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六早上8点，
当大多数上班族都在
享受周末的休闲时光
时， 北师大密云实验
中学教师齐俊杰却早
早地忙碌起来。 因为
他除了教师身份外，
还兼职密云红十字爱
心志愿服务队队长，
带领380多名跟他一
样的兼职志愿者， 积
极从事着爱心公益志
愿服务。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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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
周末一大早 ， “守护一方土地 ，

共享一片蓝天” 废旧电池换食盐活动，
就在密云花园小区内红十字志愿服务
站点门前展开了， 身着红色马甲的志
愿者们有的忙着发宣传单， 有的忙着
登记废旧电池兑换情况。

“这个活动将从今年5月持续到10
月份，回收的电池将被送到生产厂家进
行分解或再利用。 ”齐俊杰告诉记者，类
似的环保活动他们经常开展，此外，“爱
心向日葵” 关爱山区留守贫困儿童项
目，和关爱社区福利中心孤寡老人与残
疾儿童的项目，也已成为密云红十字爱
心志愿服务队的品牌项目。

他们是典型草根组织
利用业余时间做公益

“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前
身是密云在线志愿者， 于2008年7月，
由密云民间爱心人士李丽莉等人发起
成立的。 现有实名注册志愿者388人，
骨干志愿者30人 ， 活跃志愿者200余
人。” 齐俊杰告诉记者， 这是一支典型
的民间草根组织， 志愿者全部来自社
会各行各业， 多数均是在职职工， 利
用业余时间参与社会公益。

“我的工作单位在城区， 只能利用
周末的时候参与爱心志愿服务， 但只
要我有时间， 就一定不会错过任何一
次活动。” 志愿者钟祥宇介绍说， 加入
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以来， 他
几乎参加过志愿服务队的所有项目 ，
现如今， 更成为队伍中的骨干志愿者，
参与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

据了解， 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
务队现挂靠密云红十字会， 接受密云
红十字会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目前主
要开展三个长期公益项目， 即： “爱
心向日葵 ” ———关爱库北水源地山区
儿童项目， 福利院孤残儿童、 老人关
爱项目和密云水库水源地环境保护项
目。 就拿密云水库水源环境保护项目
来说， 每年他们都会定期开展环保绘
画活动、 废旧电池回收活动、 水源地
志愿捡拾垃圾活动以及倡导绿色出行
的酷跑和骑行活动。 “这些活动均以
‘携手护源’ 为主题， 倡导大家保护环
境， 鼓励人人参与守护净水蓝天的实
际工作当中来。” 齐俊杰介绍， 从组织

者到参与者， 每一次活动都能吸引很
多职工和群众的关心和关注。 而每次
活动结束后， 他们都会制作视频， 宣
传环保理念， 视频在网上的点播量平
均都已经超过了10万次。

他们关注山区留守儿童
用爱心助力孩子快乐成长

密云水库北部山区， 很多原来上
百户的自然村如今只剩几户， 很多孩
子处于单亲或留守状态， 13岁的男孩
张成 （化名） 就是其中一个， 他家住
密云冯家峪镇番字牌村。 “我永远都
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张成时的样子， 当
时他大概只有9岁， 端着一碗白面条，
上面撒着几片葱叶， 见到陌生人， 怯
懦地躲在大人身后。” 齐俊杰颇为感慨
地回忆着： “为了帮助张成， 我们开
始定期到他家走访， 给他送去衣服和
学习用品， 陪他一起学习和游戏。”

作为与张成结对子提供服务的志
愿者， 史雪松还将张成带到家里， 与
自己的孩子一起相处， “孩子们之间
的沟通会更顺畅 ， 更有益于受助儿童
打开心扉。” 史雪松说， “很难想象，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居然从未走出过
大山。” 想起第一次逛商场、 第一次吃
肯德基时张成的样子， 齐俊杰心里满
是酸楚。

“现在的张成已经不再整天低着
头，拒绝与人沟通了，笑容总是挂在脸
上。 ”齐俊杰告诉记者，近两年，爱心志
愿服务队关爱留守和贫困儿童的形式
也越来越丰富， 他们先后带孩子去草
原、去海边游玩，还组织采摘蔬果等互
动活动，帮助受助儿童融入社会。

目前， 以志愿家庭为基础 ， 结合
关注儿童特点和需求， 他们通过有针
对性地招募和选拔有相应特长的志愿
者组成帮扶小组， 与有困难的儿童结
成帮扶对子， 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目
前已关注冯家峪和高岭地区儿童60人，
参与结对走访志愿者200余人。

他们常驻社区福利院
帮每一个孩子点亮未来

说起福利院孤残儿童和老人关爱
项目， 这已经是一个长达8年的志愿服
务了， 很多志愿者只要一有空， 就来
到福利院里去陪老人们下棋， 陪孩子
们做游戏。 在六一儿童节、 重阳节等
节日， 爱心服务队还组织志愿者来福
利院进行爱心义演， 和老人们一起包
饺子、 包粽子等， 深得孩子和老人们
的欢迎。

福利院里有一个叫敬意的男孩子，
今年16岁了， 是严重的脑瘫患者， 带
有很多并发症 ， 出入需要乘坐轮椅 。

“在陪伴过程中， 我们发现， 敬意还是
渴望学习新鲜事物的。 所以从几年前
开始， 我们的志愿者就陆续教他和跟
他一样不能上学的孩子看书认字。” 钟
祥宇曾是敬意的英语老师 ， 后来又教
敬意使用计算机。

有计划地开展电脑 、 手工制作等
支教活动， 让像敬意一样不能走进校
园的孩子们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说
起敬意学习后的变化， 钟祥宇欣慰地
说：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职业技能和
生存技能， 能让孩子们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希望。” 同时， 密云红十字爱心志
愿服务队还成立了临时救助组， 针对
密云地区白血病儿童和烧伤儿童开展
募捐活动； 设网络 “善物良品” 义卖
店筹集资金， 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些志愿者们都对自己这份 “兼
职的事业” 充满热情， 但是这份事业
同样面临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 其中
最大的困难便是资金问题， “我们志
愿服务项目的资金来源， 除了有部分
赞助外， 很多都是在志愿者当中进行
众筹， 这种管理形式在发展中暴露出
了弊端。” 齐俊杰说， 他们希望能够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但同样也需要
更多力量的加入。 他们相信， 只要每
个人都前进一小步， 社会就能迈进一
大步。

“兼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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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爱心向日葵” 帮扶对象外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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