居社区广
场举行，数百名志愿者齐聚青和
居社区，服务周边居民。 社区党
总支书记桂小妹，也是志愿服务
小队队长。 她一早就来到现场，
带领志愿者一起布置会场。

“我们要大力弘扬志愿精
神，把各项服务群众的举措落细
落小落实，把居民大大小小的事
办好。 ”桂小妹说。

“社区消毒，关好门窗”。 每
天下午 3 时，响亮的铜锣声在江
汉区民权街打铜社区响起，社区
党委书记倪娟带领志愿者对辖
区进行消毒。 倪娟依托社区党
委，提出“党员带社工，社工带义
工，义工带群众”的志愿服务理
念，号召社区党员、群众参与到
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中。

张婷是市民之家“老年人服
务专窗”的一名工作人员。 今年

初，武汉市民之家正式开设“老
年人服务专窗”， 由一群青年志
愿服务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点
对点”贴心服务。

张婷介绍，在工作中，他们
经常遇到来办理有线电视续费、
老年卡年审、天然气充值等事项
的老年人。“我们在耐心接待帮
忙的同时，也会告诉老年人如何
通过网络办事，或者去社区就近
办理相关服务。 ”

“每天我们与办事群众面对
面、心连心，耐心、热情的引导和
服务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张婷
说，在服务工作中我们都要带着
感情、带着责任、带着追求，擦亮
武汉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招
牌”，让武汉因“我”而荣！

“参与社区治理，方便居民
生活， 既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也
是我们向家园武汉表达热爱之
情的实际行动。 ”广大志愿者表
示，要积极参加到“武汉因你而
荣”各项文明实践活动中，用真
情服务为城市增添活力、让武汉
充满温度。

传播文明风尚
为城市形象添光彩

三月的武汉繁花盛开，长江
灯光秀炫动江城，英雄之城喜迎
八方来客。

近些天来，在武汉热门景点
东湖樱花园、 武汉博物馆等景
区，每天都有热心的文旅志愿者
为市民、 游客提供义务讲解，展
示大武汉文明形象。

文旅志愿者张玲告诉记者，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来自河
南的游客，她们说“此行是专程
来赴一场樱花之约，看看英雄武
汉的样子， 感受英雄城市的气
息”。“看到疫后重振的武汉迎来
了更多的游客，作为一名文旅志
愿者，我深感荣幸，能以这样的
方式守护着我的家乡。 ”张玲说。

小蓝鲸杂技厅店点菜师刘
艳是一名文明餐桌志愿者。 客人

点菜时，她会结合进餐客人的人
数及口味要求，以吃好不浪费为
原则为客人安排菜肴；客人就餐
前，她会耐心为客人示范公筷公
勺的使用方法……遇到外地客
人，她还会热情地介绍武汉的风
土人情和美食、美景。“希望我能
用热情周到的服务传递节约用
餐、 使用公筷公勺的文明新风
尚。 ”刘艳说。

3月 4日，江夏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职工李婷等一批志愿者，
来到八分山环山绿道清理垃圾。

大家在对绿道上的垃圾进
行彻底清捡的同时，还对垃圾进
行分类分装。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努力，大家清捡垃圾 11 袋，有效
维护了八分山周边环境。

在李婷看来，志愿服务并不
是单纯的无私奉献，而是双向的
给予获取。“我们在服务他人、服
务社会的同时，自身也得到精神
的升华，更加充满正能量。 ”

这个月，武汉地铁文明志愿
者服务总队 1 号线支队长文昌
植，带领来自华师洋雷锋志愿服
务队、 武汉百子歌艺术团队的
15 名志愿者到 1 号线循礼门
站，开展“文明伴你行”志愿服务
活动。

文昌植 2012 年加入武汉地
铁文明志愿者服务总队。 他 9 年
来风雨无阻，每天坚持到地铁站
服务两小时， 累计超过 5200 小
时。 在他的带动下，武汉地铁志
愿者从不足百人发展成一支超
过 4 万人的队伍。

文昌植说，在参与志愿服务
的过程中，每当发现自己被他人
需要、对社会有益处时，那份“武
汉因你而荣”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就会油然而生。

“人人文明、城市文明，人人
奉献、城市出彩。 ”志愿者表示，
要用自己的文明言行、 文明实
践、文明守护带动更多人文明起
来， 共同塑造武汉的文明形象，
让英雄城市迈上文明新高度。

（据《长江日报》）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也是‘志愿者之城’，目前在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志愿者达 198.48 万人，占

全市常住人口的 17.7％。 每 6 个武汉人中，就有 1 名志愿者。
3 月是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在这个万物复苏、充满活力的

季节里，全市广大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做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者、基
层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健康文明风尚的传播者……为‘武汉因
你而荣’写下最美注脚。

今年，江城以‘武汉因你而荣’为主题，在全市各行业各领
域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 号召和引导广大市民
听党话跟党走、参与社会治理、助力城市发展、共塑城市形象、
维护营商环境、传播文明风尚、争当时代英雄、守护健康生活，
充分展现英雄城市的独特魅力和英雄人民的文明风采， 为高
水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创文明典范城市，加快打造‘五个
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凝聚坚实群众基础、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

志愿者在为居民量血压

文旅志愿者张玲在为市民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