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3 日， 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基金会文化养老公益行动
项目办公室在京举办了《戏之
本事———吕昕京剧老旦艺术实
录》新书发行座谈会。

《戏之本事———吕昕京剧
老旦艺术实录》一书全面介绍
了国家京剧院老旦名家吕昕
的从艺生涯，反映了一名京剧
艺术家对京剧的执着追求和
热爱。

1978 年，吕昕 10 岁考入中
国戏曲学院，在学校的重点培养
下， 她凭借自身的优异条件、凭
着对京剧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学
习中一天天进步。并且得到众多
名师的悉心栽培，成为为数不多
的正宗老旦传人。

吕昕悉心钻研龚派老旦艺
术， 不但掌握了京剧老旦行当
中“雌、娇、衰、脆、苍、劈、额、
擞”等演唱技法，更深得老旦行
当中“一口气”唱法之真传，得
以完整地继承了京剧正工老旦
演唱技法与演出风范。

她在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
中国京剧院工作以后， 逐渐成
为掌握传统老旦剧目最多、继
承龚派演唱技法最全面的老旦
演员，被誉为‘正宗’老旦传人。

今年 3 月开始， 吕昕应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文化
养老公益行动项目办公室的

邀请， 每周一晚上 8 点至 9
点，在乐龄云课堂上公益为全
国的老年朋友们普及京剧知
识，授课传授传统唱腔，她开
设的课程是《国粹京剧》。 这个
乐龄云课堂平台为全国老年
朋友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了丰
富的精神食粮，得到了广大老
年朋友们的青睐！ 短短两个
月，吕昕的国粹京剧课学员达
到了 8000 多人。

吕昕始终坚持在普及传统
京剧、推广老旦艺术的第一线
上。 2014 年吕昕工作室成立
后，吕昕便每年定期在各大中
小学进行公益讲座，普及教授
京剧艺术，使许多中小学生得
以走进京剧，继而引发对传统
艺术的兴趣。 近些年来，吕昕
相继受邀在烟台大学、天津中
国大戏院、 上海天蟾逸夫舞
台、 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
北京大学等地多次举办讲座
及专场演出。

座谈会上中国老龄事业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向吕昕
颁发了《志愿者讲师证书》；文化
养老公益行动项目办公室主任
王时浩在讲话中强调：在做好文
化养老乐龄云课堂的基础上，今
后要逐步推出“文化人物”，吕昕
就是其中的代表。

（马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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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青年志愿者助力平安高考
炎热的 6 月，两场“大考”

摆在广州人面前———
疫情和中高考。 6 月 7 日是高考
第一天，奔赴考场的不止有 5.49
万广州高考考生，还有千千万万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守护者
们……这其中就有为考生爱心
护航的广州青年志愿者们。

应急志愿者
做足准备守护考生

“今天早上，我们通知志愿
者是 7 点半前全员到岗，但不到
7 点， 很多志愿者就已经到达了
考点现场。 ”有着 22 年应急志愿
服务经验的徐暐杰是今年越秀
区考点护航志愿服务队的负责
人。 这一天，他早早出门，和团队
志愿者们分别前往广州市第三
中学、广州市第七中学、广州市
第十七中学等位于越秀区的 9
个考点。

“在 6 月 3 日，接到团市委的
号召，我立刻展开越秀区高考志
愿者的招募，不到一天时间就有
42 人报名。 ”徐暐杰介绍，此次参
与高考服务的志愿者都是应急
医疗救护和疫情防护经验丰富
的专业志愿者，并且健康码必须
为绿码，且在近期做过核酸检测
的。“这次我们也为志愿者提供

了口罩、手套、面屏等防护物资。
同时也为高考生们准备了爱心
包，里面有口罩跟文具等。 ”

据了解，越秀区每个考点每
天都会配备 2-3 名志愿者，主要
是为考生及家长们提供疫情防
控、流动巡逻、维护秩序、问询指
引、应急救助、心理援助等志愿
服务。

“主要是进行现场疏导，让
考生与家长们不要聚集，隔开距
离。 ”徐暐杰说，现场有不少前来
为考生打气加油的老师和家长，
也有不少考生通过大巴抵达现
场，但大家都很遵守秩序，也明
白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同时，由
于天气炎热，志愿者们也准备好
了急救箱以防学生因高温而出
现不舒服的情况。

文明交通志愿者
守护考场外的安静

“您好，这里不能停车，请您
配合。 ”“前方有考场，请您不要
鸣笛。 ”“请家长不要聚集在考场
外。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大三学
生何安琪在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门口，戴好口罩和手套，穿着醒
目的广州青年志愿者绿马甲，热
心维护考场外秩序，帮助考生安
全快速地进入考场。

6 月 5 日， 刚刚结束了在天
河猎德街道核酸检测点的志愿
者工作，休整一天后，何安琪又
投入到了高考志愿服务中来。

“17 中是我的母校， 我也非常荣
幸能够回来为母校出一份力。 ”
何安琪在这次的服务中主要是
负责配合交警和辅警，指挥考点
门口车辆的有序通行，维持送考
老师及家长的秩序。

“看到现场的考生们状态
还是挺放松的，还听到有些考生
在安慰家长。 换了是我，高考遇
上疫情，也难免焦虑。 ”何安琪表
示希望能为学弟学妹们出一份
力，“希望有我们在，考场外面的

环境就是安静的。 ”
据悉，为进一步避免疫情防

控期间考点外人群聚集，高考期
间，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在越秀
区各考点外围重要交通路口分
别安排 3 名志愿者，在上下午的
开考前及结束考试后，做好人群
疏导、 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工
作，为高考学子提供畅通、有序、
安静的环境。

心理服务志愿者
为考生减压

临近高考，因为疫情，小王
和其他高三同学被要求在学校

住宿进行封闭备考。 尽管她本人
更希望在家里备考，可家长认为
在学校备考更安全。 小王面对高
考十分紧张，回到陌生的宿舍便
有一种空虚感和不安感。 于是，
她拨通了 12355“中高考减压专
线”寻求帮助，接听电话的志愿
者耐心倾听小王的烦恼和诉求，
为她做好情绪安抚。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切
实为考生舒压减压，助力考生顺
利完成考试， 团市委依托 12355
热线开通“中高考减压专线”，组
织专业志愿者力量为有需要的
高考、中考学生及其家长提供心
理咨询热线服务，还开展“轻松
备考·12355 与你同行”为主题的
心理减压行动，广泛动员社会组
织和专业力量，为高考、中考学
生及其家长提供以线上形式为
主的心理疏导。

据了解，为抓好高考、中考
等节点的疫情防控工作，团市委
迅速行动，向各直属团组织印发
《关于全力支持和投身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 并具体指导越秀
区团委、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立
足考生实际需求，开展助力平安
高考、 平安中考志愿服务活动，
用实际行动守护广大考生顺利
应考。

（据《南方都市报》）

5 月底，美菜与中国社会扶
贫网对接，实现帮扶产品销售数
据直连直报，及时纳统，并通过
搭建消费帮扶载体“美菜专区”，
扎实推进帮扶专区建设工作。据
了解， 美菜将以专区为重要抓
手，与帮扶地区建立长效产销对
接机制，推动帮扶地区农产品产
业融入全国大市场，帮助农民实
现稳定增收。

美菜成电商扶贫“尖子生”

在脱贫攻坚阶段，搭建“三
专” 是消费扶贫的重点工作，扶
贫产品通过“专区”、“专馆”、“专
柜”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形式实
现上行。

据了解，美菜积极参与消费
扶贫，以自研的电商平台为农产
品产销信息进行对接，通过解决
餐饮商户痛点， 满足核心刚需，

在下游端积累了超数百万家的
餐厅，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
了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此次
数据直连，上线帮扶专区，更以
2020 年采购并销售贫困地区农
产品产值 11 亿元的成绩， 位居
线上电商“消费扶贫专区”第二。

输出扶贫经验
为乡村振兴提供美菜样本

据了解，美菜依托于自建的
仓储物流体系，重组农产品供应
链，让利两端，并通过建立一体
化信息平台打破壁垒，全面打开
销端市场，以“以销带产”的模式
形成长期而稳定的“城市—平
台—乡村” 的三角产业链条，倒
逼农业现代化改革。 成立 7 年
来，美菜业务已覆盖全国多个城
市，服务餐厅超数百万家。

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期间，

美菜探索并实施“强渠道、扶产
业、帮乡亲”三大模式，帮助贫困
地区和贫困农民销售农产品。始
终以产业帮扶为抓手，大力发展
源头基地直采，以大数据优势指
导上游端种植， 形成“以销定
产”、“以销促产”，为脱贫地区产
业升级提供大数据支撑和服务，
推进农业订单化发展；并借助自
有品牌的建立和培育，帮助农产
品实现产业化、品牌化。此外，借
助“美菜 SOS 助农兴产全国采
购计划”， 通过紧急助销滞销农
产品，帮助脱贫地区农民拓宽销
售渠道，解燃眉之急，同时实施
产业帮扶项目“家乡菜上美菜”，
依托渠道优势，强力推进脱贫地
区农业产业化建设。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美菜
已助力百亿斤农产品实现上行。
累计与全国 18 个省区 80 个贫
困县有帮扶机制的供应商合作，
激发城市千万名消费者参与消
费扶贫， 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13 万户。

“产业兴，农民富”。 此次专
区的上线为美菜继续加大消费
帮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
路。 据了解，下一步，美菜将在

“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持续
发力，通过开放平台，开放供应
链，为脱贫地区建立产销对接的
长效机制，加快形成互助消费良
好格局，为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动力。 （皮磊）

《戏之本事———吕昕京剧老旦艺术实录》
新书发行座谈会在京举办

美菜入驻社会扶贫网“消费扶贫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