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是福建队的随队志愿者，

我爸爸是颁奖部的志愿者，我妈妈

是黑龙江队的随队志愿者。”电力

学院大二应用化学专业的叶天扬

告诉记者，今年暑假，一家三口都

是中学生运动会的志愿者，感觉特

别有意义。

叶天扬的爸爸叶伟是宝山区

淞谊中学的体育教师，而他的妈妈

同样也是宝山区的老师。此次全家

总动员参与中学生运动会，还是来

自于叶伟的提议。既然暑假都有时

间，全家便成了田径赛场上一抹特

别的“ 全家绿”。

为了能更好地做好随队志愿

者工作，叶天扬和他的妈妈还上网

了解了福建和黑龙江两地的饮食

风俗习惯，以便更好地服务好运动

员。叶天扬说，“ 虽然有点辛苦，但

我很快乐。志愿者工作要求我们做

得更加细致周到，经过这几天的锻

炼，我也成熟了不少。”

陈竹和陈梅则是东方体育中

心赛场两位“ 有名”的志愿者，因

为她们是双胞胎姐妹。姐姐陈竹在

微博上看到招募启事，刚向妹妹提

议，就得到了肯定的回应。两姐妹

一起报名、一起面试，如今又一起

在同一个赛场服务。陈竹负责团体

总分计算，陈梅则负责贵宾接待工

作。

陈竹必须在早上7点45分到

岗，而陈梅的到岗时间并不需要这

么早。但每天，妹妹还是陪着姐姐

一起出门，还会在空闲之余帮着姐

姐一起整理成绩单证明表，装订下

午要给教练和裁判的决赛出场顺

序表等等。

双胞胎姐妹的出现让志愿者

小伙伴们多了不少话题，“ 老是有

人 会 把 我 们 认 错 ， 也 蛮 有 意 思

的。”两个人一起上岗、一起在食

堂吃饭、又一起在完成工作后坐上

回家的车。“ 我们在一起做‘ 小青

菜’，适应起新岗位来也更加快

些。回家路上总有说不完的话，有

妹妹在，一个人的辛苦好像减半

了，快乐却是加倍的。”

和陈竹、陈梅俩姐妹的形影不

离相比，同为志愿者的杨彦璇、吴

海英母女档则是好几天没见面了。

刚从国外回来的杨彦璇是福建省

健美操代表队的随团志愿者，与她

所在的曹杨二中相隔几条马路的

曹杨中学里，吴海英则忙碌着负责

接待工作。她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

少天没见到女儿了，只是每天抽空

给女儿打打电话，简短地嘘寒问暖

几句，不到五分钟，母女俩又分别

被别的事情催促着忙碌去了。

吴海英说：“ 女儿已经长大，

她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不用

挂念、也不必去干涉太多。”作为

母亲，吴海英将自己对女儿的心疼

存在了心间。“ 我唯独不自信的

是，女儿在家里挺松懈的、很少干

琐碎的事情，刚开始我以为她会处

理不好随队志愿者的工作，但是结

果令人刮目相看，女儿的表现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说到这，吴

海英开怀地笑了，连日来她的辛苦

和劳顿，顿时也烟消云散。

在本届运动会上，近千名高中

生志愿者主要承担竞赛和接待等

岗位的志愿服务工作。其中，接待

志愿者上岗时间最早，即从7月21

日开始一直服务到8月2日，为34个

代表团3699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提

供接待服务，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

小时。竞赛志愿者无论是在烈日还

是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始终坚守在

志愿服务的岗位上，总计服务时间

超过20000小时。

4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具体承

担10个部门27个岗位的志愿服务

工作，其中，连续8天高强度的彩

排，让100名体院的志愿者成为开

幕式的“ 多面手”。

55名二工大志愿者分布在所

有17个赛区以及组委会新闻宣传

部、办公室，成为服务领域最多的

志愿者团队。58名上理工志愿者负

责所有赛事的计分系统的维护工

作。47名东华大学的接待部志愿者

离岗时间最晚，经常服务到凌晨。

近200名上师大、华师大、华政、外

贸的志愿者参与到体博会、科报

会、“ 我们一起来” 少年团队成长

真人秀等非竞技类活动的志愿服

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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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会“ 小青菜”成长记

“ 终于明白了‘ 小白菜’们的感受，那是充实的快乐”
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于近日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从7月21日开始，10余天的志愿服务，使得
1400多棵“ 小青菜”从“ 嫩苗”逐渐成长起来。从不熟
悉到找到感觉，在服务中领会志愿者精神，在工作中
明白生活哲理。这其中有欢笑，有泪水；有汗流浃背，
也有被雨淋透；有辛勤付出，更有满满收获。这些曾经
对“ 小白菜”羡慕和憧憬的95后们，经过了成长，终于
在学运会的赛场上一圆“ 志愿梦”。当初看到“ 小白
菜”满头大汗却满脸笑容，如今终于明白，这是一种充
实的快乐。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95后们弥补缺憾

一圆四年前的“ 世博梦”

“ 当时我就想参加世博志愿

者队伍，只是那时还太小。”刚刚

高三毕业的张琳佳成为了本届学

运会向明中学赛区的一名志愿者，

对于她来说，这一周的志愿服务不

仅让她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

变得与众不同，更是圆了她四年前

的“ 世博梦”。

四年前的张琳佳还在上初中，当

时正值世博会在上海召开。白绿色服

装、灿烂的微笑，周到的服务⋯⋯通

过电视节目，“ 小白菜” 的形象深深

印入张琳佳的脑海。但是由于年龄

所限，成为“ 小白菜”的心愿变成了

遗憾。

一眨眼四年过去，张琳佳从

一名初中生成为了高中应届毕业

生，却通过新闻看到学运会的志

愿者岗位首次对高中生开放，经

过了层层选拔，张琳佳最终欣喜

地收到了录用通知。在学运会期

间，张琳佳负责在向明中学浦江

赛区维持看台秩序，虽然天气炎

热，但张琳佳没有害怕。“ 晒黑

了，还能再白回来吗！”小姑娘俏

皮地说道。

吴叶也是一个冲着“ 小白菜

之梦”而来的“ 小青菜”。吴叶第

一次来上海是201 0年和室友一起

看世博，在世博园参观的那一天刚

好是中秋节，当时被世博志愿者小

白菜们的热情和灿烂的笑颜深深

感染。“‘ 小白菜’为我们热情地

指路，答疑解惑，让我深切感受到

了一座城市的魅力。当时小白菜们

也是跟我一样大的大学生，所以我

特别羡慕他们有机会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服务。”

这一届学运会，吴叶经过了层

层选拔，终于穿上了“ 小青菜”的

制服。竞赛部岗位上一丝不苟。她

负责计分的事务，每次都认真仔细

地完成，“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喜欢一件事，全身心地去投入，

不求回报，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

快乐。”

在学运会的志愿服务岗位上，

还有不少和张琳佳、吴叶一样来

“ 圆梦”的“ 小青菜”。学运会志愿

者“ 小青菜”的得名，除了源于服

装的颜色，更是出于延续“ 小白

菜” 志愿服务精神的希冀。而如

今，这些95后，经过四年的等待和

成长，成为一名志愿者的愿望终于

都实现了。“ 当初看到世博会中的

‘ 小白菜’ 们满头大汗却满脸笑

容，如今我也能明白他们的感受，

那是一种充实的快乐。”

烈日下的坚守

汗水将“ 菜苗”浇灌成“ 小青菜”

“ 爸妈当初知道我是在食宿

组做后勤工作都松了一口气，认为

不需要晒太阳的工作一定很轻松，

可事实不是这样的，食宿组是除了

必须准时到岗外，也是最早来、最

晚回的一个部门。”

郑和帆是行知中学食宿组的

一名志愿者，虽然属于后勤工作，

但是心想着“ 运动员们不吃好哪

来力气拿好成绩” 的他从拿到工

作证的第一天起，就告诉自己工作

不能出纰漏。郑和帆每天的工作是

收取餐券，并引导吃完的人走向出

口。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每次都小

腿酸胀，在正常的用餐时间，饥肠

辘辘的郑和帆看着别人吃饭有时

也是种“ 煎熬”。“ 不过，工作虽然

辛苦，但在食堂工作的这几天里，

身边总发生着一些感人的小故事，

让我感觉再多的辛苦也都烟消云

散了。”

学生运动会上，有许许多多像

郑和帆这样的“ 小青菜”在默默付

出。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1 00棵

“ 小青菜”，是本届学运会大学生

志愿者里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从

7月21 日上岗，到28日晚为开幕式

的成功举行，体院的“ 小青菜”们

要负责多项工作：观众引导、升旗、

观众台挥旗、推钢琴、搬防护垫等

等，最多的一位同学同时承担了这

五项工作，可谓是任务繁重。更关

键的是，每项工作之间的间隙都是

非常短暂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

边走路边换衣服，整个开幕式我们

都是在满场飞奔。”志愿者张耀说

道。

而在开幕式之外，近20个赛场

的各个平凡岗位上是一棵棵忙碌

的“ 小青菜”，汗水和雨水似乎成了

“ 营养品”，将志愿者们从“ 菜苗”

浇灌成一棵棵青菜，身上的颜色也

从浅绿被汗水、雨水染成了深绿。

负责安保的志愿者把守各个

场馆、工作场所的大门，检查出入

人员的证件，每天要站几个小时，

却可能连一分钟观看比赛的时间

都没有。负责寝室工作、分送赛事

报纸的志愿者每天清晨用车将沉

甸甸的报纸拉回宿舍楼，然后逐层

分送到数百个寝室的门口，一干就

是大半天的时间。

成绩录入小组的工作看上去

很简单，只是记录每场比赛、每个赛

道的成绩，计算并张贴每支代表队

的团体得分。但一天要记录、整理、

复印上千张的成绩表，却不让一丝

差错出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宝山区行知中学的田径赛场。

当早晨激烈紧张的预赛结束，大部

分队员散场，“ 小青菜” 们却继续

争分夺秒地为之后的田赛做准备。

有一位志愿者正在场地上画线，手

上和身上都沾上了石灰，额头上已

沁出豆大的汗珠，草坪上画线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 我们要一手拎着装满石灰

的桶，一手拿着大勺子在地上撒石

灰，这倒也不难，难得是要将石灰

撒成一条弧线。如果有地方撒得不

圆，就会影响选手们的成绩。所以，

我们经常会把错的地方铲掉，重新

再来。”在画线的同学旁边，还有

两个拿着皮尺的志愿者，等到撒灰

的同学完成任务后，他们要一次次

地测量弧线的每一处距离圆心的

长度是否相等，这可不能有丝毫偏

差，他们说：“ 我们要对每一位运

动员负责。”

随团志愿者

24小时待命的“ 小管家”

除了这些安插在各个服务岗

位上的志愿者，另一些“ 小青菜”

则 肩 负 着 各 省 运 动 代 表 团 随 团

“ 小管家”的职责。

上师大附中闵行校区的随团

志愿者王李洁服务的对象是广东

游泳代表团，由于广东队的飞机是

27日凌晨抵达上海，随团志愿者要

负责接机并协助办理入驻手续，因

此等她把所有的事情办妥后拖着

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宿舍时，已经

是凌晨3点57分。

赵丹青是黑龙江代表团的随

团“ 小青菜”，29日下午亲身经历

到了一件“ 突发事件”。黑龙江代

表团的一名女队员将二代身份证

遗忘在宿舍里，而没能通过比赛

资格审核，不能参加比赛，而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从那么远的地方

千里迢迢赶来，无论如何都应该

参赛，这样才不留遗憾。”赵丹青

在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上最

近的一班车，开始了一场与时间

的拉力赛。终于在比赛开始前的

在最后一分钟，将证件送到了运

动员手中。

志愿者杨彦璇服务的对象则

是福建省的健美操代表队，这支共

有27名运动员的队伍分别来自福

州和厦门，因此，杨彦璇要分别去

了两次虹桥火车站迎接他们。运动

员们食宿在曹杨二中，但训练和比

赛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因

此，杨彦璇要为运动员联系用餐、

安排训练场地、协调用车，事务非

常繁多。

杨彦璇的寝室在六楼，有时运

动员寝室的垃圾袋用完了、或是被

子少了、小伤小病了，杨彦璇都要

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毫不犹豫地

在六层楼梯间爬上跑下，为他们解

决大大小小的事务。“ 服务期间自

己都是早上6点半起床，一直忙碌

到晚上9点才稍有平息，但也不排

除晚上运动员们还有各种问题需

要我们随时解决。可以说是24小时

都要待命，但真的是忙并充实快乐

着。”

全家总动员

拉着爸妈、姐妹一起做“ 小青菜”

数读“ 小青菜”[链接]

经过10余天的志愿服务，以“ 95后”学生为主力的“ 小青菜”们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