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7月1 日， 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院辅导员夏

芸枫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天安门广
场，见证祖辈们为之奋斗 ，用生命
换来的百年荣光。

广场上唱响的《国际歌》，象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 100 响
礼炮，青少年铿锵有力的宣誓，每一
幕都令她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夏芸枫的曾外祖父是陈荫林，
七曾外祖父是陈潭秋。 100 年前，
在湖北武汉，这对年轻兄弟走上了
救亡图存的道路。哥哥陈潭秋是中
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
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 13 位代表
之一 。 弟弟陈荫林在哥哥的影响
下，也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参加
了‘八一’南昌起义。两兄弟都为革
命牺牲，英年早逝。

作为革命先辈的后代，夏芸枫
说，她希望近距离地见证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的高光时刻，以此
告慰先辈 ， 今天的盛世如他们所
愿。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她
面向天安门方向，情不自禁地站得
笔直。

据悉，北京高校有近万名志愿
者服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年轻的志愿者中，
有的人刚刚入党；有的人是战‘疫’
期间志愿服务的顶梁柱；有的人来
自边疆，见证了脱贫攻坚战给家乡
带来的变化；还有的人家中长辈从
战火中走来，为今天的岁月静好负
过伤。

在这次志愿服务中 ，‘七一勋
章’获得者、在党 50 年的党员代表
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他们为保障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
艺演出《伟大征程》圆满顺利举行
甘作一颗颗螺丝钉，而这一切正是
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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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擎起“百年接力 强国有我”旗帜
盛世如您所愿

“七一”这天，为给庆祝大
会做志愿服务， 夏芸枫很早就
到岗了。 晨光铺满天安门广场，
参会者陆续从她身边走过。 其
中有许多白发苍苍的长者，胸
前挂满奖章，虽已步履蹒跚，但
目光坚毅， 仍保持着战士的姿
态与自信。

“七一” 庆典上，《国际歌》
响起的瞬间， 夏芸枫在心里默
默告诉曾外祖父， 今天的中国
已经站起来、 富起来， 正走向
强起来， 民族复兴的伟业渐行
渐近。 她还想说， 儿孙辈里的
每一位党员都践行着入党誓
词，“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在夏芸枫看来，这
就是一家四代中国共产党员跨
越百年的初心对话。

被《国际歌》牵动思绪的还
有 20 岁的冮正。 文艺演出《伟
大的征程》开篇时，国际歌奏响
的瞬间， 正在鸟巢外做志愿者
的冮正不由得泪流满面。

他记得自己 8 岁时， 姥姥
就教他唱《国际歌》。 冮正的姥
姥高启昭 1947 年参加中共上
海地下党， 一辈子只有一个信
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0
岁出头时， 她把家里准备的丰
厚嫁妆变卖， 提供给进步学生
做转移的经费；粉碎“四人帮”
后补发的两万元工资， 她全部
上交了党费；汶川地震后，她也
把手头的积蓄交了特殊党费。

作为场外志愿者， 冮正看
不到现场精彩的晚会， 他甘愿
做志愿活动的一颗螺丝钉。 冮
正说，姥姥就是他身边“坚定理
想信念”的榜样。 他的名字寄托
了姥姥的期望， 希望他做一个

“忠诚、坚定、纯洁、正直”的人。
做一名坚定共产党员的信念像

火炬一样传递到了冮正手里，
他说， 这支火炬将照亮他在新
时代接续奋斗的征程。

中国加油

24 岁的师昊在中国地质大
学念研究生一年级。 他来自甘
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 曾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
在新疆支教。 在这次庆祝活动
中， 他既是庆祝大会天安门广
场的志愿者，也是文艺演出《伟
大征程》中大学生合唱的助演。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宣布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文艺演出中讲述各地的脱
贫故事，都让他热血沸腾。 他的
家乡曾经是贫困县， 支教的地
方也不富裕， 但他眼见着最近
几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百姓真的过上了好日子，
远在新疆的学生也总是捎来变
化的消息。

当晚会舞台背景打出“中
国加油 ”字样时，师昊说，那
一刻他热泪盈眶 。 作为来自
贫困地区的学子，他真正体会
到摘掉贫困的帽子是一项伟大
的壮举。

过去师昊可能不太清楚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到底要
怎么做， 习总书记讲话里提到
了多种精神， 给他们这一代年
轻人指明了奋斗方向。 这让师
昊坚定了信念， 如果祖国和党
需要，时刻都能顶上去。

维吾尔族青年艾可拜尔目
前在首都经贸大学团委工作，
这次他既是大会时段广场的志
愿者，也是晚会的助演人员。

27 岁的艾可拜尔已经有 9
年党龄， 从新疆到北京上大学，
再留在北京工作，他说自己“托
了共产党的福”， 他是家里的第
一个党员。 在晚会现场，当演员

们唱起《唱支山歌给党听》时，艾
可拜尔激动地站起来，跟着唱起
来，“这支歌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我打心底想唱支歌儿给党听”。

一堂具体生动的思政课

文艺演出中情景交响歌舞
《人民至上》 讲述了 2020 年全
国人民携手助力武汉战“疫”的
故事。 当舞台背景上出现志愿
者奔跑的身影时， 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大二学生、00 后赵习
尧的思绪被拉回到一年前。

当时放寒假在云南老家的
赵习尧， 通过线上提供志愿服
务， 为一位感染了新冠肺炎医
护人员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辅
导。 他陪伴这名初中生度过了
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正是在服
务他人时， 这个年轻人对共产
党员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他萌发了向党组织靠拢的
强烈愿望。

赵习尧说， 从疫情期间做
志愿服务， 到在庆祝大会做一
名引导员， 都让我们年轻一代
更好地了解国家、 了解中国共

产党， 上了一堂具体而生动的
思政课。

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敖
艺华的曾外祖父、 中国共产党
早期党员龚苑香， 曾在广东领
导农民运动，后壮烈牺牲。 她只
知道，曾外祖父是革命先烈，但
细节不清楚。 这次参加庆祝大
会的志愿服务后， 她突然有了
一种强烈的愿望， 想更加深入
地了解曾外祖父的历史， 了解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

敖艺华在学校学习录音制
作， 她要用 100 分钟的声音展
现中国共产党 100 年历史，经
历了这次志愿服务后， 她对党
史有了深入理解， 更多故事在
她脑海中活了起来。

团北京市委书记李军会
说， 这次庆祝活动的志愿者正
是新时代青年的代表， 他们身
上有着强国的历史使命、 深厚
的家国情怀、开阔的国际视野。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
地建立伟大的党时， 先辈们梦
想中的国家和青年， 应该就是
今天的样子。

（据《中国青年报》）

� � 夏日炎炎，随着气温逐渐升
高，青少年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
期。 如何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
自护自救能力，有效预防各种溺
水事故的发生？

湖南各地相继开展防溺水
志愿服务工作， 多方联动，多
措并举，进一步加强防溺水知
识宣传，增强青少年的安全防
范意识，全力保障青少年生命
安全。

排查隐患
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邵阳洞口县地处雪峰山区，
溪河塘库圳渠多，每年夏季溺水
防范区域安全隐患也相应增多。
从 6 月 20 日开始， 洞口县大邵
公益志愿者联合会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全
县危险水域安装了 400 块防溺

水警示牌， 宣讲防溺水安全知
识， 志愿者们还与当地村民、学
生们一起积极参加河道治理，河
道巡查等。

“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放假
在家的学生不要私自到水边玩
耍，更不要私自下水洗澡，以免
引起意外……”7 月 6 日上午 9
时，永州市江永县松柏瑶族乡黄
甲岭社区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欧
阳政宏来到村委会广播室，准时
打开“村村响”广播，防溺水安全
教育知识响彻整个村庄。 该社区
创新形式，建立了社区、学校、家
庭三级联防联控机制，全力保障
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同时，组
织党员干部、驻村干部、青年志
愿者、学生家长分成了三班倒在
早中晚固定的时间进行“常态
化”巡河，一旦发现学生在河边
游玩将及时劝阻，保证他们的人
身安全。

培训教育
上好预防溺水“锁”

为普及急救技能，关爱留守
青少年，从 6 月开始，娄底市中
心医院团委及 120 急救站在全
城开展溺水急救教育，先后前往
石井镇河北小学、 杉山镇 10 所
中小学及娄底三中开展了 14 场
溺水急救技能培训，传授了心肺
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使用方法、 气道异物急救等技
能， 为 2300 余名中小学生送上
一份详实的“溺水急救手册”。

6月 28日， 怀化市志愿者协
会、 怀化市美年大健康志愿者服
务队来到芷江县土桥乡马田村，
为村里的 69 名留守儿童点亮微
心愿，并送上防溺水、防意外伤害
安全教育课程。活动中，优秀医务
志愿者们通过生动的案例、新颖的

游戏、风趣的问答向儿童和家长讲
解防溺水知识，孩子与家长们学会
了如何区分嬉水和溺水的人，懂得
了溺水后如何自救及溺水者救上
岸后的救助方法等内容。

7月 2日，郴州市北湖区骆仙
街道同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联合北湖区第五幼儿园开展“关爱
未成年人防溺水” 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给孩子们播
放了“防溺水”动画教育宣传视频。
通过生动有趣的动画形式告诉他
们到陌生水域游泳的危险性。

实地巡逻
为孩子筑起“安全堤”

7 月 5 日， 益阳东部新区志
愿者协会联合东部新区社会事
务管理局开展防溺水志愿服务
活动， 做好暑期防溺水安全宣
传，十余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在鱼形山街道廖家冲水库边集
结后开始巡逻。 在巡逻过程中，
发现一名小男孩在堤边独自玩
耍，而其家人在远处游泳，急忙
上去劝导，告诉小男孩身边有家
人才可以玩水，同时对家长进行
了防溺水知识讲解。

在常德汉寿县，各实践所志
愿服务队开展义务巡河志愿服
务活动，察看辖区河道、水库等
地，同时，向过往群众宣传防溺
水知识，增强预防溺水意识；

在衡阳珠晖区、蒸湘区，志愿
者走街串巷，宣传防溺水知识；

在湘潭韶山市，45支志愿服务
队伍，近 2000人争当防溺水宣传志
愿员，为青少年暑期安全保驾护航；

在常德武陵区、津市，长沙县
泉塘街道，衡阳蒸湘区，株洲天元
区等地， 志愿者们都开展了一系
列防溺水志愿活动， 为青少年安
全保驾护航。 （据湖南文明网）

湖南各地开展防溺水志愿服务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