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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 在这值得铭记的盛大节日期间，共有 8.95 万党员群众作为志愿者，投
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之中。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见证

光荣时刻，在国家体育场感受伟大征程，在全市各个城市志愿服务站点无私奉献。 志愿者们用微笑和
汗水，展示出了风华正茂的时代精神。

这些志愿者来自首都 35 所高校、市卫健委、市文旅局等单位，其中 9500 名志愿者直接参与庆祝
活动服务保障，为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党史展览等活动提供进场引导协助、现场运行服务、疏散引导
协助、观众互动组织、应急处置配合等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 共创荣光

“这盛世，我替您看到了！ ”

“这盛世，我替您看到了！ ”
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眼前宏伟
壮观的庆典场面，正在做引导服
务的志愿者夏芸枫不禁泪流满
面，她在心中默默地告慰着祖辈
陈潭秋和陈荫林的在天之灵。

夏芸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潭秋的后代。 可是这段红色家
族史，小时候的夏芸枫却从来没
有听外婆和母亲提起过。 直到她
长大了，因为一次搬家，一张照
片和一封信向她揭开了这段尘
封的历史。

原来，外婆的伯父就是中共一
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陈潭秋；外婆的父亲是陈潭秋的胞
弟陈荫林，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八
一南昌起义，后来成为湖北农民运
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就是在那一刻，一直存在夏
芸枫心中的谜团突然有了答
案———“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从
小到大，我的外婆和母亲会这么
严格地要求我们。 这是一种红色
家风的延续，革命精神在数十年
间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
家庭。 ”

夏芸枫在北京林业大学做
了 6 年的征兵工作。 在夏芸枫的
努力下，北京林业大学的征兵率
在全市一直名列前茅。

今年喜迎建党百年，当夏芸
枫得知庆祝大会正在招募志愿
者时，她第一时间报名。“一百年
前，我的先辈陈潭秋参加了中共
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
后，我作为他的后人能够亲身参
与到党的百年庆典当中，这是一
种历史的传承，有着非比寻常的
意义。 ”夏芸枫说，“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 我想亲眼见证
这个高光时刻。 我想告诉先辈
们，你们期待并为之奋斗、牺牲
的新中国，我替你们看到了！ ”

“您听，这就是幸福的生活！ ”

“我‘听’到了祖辈的梦想！
我想，我外祖父的外祖父龚苑香
烈士，当年为之甘洒热血的梦想
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
活！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志愿者敖艺华说。

敖艺华是中国传媒大学录
音艺术专业二年级学生，是《伟
大征程》演出的场外指引服务志
愿者，服务位置在鸟巢的西北门
外面。“小时候就是听着外祖父
讲他外祖父龚苑香烈士故事长
大的！ 一开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
能够在 30 多岁的年龄扛住严刑
拷打、慨然赴死！ ”敖艺华说。

龚苑香烈士，1901 年出生在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1924 年 4 月与陈鹤九
等人在柏埔成立农民协会，组建
农军。 先后出任中共紫河特委委
员、宣传部部长、中共古石区委
组织部长、中共紫金县委委员等
职务，为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立下赫赫战功。 后因叛徒告密，
不幸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也没有
暴露组织的秘密，1932 年被敌人
杀害。

敖艺华说， 随着年龄的增

长，她渐渐理解了祖辈们为之奋
斗的梦想。

两次演练， 一次正式演出，
为这场精美绝伦的演出提供场
外引导服务，敖艺华三次近在咫
尺却只能耳听，不能亲见。“看到
空中绚烂的烟花，听到《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彻
鸟巢上空时，仍然特别自豪！ ”敖
艺华告诉记者，她所服务的门区
有许多老兵从这里入场，看着他
们的华发和胸前累累的勋章，敬
佩之情油然而生，她也特别想对
龚苑香烈士说：“您当年为之甘
洒热血的梦想， 就在我的眼前。
您听，这就是幸福的生活！ ”

只愿此身长效国

中等身材，圆脸，戴着眼镜，
一说起话来笑呵呵的，还不时引
经据典，有超出年龄的沉稳。

今年 24 岁的李东是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研二学生，他的经
历很丰富：2019 年， 志愿参加过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志
愿服务；今年，他又成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的
志愿者，三年两次，还都在同一
个岗位上。

这次庆祝大会，李东是“应
邀”参加。“座次安排部成立后，
部长咨询了我一些问题。 上一次
我们就共事过， 所以他特意问
我，你愿不愿意再参加一次？ ”尽
管知道这活很苦很累压力很大，
李东仍一口答应。“身在北京，能
够赶上这么一次活动，为活动的

圆满成功贡献力量，必须参加。 ”
李东说。

都是座次安排， 这次跟上次
大不相同：人数增加了一倍；座席
台不是横平竖直的，是异形的，每
个座席台能放多少座位不一定；
因为疫情防控，人、座、证、请柬要
一一对应，不容许出差错……

“上一次很紧张很焦虑，但
现在不会了， 问题无法避免，遇
到问题解决它就是了。 我是带着
上一次的经验来的，希望能帮到
大家。 ”李东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时是凭热情在工作， 这次他则在
思考一些规律性、规范化的东西。

座次安排部一共设有 5 个
组：数据组、制图组、文秘组、票
证组、综合组。 李东在制图组，要
站在图的角度跟数据说话，所以
每天他都在制图组和数据组两
个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人员数
字有变化，落到图上；座椅数字
变了，去调整人数。

作为一名研二学生，正是写
论文、找工作的关键时期。 这次
志愿服务结束后，别人或许可以
好好休息， 李东却必须回到学
校，追赶这四个月落下的许多事
情，但他无怨无悔，“只愿此身长
效国！ ”

百日坚守留光荣回忆

与诸多高校学生志愿者在
后期演练中才真正上岗“实操”
不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四
学生赵雪冰，早在 4 月 8 日就作

为志愿者，被选拔到广场参会人
员服务指挥部。 近 3 个月来，她
在学校和指挥部间两点一线来
回奔忙，记不清多少次看到皓月
当空，甚至晨光熹微，终于用辛
勤汗水交上了一份圆满的青春
答卷。

赵雪冰被分派到办公室内
的“现场调度”小组，大致可以理
解为指挥广场参会人员各项动
作的“指挥棒”，确保一切流程按
时按点、顺利有序进行。

赵雪冰坦言，进组时自己已
经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快节
奏的工作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想，
“记得我第一天来就加班了！ ”进
入五月后， 她再未休息过一天，
顶着星星月亮回到学校更是常
有之事。

庆祝活动前夕正值毕业
季， 一些志愿工作难免和学校
安排有所冲突。“不过总要有些
取舍，我既然承担了志愿工作，
就要把它做到最后、做到最好。
我的毕业能和建党百年盛事联
系在一起， 是回忆中最光荣美
好的一环。 ”

“把志愿精神传承下去！ ”

“虽然我们没在广场‘会师’，
但能够在不同岗位上服务庆祝活
动，贡献青年人的一份力量，永远
都是我们美好的共同回忆！ ”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团委书记杨婉若笑意盈盈、略
带激动地告诉记者。

杨婉若和丈夫杨森，是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
中的一对志愿者伉俪。 杨森是北
京大学的一名辅导员，在鸟巢志
愿者团队带领北京大学的百余
名志愿者服务鸟巢演出工作。 杨
婉若则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承
担观礼台上志愿者工作。

杨婉若回忆，广场庆祝现场
每个观礼台安排 1 名台长及 4
名志愿者，负责所在观礼台观众
的入场引导、疏散，以及医疗、应
急等各项事宜。 庆祝活动前夜，
她和志愿者们便已入场就位，等
观众全部撤离后才离开。 身体虽
然非常劳累，但心里却始终十分
兴奋。

除了自身担任志愿者，作为
院团委书记，杨婉若前期还负责
食品学院庆祝活动的志愿者招募
管理工作。 据悉， 此次庆祝活动
中， 食品学院共有 60 多位志愿
者，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成立了
食品学院庆祝活动志愿者临时团
支部。 杨婉若带着志愿者们一起
学党史，加强理论修养，一起外
出参加培训，强化专业技能。

杨婉若坦言，能在祖国需要
的时候并肩战斗，是自己和丈夫
杨森一直以来的心愿。 2019 年 6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群众游行方阵招募群众游行
人员时，杨婉若便和当时还是未
婚夫的杨森商量，义无反顾推迟
了当年 10 月 1 日的婚期。“酒
店、 婚庆公司都已经订好了，但
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报名参加。 ”

因为身体原因，杨婉若最终
没能上场， 但想到杨森能够参加
群众游行方阵， 她心里依然充满
了自豪。在后来补办的婚礼上，小
两口分享了自己参与国庆活动的
经历， 向彼此和亲友们承诺，“一
起做一对组合的螺丝钉， 为了家
庭永远奋斗，为了国家永远奋斗，
一起做社会主义革命伉俪！ ”

此次庆祝活动前夕，杨婉若
事务繁忙，而丈夫杨森同样早出
晚归。 常常杨森凌晨拖着疲惫的
身躯回到家，杨婉若就要出门开
始新一天的工作。 虽然小两口交
流时间有限， 但一句鼓励的话
语、一个关心的眼神，都在践行
着他们“一起做社会主义革命伉
俪”的誓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的现
场，也有一对“志愿者夫妻”正在
不同岗位上忙碌。 验票口内，39
岁的郝钢和场院志愿者一起，有
条不紊地引导观众进场落座。 在
4 层的观众组织现场指挥部，38
岁的杨威则在处理着来自各志
愿服务节点的报告……

这对“志愿者夫妻” 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
中相识的。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国庆 70 周年庆祝
活动上，在世园会、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的现场服务中，两人共同
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志愿
时刻。

“我们用志愿服务，见证了
党和国家的一个又一个重要时
刻，也将把志愿精神传承下去。 ”
郝钢说， 在即将到来的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中，夫妻俩又将在各
自的岗位上“并肩作战”。

（据《北京日报》）

广场上处处是志愿者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