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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首都职工志愿者致敬
□本报记者 张晶

33年前， 联合国将12月5日定为国际志愿者日。 3年前，
全市各区职工志愿者队伍相继成立， 以 “身边的志愿” 为理
念， 用职工的爱心服务职工。 在职工志愿者队伍里， 有一掷
百万做公益的女企业家、 有在社区传播正能量的90后， 有扎
根一线奉献爱心的劳动模范， 还有与你我曾擦肩而过的 “小
哥哥” “小姐姐” ……生活里他们是我们身边的一员， 当有
人需要他们时， 他们便劲儿往一处使， 迅速形成一股庞大的
志愿者力量， 他们是我们身边 “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这寒
冷的冬日中， 他们的存在如灯光、 似火焰， 不计回报地让城
市多一分温暖和美好。

志愿者 你最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安钟岩：

带领女企业家捐资捐物数百万
每个志愿者内心都有一团火， 北京丰

顺工贸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安钟岩的心头
仿佛燃烧着永不熄灭的仁爱与奉献之火。
她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更把 “身边的志愿”
职工志愿理念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不仅
一个人干， 还带动企业的员工、 拉起身边的
女性企业家组成团队开展志愿服务。

安钟岩深知， 要让志愿者精神放射光
芒， 就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行列。
作为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她发起成
立了北京女企业家义工大队， 带领女企业
家姐妹们担当起精准扶贫的重任， 几乎是

马不停蹄地奔波于贫困地区， 为了帮助他
们渡过生活难关， 为开创新生活提供物质
条件， 改善孩子们的教学条件， 安钟岩带
领女企业家们力尽己能， 捐赠生活生产物
资、 图书资料、 课桌电脑等。 仅今年1月
至9月， 安钟岩带领女企业家们捐资捐物
就达370万元。

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巡警支队民警于文静：

把自己感受到的爱传递出去
于文静是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巡警

支队白庙北检查站的一名民警， 参加工作
以来， 于文静荣登 “中国好人” 榜， 先后
荣获通州区道德模范、 北京市十大慈善义
工、 北京榜样、 首都道德模范等荣誉。 她
说， 自己感受到太多来自社会和他人的爱
和美好。 在格外感恩的同时， 她很想把爱
和美好传递出去， 在市总和区总工会的大
力支持下， 于文静成了一名职工志愿者。

在工作中， 她发现有些残疾家庭生活
困难，在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后 ，于文静
和职工志愿服务团队一起开展了 “拥抱
蓝天，为爱同行”助残活动；在入户走访的
过程中， 于文静发现很多参加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的老兵都年过耄耋， 为了抢录
这段珍贵的历史，她为此又专门开展了“重
温历史，致敬老兵”慰问老兵系列活动。

如今， 在于文静和职工志愿服务团队
的共同努力下， 无论是心智障碍者家庭还
是优抚对象群体， 都通过职工志愿服务感
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

“金板寸” 刘清池：

带领员工义务理发10万余人次
刘清池来自金板寸学雷锋志愿者服务

队， 他是一位拥有 “老北京剃头板寸十六
技” 技能的手艺人， 更是一名以 “尽己所
能， 发挥作用， 服务他人” 为个人信仰的
职工志愿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刘清池就经常
参加义务服务活动， 后来他还组织店里的
青年员工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从为社
区孤寡老人、部队官兵提供志愿服务做起，
将技能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展现， 将爱心传
递给身边人。 南锣鼓巷有位经济困难的老
人肝癌晚期重病在家， 家里想找个人上门
理发， 找了多家理发店都没有技师愿意上
门，后来家人找到了金板寸，当刘清池了解

老人的情况后， 二话不说拿起工具便上门
为老人理发。如今，在刘清池的带领下，金
板寸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里如他一般的职工
志愿者越来越多， 他们累计为社区孤寡
老人 、 残疾人义务理发达10万余人次 ，
逐步将金板寸义务理发服务打造成了
品牌项目。

北京链家工会干部胡福乐：

90后小伙子热衷志愿服务
早在2014年4月， 包括店面内便民服

务和店面外大地美容、 独居老人帮扶等内
容的 “链家在身边” 公益服务项目就已启
动， 今年， 在北京链家工会干部胡福乐的
牵头下， 北京链家职工志愿服务队得以成
立， 并由他担任队长。

胡福乐说，成立职工志愿服务队，得益
于他今年6月参加的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中心组织的一次培
训———《志愿服务条例》解读及志愿服务运
行管理培训。培训后，他便表达了成立职工
志愿服务队的强烈意愿。于是，在这个90后
小伙子的推动下， 链家工会正式加入了职
工志愿服务的大家庭。队伍成立后，胡福乐

迅速凝聚起链家志愿者，以“共同守护绿色
家园”为主题，开展首个“清洁社区环境”职
工志愿服务活动。 在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
活动仅用时半小时， 就清理出烟头400余
个、塑料袋100余个……链家志愿者用实际
行动，努力践行志愿精神和环保理念、通过
志愿服务为共建首都绿色家园助力。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劳模白小会：

知识奉献爱心志愿服务社会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劳模白小会，熟

悉她的人都说， 白小会无论是在工作上还
是生活上都一直保持着高度热情， 将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和志愿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级专家人才后备，
“白小会创新工作室” 负责人， 白小会积极投
身新技术研究， 在专利、 科标业、 智能电网
设计等多方面广有建树。 作为北京电力经济
研究院设计中心志愿者服务队总队长， 白
小会坚持知识奉献爱心、 志愿服务社会。

多年来， 白小会积极投身新一代智能
变电站、 电力电缆和隧道等品牌工程讲解
和智能电网、新能源、充换电站和智能家居
等新技术讲座中， 将最前沿的电力科学知
识传授给身边的职工， 受到大家的一致好
评。在志愿服务的一线，大家常能看到白小

会的身影， 前往福利院帮助孤寡老人、孩
子，有她；去社区开展联合共建活动，有她；
暑期托管班期间义务辅导孩子学习， 科普
电力知识， 有她； 连续三年帮扶北京榜样
“渐冻人”王甲，有她；“暖心伴考”、助力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依然有她的身影……
几年间，向她求教的同事尊她为老师，孤寡
老人把她当女儿，残障儿童称她为妈妈，她
用润物无声的方式传递着人间大爱。

京煤集团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闫冰：

坚持每月开展应急宣教公益行
80后闫冰既是京煤集团总医院急诊科

主治医师， 也是门头沟区慈济应急急救职
工志愿服务队队长。他热心公益事业，立足
岗位，服务社会，无私奉献，不断践行着“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急诊大夫是医院抢救急、 危、 重症患
者的排头兵， 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 “急、
忙、 险”， 尽管如此， 近三年中， 闫冰坚
持每月开展应急宣教公益行， 先后为门头
沟区临镜苑社区、 西山社区、 七棵树社区
等10余个社区进行健康宣教以及急救知识
公益培训， 为门头沟区永定消防队、 门头

沟区潭柘寺消防队进行了急救知识公益培
训， 组织小学生去潭柘寺消防中队进行火
灾相关应急演练和消防知识的宣讲。 2018
年全年共开展应急教育公益宣讲20余次，
累计公益时间达70余小时， 之前三年， 他
的公益时间更是累计达到1600余小时。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职工服务中心郝雨佳：

为职工开展实体化特色服务
自2017年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以来， 郝

雨佳一直秉承 “奉献 、 友爱 、 互助 、 进
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组织开展志愿活动，
是开发区志愿者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和
骨干参与者， 她策划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大小
十余场志愿者活动， 受到基层企业和职工的
好评， 也赢得了广大志愿者的普遍赞誉。

开发区坚持以 “志愿服务带动志愿参
与”， 广泛开展志愿者招募和志愿服务工
作。通过利用业余时间“进企业送服务”的
服务模式， 为全区职工开展实体化的特色
服务，通过近两年的发展，开发区的爱心志
愿服务队从最初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7家，
志愿活动参与人数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现

在的几十人， 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已初具规
模。 在郝雨佳主要负责志愿服务工作的一
年多来，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6场次，服
务职工9800人次。在她的努力下，开发区招
募志愿者已超过10000人， 占会员人数的
12%以上，并且志愿者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首发集团秋子志愿服务队：

高速路上的爱心天使
首发集团秋子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1

年，是以全国劳模、十九大党代表方秋子名
字命名的志愿服务队。 他们是一支活跃在
首都高速路上的“爱心天使”，在方秋子的
带领下，始终秉承“微笑是最好的礼仪，快
速是最好的服务”这一服务理念，积极投身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志愿活动中，曾荣
获“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岗”荣誉称号。

秋子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 每逢重大
节日和保障活动期间， 他们都在通往T3
航站楼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旁设立 “秋子服
务台”， 为过往车户提供免费饮水、 应急

药品、 维修工具， 周边道路咨询、 航班信
息等延伸服务。 无论严寒酷暑， 秋子志愿
服务活动永不间歇， 成立7年来， 累计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400余次， 有近2000余人
次参与志愿活动。

美美

前排中间者为郝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