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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情快讯

[报名时间及方式]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团市委招募“ 小小升旗

手” 参与国庆节当天的升旗仪式，这

一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截至昨

晚，报名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同时

由本报发起的“ 我与国旗的故事”也

收到了众多读者的反馈。有初中生讲

述自己在升旗仪式上的心情，也有年

近耄耋的老人回忆在边疆支教时与

五星红旗的记忆。

华师大大二学生张夷是征文故

事参与者之一，她写了“ 我与国旗的

故事”，回忆了小学

三年级自己被选为

升旗手的骄傲与自

豪。张夷告诉青年

报记者，幼儿园、小

学和初中她都拥有

成 为 升 旗 手 的 机

会，幼儿园是老师

按照顺序指定的，

初中时，身为学生会主席的她也是国

旗班的一员，平均两周就能参与一次

升旗，“ 初中时对待升旗更像是自己

的一份工作，一种责任。”

而回忆起小学三年级被光荣选

为升旗手，张夷还记得当时因为期中

考试成绩优异，又帮助了同桌一起进

步，她被班主任选为班里第一任升旗

手，“ 我至今还记得那激动的心情。升

旗仪式之前的那个周末，我用一根绳

子系在家里的门把上，模拟升旗场

面，掌握控制着升旗的速度，这个动

作我重复练了数十遍。”

张夷觉得，能当上升旗手，参与

升旗仪式是对自己莫大的肯定。当她

看到这次升旗手招募活动时，下意识

地就想报名参加，而“ 仅限少先队

员”的要求让“ 超龄”的她不无遗憾，

“ 能有机会在公共场地升旗，骄傲与

自豪感会大大增加，重视程度也不一

样。同时这也是培养爱国意识的好机

会。”张夷说道。

“ 小小升旗手”活动报名人数已破2000

“ 超龄”学生来信讲述升旗故事

□张夷
等到周一正式升旗仪式时，我早

早地起床，穿上干净的校服，扎起马

尾，别上漂亮的发夹，看到窗外天公

作美，更加兴奋地赶到了学校。由于

升旗仪式安排在早自修后，我期待了

整整四十分钟。当下课铃声响起，《 义

勇军进行曲》 从未像此刻那样悦耳。

昂起头，正步走出教室，“ 我可是光荣

的升旗手！”我暗自自豪地想着。

小学的升旗仪式上会由主持人

隆重介绍升旗手，但当时站在升旗台

上的我实在太激动了，只听到了主持

人报了我的名字，其他的⋯⋯都没怎

么听清楚。

当国歌响起，我和另外一个小伙

伴，仰着头，拉着手中的绳子，目光紧

紧跟随着冉冉上升的国旗。“ ⋯⋯前

进，前进进！”当国歌结束时，五星红

旗也正好拉到旗杆顶端。

可能是因为自己满心的骄傲和

自豪，我仿佛感觉到升旗时被台下同

学羡慕的目光包围，那种感觉真得非

常好。

即日起至9月21 日，在本市就

读的少先队员可通过青春上海微信

公众账号报名，关注青春上海（ 如

左），进入其主页面，点击下方菜单

“ 小旗手” 或者在对话框内回复关

键词“ 小旗手”即可接收到报名页

面。

同时本报开通相关渠道，愿意聆

听你与国旗相关的成长故事，特别是

有关参加升旗仪式等方面，不管是青

少年还是成年人，可以谈自己的经

历、感受或对人生的影响。请把故事

发到：qnbyw@1 63.

com。来信时，请留

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们将挑选一部

分故事进行回访，

予以刊登。

《 义勇军进行曲》从未像此刻那样悦耳

[故事摘登]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本报讯 “ 昨天真的是很激动、

很自豪，领导所提到的‘ 四个标兵’

的期望也将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 说真的，昨天那股激动劲到今天还

没过去，一大早我就跟小伙伴们在讨

论，学好会议精神，擦亮我们‘ 全国

青年文明号’这块牌子！”日前，青年

文明号开展20周年交流展示活动在

北京举办，作为全国青年文明号示范

集体的号长，来自上海普环三分公司

的袁霄珺和光明村大酒店的吴吉有

幸亲临会场，与来自全国各地、各行

各业的号长对话交流。

昨天上午，青年报记者见到了这

两位前夜刚从北京回沪的号长，传达

会议精神，筹谋未来发展成了他们迫

不及待要与伙伴们分享的内容。

扫过马路，开过垃圾车，做过清

扫班长，当过质量监督员———今年30

岁的袁霄珺在普环三分公司已经整

整工作了1 2个年头，从基层一线做起

的袁霄珺可以说了解环卫作业中的

每一个环节。如今，袁霄珺带领着他

业务经营部1 5个人的团队所要做的

是把环卫这一劳动密集型、粗放型的

工作模式向数字化、技术化方向转

型。“ 你现在看到就是我们DIMS调度

监控指挥系统的终端平台，在大屏幕

上能看到每辆作业车在辖区内的运

行情况。”昨天，记者见到袁霄珺时，

他和他的团队正在“ 指挥中心”里忙

碌 着 ，“ 1 770 按 正 常 路 径 行 驶 ”

“ 3-5-07全工作”“ 3-3-07半工作”

⋯⋯这一连串的“ 密语”就是他们最

日常的工作语言。作业车辆GPS定位、

实时监控车不间断巡逻、数据分析表

每月总结，就是这样一只由80后，甚

至90后组成的团队，让“ 环卫”也有

了高科技含量。

作为公司年轻的业务骨干，作为

全国青年文明号示范集体的号长，袁

霄珺对于能亲历北京活动现场也是

无比激动。“ 站在南海石油开采、法

院检察院旁边，我为我们是普环人感

到骄傲！环卫工作与市民的接触是隐

形的，但我们的工作成果与市民是息

息相关的。我可以成为全国青年文明

号中的一员，是大家对我们环卫工作

的认可，这更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动

力。”

同样，日前亲历活动的吴吉也是

相当激动。“ 昨天半夜刚到上海，今

天一大早来上班，小伙伴们都在问我

参会的感受。大家也是抓紧开工前的

休息时间交流了下。”作为光明村大

酒店品牌服务组号长，85后的吴吉也

是有着1 0年工龄的老员工了。在她看

来，淮海路的商业升级，上海的城市

品牌建设与老字号的传承服务是分

不开的。“ 我们现在不仅要学各地方

言，还要学常用外语，我们不仅要擦

亮‘ 全国青年文明号’这块牌子，也

要把光明村这块百年老字号的精神

发扬光大。”吴吉感言，国家领导人

所提到的“ 使青年文明号成为广大

青年追求职业理想的标兵、争创最优

岗 位 的 标 兵 、 践 行 职 业 道 德 的

标兵、积极服务社会的标兵”也将成

为他们整个团队努力奋斗的方向。

据悉，今年是青年文明号创建实

施20周年，如今的上海，青年文明号

的这一职业文明的金线将“ 畅行上

海”、“ 平安上海”、“ 健康上海”、

“ 满意上海”、“ 创新上海” 一一串

连，满载光荣与梦想穿行于市，用历

史与成就告诉当代青年，梦想与奋斗

的可贵。而在整个城市建设中，“ 青

年文明号” 集体也必将继续扮演着

重要角色，成为职业文明、社会文明

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就在大城市的孩子们为

足球疯狂的时候，农村的孩子们却连

足球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日前，沪上

一群爱心白领驱车前往北郊汽车生

活广场，打开满满的后备箱，卖力吆

喝。原来，他们是参加由市慈善基金

会、静安团区委和上海外企志愿服务

联盟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组织开

展的“ 爱在后备箱”公益活动。

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义卖吸

引了大批爱心市民参与，一名张小姐

和女儿看到一款工艺品后爱不释手，

慷慨解囊。还有一名游客陈先生购买

了志愿者们手工制作的木质彩绘摩

天轮摆件。现场不少白领还携家带口

来义卖，有两个小女孩十分惹人注

目。一个是小学六年级的姚依青，还

有一个是五年级学生徐佳慧。两人联

手义卖小型电风扇，吆喝起来不输中

国大妈，很多大人顾客被他们吸引过

来。不到5点，所有义卖品几乎全部售

出。知道是爱心活动后，前来购物的

市民们不仅不还价，有的还会多给些

钱，献出爱心。

据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张旭介绍，由于经济发展、自然环

境、体育设施、师资力量等限制，在我

国很多农村地区几乎是足球运动的

“ 沙漠”。尽管孩子们非常渴望能有老

师来教他们足球，但是由于课业负担

或者足球设施匮乏，孩子们对足球运

动缺乏认识，很多人没踢过足球，学校

没有足球课程，甚至没有足球，没有场

地。据悉，此次活动筹集的善款将全部

捐献给市慈善基金会静安分会，专项

用于“ 一千零一个愿望之足球箱子”。

据悉，每套足球箱子包括足球、

球衣、相关训练器材。通过捐赠足球

箱子的形式为这些孩子的童年增添

快乐，并在娱乐中学习建设性沟通和

协作精神，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挑

战，在“ 玩”中健康成长。

白领打开私家车后备箱义卖

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是以青年集

体为基本单位，以弘扬职业文明、创造

一流业绩为基本内容，以培养青年人才

为导向的岗位实践活动，是上海共青团

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青年成

才相结合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广大职业

青年积极投身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主战场建功成才的基本形式。

擦亮青年文明号这块牌子
号长们引领青年打造“ 上海梦”

[背景]

袁霄珺（ 右）为作业车安装摄像头。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