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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为为社社会会送送去去一一道道美美的的风风景景
———丰房慈善义工队纪实

为福利院老人送去关爱

“你们这么多人 ， 能来看我们 ，
陪我们聊家常， 我们很高兴呢！” 北京
市丰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李琼芳带领丰房慈善义工队志愿者走
进卢沟桥社会福利中心， 开展 “关爱
老人， 奉献爱心” 公益活动， 见到志
愿者到来， 老人们开心地说。

“这个敬老院就在我们公司附近，
当时我通过网上找到了卢沟桥社会福
利中心的联系方式， 跟福利院的高院
长联系并说明了我们想做公益的想法，
高院长非常开心， 我们本来想给老人
买些拐杖， 高院长说， 福利院更缺老
人坐的小圆凳， 于是我们就采买了牛
奶和40余把小圆凳。” 丰房慈善义工队
长赵璐琪告诉记者。

在福利院高院长的带领下， 丰房
慈善义工队20多名志愿者把为福利院
准备的凳子、 牛奶送到老人们的身边。
看到志愿者们的到来， 老人们都十分
高兴， 还为他们合唱歌曲 《学习雷锋
好榜样》， 在优美的歌声中， 年轻的志
愿者们坐在老人们的身边唠起了家常，
距离拉近了， 笑容也变得更加灿烂。

“您老高寿？ 身体还不错吧！ 家
里孩子们好吧……” 李琼芳拉着一位
70多岁老人的手， 闲聊起来， “这个
老人很健谈， 我陪她聊了很久， 敬老
院的老人虽然有同龄人陪伴， 但大多
寂寞， 他们特别需要年轻人倾听他们，
关注他们， 有时候， 陪伴， 就是一种
无声的慰藉！” 李琼芳说。

而年轻的志愿者们则分头分组走
进老人们的房间， 有的擦窗户、 有的
擦去空调上的灰尘， 还有的搀扶老人
进出， 房间里、 楼道里都是大家忙碌
的身影。 为了不打扰老人们休息 ， 大
家的说话声音小了、 动作更加麻利了。

“当天的阳光很好， 有的老人坐
在我们送去的小圆凳上， 一边晒太阳，
一边微笑地看着我们忙来忙去， 半天
很快过去了， 虽然我们做的都是力所
能及的小事， 但老人脸上洋溢的笑脸，
还有一句句 ‘谢谢’， 让我们感觉很有
成就感！” 赵璐琪笑着告诉记者。

志愿参加交通文明引导活动

“在乍暖还寒的初春， 北京市丰
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们
穿着蓝马甲、 伴着凄凄细雨参加丰台
团区委组织的小V蜂志愿服务活动。 大
家挥舞着旗子， 不时用对讲机交流着
路况， 对行人和非机动车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导服务……” 志愿者马晨感慨
地对记者说。

马晨是北京市丰房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一名员工， 他说， 组织员工做
志愿回馈社会， 早就成为北京市丰房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项不成文的规定，
刚开始参加时， 他们年轻员工就是抱
着好奇心， 然而在参加的过程中， 慢
慢感受到了奉献的乐趣， 就停不下来
了。

当时丰台团区委要组织小V锋志愿
活动 ， 丰房慈善义工队马上报了名 ，
一共有40多名志愿者， 参加了4次交通

引导活动。
马晨说， 在交通状况复杂的路口，

他们志愿者极力劝阻为图方便、 不顾
来往车辆想要斜穿路口的行人， 督促
其等候绿灯 、 遵守交规 、 安全通行 ；
当有人问路时， 不太熟悉附近情况的
志愿者拿出手机帮助路人搜索出最佳
路线； 在执勤的间隙， 他们将占用盲
道、 影响通行的共享单车搬到合适的
地方码放整齐……在这次文明劝导活
动中 ， 他们公司志愿者们以身作则 ，
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遵守交规是每
个人的责任。

“通过这次活动， 我们志愿者们
亲身体验到了交警、 协警工作的艰辛，
感受到了维护交通安全责任的重大 。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出行过
程中， 一定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 多为文明交通贡献一份力量， 做
到安全驾驶、 文明出行。”

就在这次志愿活动后， 丰房慈善
义工队还专门到大井地铁站码放共享
单车， “大井地铁站距离我们公司很
近， 当时看到地铁站外共享单车摆放
得很乱， 就发动志愿者们过来码齐车
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几个出
口的共享单车都摆放齐整后， 我们都
累出了一身汗， 累归累， 心里非常自
豪。” 马晨告诉记者。

除了文明引导， 丰房慈善义工队
还参加了北京汽车博物馆的赛事志愿
服务活动。 公司的志愿者们被分配到
了不同岗位 ， 有的是维持赛事秩序 、
有的是帮助参观者解决问题 、 还有的
是负责统计赛事成绩 ， 志愿者们说 ，
虽然不轻松但是收获很大， 不仅提升
了自己的沟通协助能力， 同时真正的
为需要帮助的人出了一点力， 感觉很
快乐。

到小区公园清扫卫生清
除堆物堆料

“就在前不久， 我们还到北京市
十三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太平桥西
里小区清扫卫生、 清除小广告、 清理
楼道里的堆物堆料， 受到小区居民的
交口称赞呢！” 赵璐琪对记者说。

太平桥西里小区属于老旧小区 ，
环境不算好， 为此， 丰房慈善义工队
的30多名志愿者拿了铲子 、 塑料袋 、

手套等工具， 来小区清扫卫生、 清除
小广告。

“小区里张贴了不少小广告， 虽
然拿了小铲子， 但是有的小广告粘得
特别牢， 用铲子铲不起来， 还得用手
抠， 一点点清除， 可费劲了， 但是我
们的志愿者没有抱怨， 没有怨言， 一
张张清理。”

除了清理小广告， 有的志愿者则
去楼道里清理堆物堆料。

“老旧小区 ， 可能房子面积小 ，
很多居民都把一些旧物堆放到楼道里，
有小柜子、 纸箱子、 废旧镜子、 玻璃，
还有空瓶子啥的， 一来楼道堆物多了，
走路不方便， 二来也容易有安全隐患，
于是我们和小区居委会的人一起清理，
先去敲居民的门， 问问哪些是他们还
要的， 对于他们不要的物品， 我们就
搬走了。” 赵璐琪说。

这一层层搬下来， 赵璐琪和其他
志愿者们费了不少劲儿 ， 对于镜子 、
玻璃等易碎物品， 赵璐琪还提醒志愿
者们小心划伤自己。

除了太平桥西里小区， 丰房慈善
义工队还曾到北京市十三五期间试点
工程莲花池西里6号院开展 “清洁家
园” 志愿服务活动。 由于在施小区内
老人众多， 又处在施工高峰， 小区里、
楼道里难免有些垃圾杂物。 考虑到老
人们行动不便 ， 志愿者们自觉分工 ，
干劲十足， 分别清理了楼道内、 楼门
口以及小区主要干道。 所到之处全部
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受到在场群众一
致好评。

水是生命之源， 是生存的重要资
源，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丰房慈善义工
队还曾去南宫体育公园-牤牛河绿化
带，展开“爱护环境～保护水资源”活动。
慈善义工们分为两组，穿着红色马甲显
得格外醒目， 大家一边欣赏周边的景
色，戴着手套，拿着夹子、垃圾袋，沿着
河边捡拾游客随手丢的烟头和垃圾，也
带动身边的游客参与其中。

“通过志愿活动， 进一步弘扬了
雷锋精神， 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教育， 也让志愿服务、 爱心
服务的良好风尚在公司内发扬， 当然
最重要的是 ， 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 ，
自己内心也得到了净化， 享受到了给
予的快乐！” 赵璐琪的话道出了丰房慈
善义工们的心声。

丰台有这样一支志愿服务队， 他们都是在职职工， 利用工作之余投身公益事
业， 他们曾到福利院， 为老人打扫卫生、 陪老人聊天， 为老人送去关怀和慰藉；
他们曾走上街头， 化身文明交通引导员， 引导行人有序过马路； 他们还曾走进小
区、 公园， 清扫卫生， 清理小广告， 清除楼道堆物……他们所到之处， 受到居民、
群众的广泛赞誉， 他们就是北京市丰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丰房慈善义工队。 丰
房公司在构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 始终将志愿服务摆在首要位置， 带动了公司
更多的职工积极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 这支志愿队只有55人， 但他们却用充满爱
的行动， 为社会送去了一道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