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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深秋时节志愿者开展系列清
洁活动

“金秋时节， 城市里到处飘着金黄
的树叶， 黄叶看着美丽， 但是也有安
全隐患呀。 就在前不久， 我们刚清理
了东大街西里小区的自行车棚 。” 首
都职工志愿丰台街道服务大队志愿者
刘春花笑着对记者说。

落叶看着轻盈， 清扫起来可费劲
儿呢， 有时候扫帚扫不干净的， 就得
一片片捡起来， 放到垃圾袋子里。 自
行车棚里， 停放的自行车也是杂乱无
序 ， 志愿者们就一辆辆的摆放整齐 ，
刘春花和其他志愿者整整忙碌了半天
的时间， 才把自行车棚清理干净。 最
近他们又准备清理另一个小区的自行
车棚， “虽然有点累， 但是把落叶全
部清扫完 ， 把车棚整理得干干净净 ，
方便了居民， 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最近， 刘春花和其他100多名志愿
者还计划把小区19栋楼楼道里的堆物
堆料清理干净， “每过一段时间， 小
区楼道里就会堆满居民家闲置的各类
物品及垃圾， 到冬季天气干燥， 很容
易有安全隐患， 而且垃圾堆在楼道里，
不仅有碍其他居民经过， 而且看起来
也凌乱， 我们志愿者们组织起来， 一
起把楼道清理了， 同时告诫居民不要
在楼道里堆物堆料， 这样楼道环境干
净了， 也提升了辖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呀。” 刘春花乐呵呵地说。

丰台街道总工会主席周春华介绍，

像这样的清洁活动， 首都职工志愿丰
台街道服务大队各分队经常会组织。 此
外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们还走进失独、 孤寡老人家中，为
老人义务理发、清洁家居环境等。 志愿
活动还带动了辖区的部队官兵、 学校、
社区医院服务队等，吸引广大职工群众
一起加入到志愿服务的热潮中。

志愿者田义至今对今年参加的
“暖心伴考” 记忆犹新， 2019年的高考
日恰逢端午佳节， 首都职工 “暖心伴
考” 志愿服务活动如期开展， 服务大
队早早便在丰台二中、 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丽泽中学高考考点布置起了场外
志愿服务岗， 为近千名考生及家长提
供志愿服务。

十一期间志愿者放弃休息参
加治安巡逻

“十一前后我们的不少志愿者牺牲
自己休息的时间参与了治安巡逻， 为
保障辖区的稳定，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
力。 虽然辛苦， 但是大家伙都挺开心
的。” 志愿者宋晖告诉记者。

9月21日和9月22日 ， 首都职工志
愿丰台街道服务大队志愿者宋晖、 赵
娜等5人参加了丰台街道设在东大街地
铁站口的 “志愿服务岗 ” 执勤服务 ，
当时地铁站出口人流较多， 有问路的，
志愿者们就细心为行人指明怎样坐车；
有出站的行人手擦破的， 志愿者们便
从应急小药箱里拿出创可贴， 为行人
简单包扎……一天下来， 志愿者们说

了不少话， 口干舌燥。 在他们志愿服
务的过程中， 宋晖记忆最深的是一个
中年妇女焦急地跑过来问： “你们见
过一个男孩吗， 我刚才带着孩子逛超
市， 不小心走散了……”

“当时这个母亲非常着急， 她把孩
子的外形特征给我们描述了下， 然后
我们留下了她的电话， 她就跑着在路
边继续找孩子去了。 在之后的半小时
内， 我们志愿者们睁大了眼睛 ， 仔细
注视着过往行人， 希望能看到这个母
亲描述的孩子， 让我们非常惊喜的是，
40分钟后， 一个非常符合描述的小男
孩跑过来， 我们赶紧叫住他， 知道他
也在找妈妈， 然后给这个母亲打了电
话， 看到母子团聚了， 我们非常激动，
孩子的妈妈也非常感谢我们。” 宋晖用
感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一幕。

在地铁口执勤时， 看到眼睛不好
的老人拄着拐杖， 志愿者们也会过去
扶着老人过马路。

10月1日到10月7日 ， 作为丰台街
道千余名上岗志愿者中的一员， 宋晖
和100余名志愿者执勤在正阳北里社
区 ， “我们把志愿者分成不同的组 ，
比如每栋楼前都有志愿者看着消防器
材， 一旦发生着火第一时间处理， 有
在小区里巡逻的， 还有站在小区门口
执勤的， 为过往居民和行人提供各类
服务， 大家伙虽然辛苦， 但是心里很
有成就感。” 宋晖激动地告诉记者。

服务范围扩大 爱心更加
凝聚

“这样的读书沙龙活动真是挺好
的！” 志愿者刘春花笑着对记者说，结
合辖区内志愿者队伍文化素养参差不
齐、 职工志愿者对精神建设的需求现
状，丰台街道总工会依托市、区总两级
工会支持，积极开展职工志愿者公益大
讲堂、读书沙龙、职工书画培训等文化
活动，以提高志愿者队伍综合素养。

“我们是这么想的， 职工志愿者本

身也是职工， 开展文化类的活动， 一
方面让职工志愿者们受益， 另一方面，
志愿者们综合素养提升后， 能为辖区
职工和居民提供更好的志愿服务。” 周
春华笑着对记者说。

2018年7月， 丰台街道总工会举办
了第一届职工志愿者读书沙龙活动 ，
受到职工志愿者的好评， 继而又通过
招募最美读书声， 先后开展了线上职
工志愿者诵读作品赏析， 线下职工志
愿者诵读比赛等一系列读书活动， 在
辖区志愿者队伍中掀起了一股学习型
读书热潮。 2019年， 丰台街道总工会
继续将职工志愿者队伍素质建设工程
深入开展， 积极申办市、 区总两级工
会的多个职工素质文化建设项目， 如：
公益大讲堂———进企业 ， 了解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等， 其中职工读书沙
龙活动较上一届活动而言， 无论是参
与人数还是活动中分享发言的质量都
有相应的提高， 广大职工志愿者也纷
纷表示会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加入到读
书活动中来。

“我参加了两届的读书沙龙活动 ，
收益还是非常大的。” 刘春花说， 她平
时工作很忙， 很少有时间休闲阅读，
“我以前也读过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
但是对作品没有深入研究过，后来参加
读书沙龙活动，我才知道《平凡的世界》
更多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介绍，深读
了作品， 对路遥的生平理解得更丰富、
全面了， 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也学到了
更多的东西。”

跟刘春花一样参加读书沙龙活动
的职工志愿者们， 又建了读书分享群，
平时有时间就把读过的好书分享到群
里， 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既舒缓
了压力， 又增长了知识。

周春华说， 打造一支综合素质高、
服务意识强的当代首都职工志愿者队
伍， 是志愿者们的初心， 不断发挥志
愿服务精神， 更好服务辖区居民和职
工， 我们永远在路上……

服务更兼容 爱心更凝聚
———首都职工志愿丰台街道服务大队纪实

怎样才能深入服务到职工群众心坎里？ 2019年11月， 他们成立三周年
来一直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通过对职工志愿服务项目的不断摸索、 创
新、 改进， 他们在职工群众中逐渐树立了安全保障、 环境清洁、 暖心伴考、
职工读书会等特色服务品牌， 服务辖区职工、 群众近8000余人次， 广受好
评。 他们不仅是丰台街道人眼中的靓丽风景线， 更深入到职工群众的心坎
儿里———他们就是首都职工志愿丰台街道服务大队。 这支服务队都开展了
哪些志愿服务？ 背后有哪些感人故事？ 记者为您进行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