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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志愿者展现青春底色与担当

他们的微笑，是冬奥会最好的名片

第一届北京社会组织推介活动线上发布会召开

14 年后， 北京将作为世界
上首个“双奥之城”举办 2022 年
冬奥会，丁博阳得以圆梦。 他曾
两次报名冬奥赛会志愿者，第一
次在高三，通过“志愿北京”平台
申请，第二次作为北京交通大学
的学生，在今年 3 月通过校园选
拔成为国家体育馆的交通保障
志愿者。 丁博阳坚持每天锻炼，
为展现最佳的体能和精神面貌
作准备。

自 2019 年 12 月 5 日冬奥
会志愿者全球招募通道开启以
来，有超过 100 万人申请，其中，
青年是主力。 有人因为 2008 年
奥运会了解了志愿者，走上了公
益路，大学四年，志愿服务时间
超过 300 小时。有人说，“我从小
生长在张家口，因为热爱这个国
家，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希望能
亲力亲为，当好志愿者。 ”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赛会
志愿名额有限，最终只有 2.7 万
名冬奥会志愿者和 1.2 万名冬
残奥会志愿者。每个落选的申请
者都收到了来自冬奥组委会的
感谢信，信中称，“每一名志愿者
申请人都是优秀的奥林匹克精
神和志愿精神的弘扬者”。 许多
申请者在微博上转发这封信，有
人说， 这让自己的热情有被尊
重、被珍视的感觉，“细节真的很
温暖”。

此次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

首个申请人是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王
雷。 他早早就准备好各种资料，
赛会志愿者招募一启动， 他便
在电脑前一气呵成， 完成了报
名流程。

王雷是一名“双奥”志愿者，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期
间，他作为残奥会主新闻中心新
闻宣传助理志愿者，在主新闻中
心大厅的“中国之窗”展馆，向世
界各国的朋友讲解中国的历史
文化。“志愿服务的每一天我都
深切地感受着祖国强大带给我
的自豪感，也感受到来自全世界
的友好。 ”

那之后，2014 年索契冬奥
会、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都有
王雷作为志愿者的身影。“我仿
佛着了迷，每一次参加奥运会志
愿服务，就像是一个人生的里程
碑。 ”王雷说。

对于 20 岁的张天晴来说，
第一次参与奥运会的志愿经历
令她新奇又快乐。她负责看台服
务，这是与观众接触时间最长的
岗位。“不论赛场有多精彩，总会
有背对赛场的人。 ”培训老师告
诉他们，尽管离赛场很近，但大
多时候，他们的工作都需要面朝
观众，服务观众的需求。

11 月“相约北京”冰球国内
测试活动中，志愿者对看台区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进行预演：

发生票务纠纷怎么办？ 冰球飞
入看台如何紧急处理？ 在张天
晴看来， 这样的工作需要强大
的沟通和应变能力， 需要第一
时间进行安抚、沟通，再联系票
务、医护、安保等专业领域的工
作人员解决。

张天晴已是经验丰富的志
愿人员，她曾在校内青年志愿者
服务团策划校园流浪猫帮助计
划，在冬季早晨给有需要的外卖
小哥、清洁工送杯装热粥，她也
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志愿者之一。 12 月 5
日，在“致敬志愿者———2021 年
国际志愿者日主题网络嘉年华”
中，张天晴作为冬奥会志愿者代
表发言。 她说，见证并参与这样
的盛会，让自己更加深入地思考
如何更好地“将小我融入大我”。

在北京交通大学 90 后志愿
者带队教师赵积斌看来，志愿者

是冬奥会大机器运转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赛事运行的各个角落
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志愿活
动不仅展现了青年的底色和担
当，也是青年成长的舞台。

丁博阳对此深有体会。负责
国家体育馆交通保障的他注意
到，场馆的每个入口都有一块设
计颇为用心的引导牌，同时设置
了无障碍坡道。在冬奥会志愿者
培训中，他了解到，“把残疾人当
作平等的朋友”要通过种种细节
来体现。 比如，在服务残疾人之
前先伸出右手，询问对方是否需
要； 推轮椅的速度不能特别快、
刹车要平稳。 这些要注意的细
节，也为他今后和残疾人相处提
供了指导。

“小闭环”内的志愿者被称
为“神秘小分队”，他们在赛时将
接触来自境外的运动员、技术人
员或官员等， 疫情风险最高，防

疫要求也最为严格：不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 不接触社会公众，每
日进行核酸检测，点对点闭环管
理。一些“小闭环”内的志愿者担
心影响课业，学校专门组织学生
作为“志愿者的志愿者”，帮他们
记笔记、后期辅导课程，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 11 月“相约北京”冰球国
内测试赛最后一天临近结束时，
带队老师和小组的十几名志愿
者围坐一圈，交流复盘。“其实大
家认识还没几天，但是一起做志
愿服务让大家很快熟悉起来。 ”
张天晴说。 她记得，那天的氛围
很温馨， 一名同学坦露心声：那
段时间学校考试多、 课业压力
大， 也没有几个能交流的人，情
绪一度十分低落，来到冬奥会场
馆做志愿者的这一周，收获了很
多幸福和快乐，整个人重新有了
活力。 （据《中国青年报》）

� � 近日，第一届北京社会组织
推介活动线上发布会召开。北京
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副
局长赵学刚，市社会组织管理中
心党委书记许伟，市社会组织管
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温育梁
出席发布会现场，来自北京市行
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系统联合
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
产党员代表、优秀社会组织和公
益人物代表、新评 5A 级社会组
织代表参加线上发布会。

本次推介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推介宣传、线下公益服务的方
式，集中展示社会组织推动新时
代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
践成果。推介会将大力宣传社会
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

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
交往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植
根社区打造有温度的“北京社会
组织公益之家”， 围绕社区困难
群体公共服务需求，动员优秀社
会组织持续开展就业帮扶、法律
帮扶、健康帮扶、养老帮扶、教育
帮扶和救助帮扶等公益服务，提
升街乡社区困难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社会组织
在公益实践活动中的影响力。

据介绍，近年来北京市社会
组织数量稳步增长，内部治理逐
步完善， 发展基础不断加强，门
类齐全、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特
色明显的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建
立，社会组织发展正从“数量增
长”到“质量提升”迈进。

截至今年 11 月， 北京市拥
有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12858
家， 市级社会组织 4449 家，5A
级社会组织有 238 家，基本覆盖
了教育、科技、体育、文化、卫生、
法律、 社会服务等行业和领域。
截至 2020 年年底， 北京市社会
组织的总资产达到 1001.97 亿
元，其中市级社会组织的总资产
达到 530.13 亿元。 社会组织经
营规模和拥有资源实力进一步
增强， 吸纳 21.39 万人就业，占
全市就业人口的 1.70%。

举办社会组织推介活动，
以发布会的形式集中向社会各
界通报优秀社会组织和优秀公
益人物、 发布社会组织建设发
展数据信息等， 在北京社会组

织管理实践中属创新之举。 这
次推介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
政府信息公开，强化公众监督，
为规范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
的社会条件； 有助于在全社会
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发挥
正向引导作用，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 有助于拓展社会组
织发挥作用的路径，让更多的优
秀社会组织、公益人物走进公众
视野，凝聚更多公益力量，促进
社会发展。

会议号召广大社会组织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坚持正确的发展
方向；不断规范自身建设，健全
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
构，加强诚信建设和信息公开，
争创品牌社会组织； 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围绕“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群众”
发挥积极作用,在推动首都基层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等
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发布会还通报了《市行业协
会商会综合党委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名单》
《近三年受到市以上表彰的部分
市级社会组织和公益人物》及
《5A 级市级社会组织名单》，发
布了《北京市社会组织建设发展
简况》。

�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上，志
愿者服务市民和国际友

人的画面一直刻在丁博阳脑海中，6 岁的他第
一次对志愿者的形象有了认知： 一身志愿者
服，阳光帅气得很。“都说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
最好的名片，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微笑成为北京
的名片。 ”成为志愿者的种子就此埋在丁博阳
心中。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仪式（来源：北京冬奥组委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