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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精神的当代传承

从“小白菜”到“小叶子”

八年前错过世博会“小白菜”而今华丽变身进博会“小叶子”葛昊阳为何频获外宾点赞？

交大博士生提前踩点展台 绘制20多幅路线图确保零误差

如果说事先联系制定路线
是“定数”，那么在接待外宾的过
程中的“变数”才是对葛昊阳真
正的考验。据她介绍，接待时，
如果外宾临时提出新的需求或
者未在计划内的行程，志愿者需
要及时应变，在短时间内规划新
的路线。

在接待罗马尼亚的外宾
团时，根据原定

计划，下午
2 点在某
会议室
有 一
场 会
议 需
要 外
宾 参
加。

为

了方便外宾开会，葛昊阳将休息
室安排就在会议室楼上，但12点
半她突然接到通知，外宾团因故
需要1点15分到达会议室，并提
出希望能够请她外带一些咖啡。

“本来是安排他们在休息
室休息，但是计划变更后，外宾
直接前往会议室，我只好马上
打电话给休息室的工作人员，
拜托他们外送十多杯咖啡。”而
在会议结束后，又有外宾临时
提出想购买纪念品，原本已经
安排好班车的她再次调整行
程，先带外宾前往中央广场买
了几只熊猫玩偶，“这下不用去
成都就买到熊猫了，谢谢你。”
事后，一位外宾还边开玩笑边
向葛昊阳致谢。

在当天的行程中，出现了不
少超出原计划的内容，刚听到这

些要求时，葛昊阳坦言，自己心
里也会咯噔一下。“随机性很大，
但我们知道联络官也很辛苦，我
们也没有怨言，就是尽我们的能
力服务好外宾。”不过让她颇感
欣慰的是，有外宾团的联络官之
后还特地跑来与她合影，当面道
谢。

工作了三年之后考上博士
回归校园，葛昊阳说，她原本报
名此次进博会志愿者是为了找
找“校园生活的感觉”。但拿到
接待表，发现自己接待的都是外
国政要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有多重。2010年世博会
召开时，正在念高二的葛昊阳没
能抓住机会成为一名“小白菜”，
如今华丽转身“小叶子”，她说，
这也算在八年后圆了自己的一
个梦想。

“你好昊阳，对于你昨天的帮
助，我非常感谢。请告知你老师
的联系方式，我想写感谢信专门
致谢。”11月8日下午，一位爱尔
兰官员向葛昊阳发来这样一段
话。几个小时前，她还对自己能
否服务好爱尔兰的外宾团心怀忐
忑，如今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11月6日，我们组另一个
小伙伴接待爱尔兰团的第一批
外宾。2天后，爱尔兰团的第二
批外宾交由我来接待，同伴圆满
完成任务，我心想着不能拖大家
的后腿。”然而，在联络接待工作

时，葛昊阳却发现，外宾团带队
的爱尔兰官员一句中文都不会
说，对馆内路线也完全陌生。为
了不出纰漏，她早早将外宾团的
行程记在了电脑excel表格中。

“7点在P2停车场候车，上午
前往4.2馆的平行论坛发言，结
束后赶往8.2馆寻找爱尔兰代表
团的展位，全部完成后于午饭前
将外宾送到 P2 停车场上车离
开。”除了爱尔兰团外，在葛昊阳
的这份表格中，每一个外宾团的
到访时间及行程都被一一列出，
部分重要内容还用黄色标注。

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当天
的接待工作较为顺利，但一个小
插曲还是让葛昊阳耿耿于怀。

“在接待过程中，我还在与另一
个预计第二天到达的外宾团队
确认行程信息，接待过程中一得
空我就不得不拿出手机联系对
方，没能全身心投入到接待工作
中，感觉挺愧疚的。”但让她意外
的是，第二天负责与她联络的爱
尔兰官员，主动给她发微信致
谢，还把感谢短信发给了她的带
队老师。“虽然他们觉得我做得
很好，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

此次，华东理工大学有多名
全英文授课的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学生通过进博会重要合作
伙伴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
的招募渠道，成为进博会的志愿
者。这些志愿者主要为国际贸
易中心所服务的发展中国家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会企
业提供翻译与专业支持。

来自国贸160班的ITC志愿
者栗靓就是其一。实际上，当确
定要招募志愿者的时候，爸爸就
鼓励女儿去争取。在父女俩看
来，通过本次志愿者工作可以培

养作为国贸专业学生的国际化
视野，促进专业知识的应用实
践，同时为祖国对外开放与全球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作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

栗靓的父母都从事国际贸
易工作，他们每年都参加广交会
以寻找潜在商机和贸易伙伴。
本次进博会，栗爸爸就以专业观
众的身份参会，连续三天深入场
馆，探寻优质供应商并通过博览
会深入了解当今国内外贸易形
势以及不同产品的发展趋势。

趁着逛展之际，栗爸爸也专

门到女儿所服务的服贸馆综合
展台转了转，亲自考察女儿是否
可以担负起志愿者的职责。爸
爸看到，栗靓正在为两位来自尼
日利亚的展商提供翻译服务，待
栗靓完成翻译看见爸爸后，就将
爸爸介绍给两位尼日利亚的朋
友。她们亲切地与栗爸爸打了
招呼，并对栗靓的工作表示了感
激和称赞，“你的女儿很棒！”她
们这样赞许道。当爸爸谈到自
己从事农产品贸易时，两位参展
商还介绍了本国优质芝麻和大
豆，彼此间又开始了后续交流。

青年报记者 钟雷 刘昕璐

本报讯“请问 XX 馆怎么
走？”“XX馆对吧？可以从这边自
动扶梯上（下），往左（右）边走
（大概 XX 米），XX 馆就在您的左
（右）手边。”昨日，进博会团体观
众陆续入馆参观，在华东政法大
学“小叶子”王嘉峰的手机内，这
样一份“问答模板”成了他为观
众答疑解惑的好帮手。而其他
的华政学子则用纸箱为过往观
众制作了手工指路标，让找不到
方向的观众“来去自如”。

自创问答模板提供规范服务
王嘉峰是华政知识产权学

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作为一名法
学生，严谨也贯彻在他的志愿者
工作中。在进博会正式举办前，
他和其他“小叶子”在熟悉场地
之后提前上岗工作，为了考察志
愿者的指路能力，几位负责的老
师特地扮演观众用提问模拟“实

战”。虽然最后总体评价不错，
但王嘉峰发现，在一些小问题
上，志愿者回答得并不理想。“比
如知道目的地位置在哪，但是表
达不清楚，习惯说到前面那个路
口左转，但其实可以明确到几馆
和几馆之间，需要走多少米，目
的地具体位于左手边还是右手
边等等。”在这之后，他萌生了制
作问答模板的念头，“让志愿者
直接套进去，这样比较精确，在
表述上也不用考虑太多。”

在他设计的《39号点回答模
板》中，列出了“必须精确回答的
地点”“交通：把握重点，指对方
向”“餐饮：把握重点，指对地
方”三大模块，几乎涵盖了所有
关于展馆、餐饮和交通的问询
内容。制定完模板后，他还特
意把最有可能被问及的一些问
题单列出来。“后来发现我的判
断还是挺敏锐的，开展前几天
有个同学跟我说，有人问他肯
德基怎么走，他就直接打开那

个模板读了一遍。当时听到心
里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之后，他设计的模板还
被分享了志愿者群中，作为大家
工作的参考。而昨日团体观众
大量入场，面对无数的问询，他
的这份模板算是解了大家的“燃
眉之急”。

手工指路标为观众指明去路
除了入馆指引外，另一些华

政学子在指引观众离馆上也花
了不少心思。傍晚五点开始到
闭馆，是每日观众们离馆的高峰
期。这一时段对身处0m层北登
录厅中央圆楼咨询处的华政志
愿者李锋静小组的同学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从四面蜂
拥而来的巨大客流，高频地问着
相同的问题。

“一天的服务之后，大家都
会有疲劳感，一些同学都说不出
来话了。但是这个时间段有大
批要出馆的观众，并且他们的问

题基本都是相同的。如何高效
地回答成为破题关键。”咨询点
组长李锋静说道。

11月7日那天，在老师的建
议和组员们的配合下，周一尧和
熊和勇同学利用服务的间隙时
间，利用纸箱为过往观众制作了
手工指路标。两位志愿者花了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反复加粗
纸牌上的字和方向标识，以便过
往的观众更快捷地获取信息。
赶在离馆高峰前，这份手工制作
的指路牌已经在中央圆楼前的
咨询台高高立起，各项信息一目
了然。

咨询点的小组长李静锋表
示：“这个指路标真的太有效果
了，原本同一句话我们要重复
几百遍，现在有了这个标识，很
多观众只要看一眼，就能立马
get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目前，
这些手工路标正在继续使用，
并且昨天起已更换成更高级的
KT板。

进博会期间，不少由外国政要组成的外宾
团造访国家会展中心。作为接待外宾的“主力
军”之一，综合接待（外宾）组的“小叶子”的身
影始终伴随在外宾团身边，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葛昊阳
便是其中之一。虽然8年前与世博会志愿者
失之交臂，但这一次，她用10多场接待，20多
张路线图以及无数外国政要的点赞交出了自
己的青春答卷。 青年报记者 钟雷

在接待爱尔兰团时，葛昊阳
事前对路线做了极为细致的规
划，而实际上，这是她进博会期
间工作的常态。“很多外宾除了
来进博会，还要参加很多别的会
议、论坛等等，这些都可能影响
他们在国展中心内部的行程，所
以一定要反复确认。”

根据此前分配的任务，葛昊
阳所在的综合接待（外宾）组每
位志愿者共要接待6到7个外宾
团，“拿到任务单后要尽快联系
对方，更新日程信息，至少要提
前一天确定外宾的具体行程。”
下车时间地点、去哪些地方参加

什么活动，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
半点马虎，搜集完信息后，她再
根据场馆地图绘制一个最快捷
的通行路线。

虽然接待的外宾团只有 7
个，但部分外宾会分批到达国家
会展中心，或者是分成几路人马
前往不同目的地。为了不出差
错，葛昊阳为每一路外宾都单独
绘制了一份路线图，“一共画了
20多幅。”她说，外宾通常都是直
接提供一个企业名字，具体展台
位置需要她去确认。“因为时间
关系，我没法每个展台都去踩
点，但是能挤出的时间，我都拿

来踩点展台路线了。”“外宾一般
都特别赶时间，我不能让他们觉
得我绕了路，如果我跟外宾说

‘等我在地图上看看展台在哪
里’，那会显得太不专业了。”

进博会期间，葛昊阳最忙的
日子集中在前三天，“要一边带
队，一边确定后面外宾团队的
行程。11月6日我接待了三个
外宾团队，下午 4 点才吃上午
饭。那三天每天步行步数都超
过了 3 万步。”频繁的奔波也让
葛昊阳没有闲暇好好逛展馆，
但在接待外宾时抽空瞄两眼展
品她已很满足。

外宾特意发来表达感谢的微信

开幕后三天每天步行超过3万步

面对外宾的“临时需求”随机应变

华政“小叶子”自制问答模板和手工指路标助观众“来去自如”

“小叶子”的爸爸是专业观众
与志愿者女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见于进博会

华东理工大学的“小叶子”栗靓在服务过程中与作为专业观众身份参观的爸爸，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相见于“四叶草”。看见女儿说着流利的英语热情地投入志愿服务，爸
爸十分欣慰。爸爸鼓励女儿，一定要再接再厉不辱志愿者的使命。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栗靓在本次进博会为ITC招
募的展商提供布展、咨询、翻译、
引导服务，以及协助展商进行商
务洽谈、产品销售和业务推介。
对于能和爸爸在这场国际盛会
中以这样一种方式遇见，栗靓也
特别开心。

“我家在石家庄，出来读书
后，和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
间比较有限，加上平常学业繁
忙，很少能和爸爸分享对于贸
易和金融知识的理解。借此良
机，我和爸爸针对展会探讨了

有关人工智能、智慧医疗、服务
贸易以及全球化趋势等话题，
他认为全球共同进步是大势所
趋，而在这一趋势下全球优势
互补、供需对接、多边贸易和供
应链优化必不可少，这样思想
的碰撞使我受益匪浅。”栗靓这
样告诉记者。

志愿服务中的体验和收获，
在栗爸爸看来，这些都将成为栗
靓难忘的人生经历和宝贵财富，
他勉励女儿在此过程中好好锻
炼口语并汲取贸易实务知识和

提升商务交流能力，让世界认识
上海，走近中国。

栗爸爸还建议女儿，可以将
服务中的经验和建议进一步梳
理和记录，帮助参展商推介产
品，或是为更好参加第二届进博
会做准备，例如建立公众号等，
帮助他们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
的贸易关系。

“突然感觉亲情上又叠加了
一份与爸爸共同的职业志趣，似
乎也有助我更好的进行职业规
划。”栗靓说道。

在栗靓服务过程中，她怎么
也不曾想到，一点点帮助会收到
许多让她无比动容的幸福感。

早在布展时，栗靓和其他
志愿者一起带领展商从酒店乘
地铁前往会展中心时，有一位
尼日利亚的女士被拥挤的人群
冲散。为了不耽误大部队，栗
靓和小伙伴做好分工交接，并
由栗靓赶回酒店。此时这位女
士正在大堂，见到栗靓时兴奋
得眼里发光。原来，她已经准
备遗憾地在酒店待一天了，幸
好栗靓在那一刻及时出现在她

的眼前。
为了不让人流再一次将彼

此挤散，栗靓就一路拉着这位女
士的手，顺利来到了场馆。“她的
手是热的，而我的心也因此暖暖
的。”栗靓说道。栗靓后来还与
之互加了微信，也被邀请以后去
旅行时务必找她。

展馆非常大，最初，为了去
各处咨询物料购买、租赁以及清
洁展位，栗靓来回进出1号馆至
少十次，晚上回去才发现脚上已
经磨了两个泡，嗓子也哑得说不
出话。有一次带展商进出场馆

时，稍稍绕了一下路，让大家稍
等了片刻，栗靓一度也很感抱
歉，但展商不但没有丝毫怨言反
而安慰她。热情周到和越来越
大方的表现，让她收到了“You
work very hard.You are pas-
sionate.Really thank you！”的
高度褒扬。每每念及，栗靓只觉
得所有疲惫一扫而空，也体验到
尽力为别人解决问题的快乐和
幸福。

“进博会即将落幕，但我们
志愿者的能量还是满满的。”栗
靓带着自信说道。

参展商对爸爸说：你有一个很棒的女儿

爸爸勉励女儿在志愿服务中做出贡献

外宾一句“真心感谢”给她带来幸福感

葛昊阳用10多场接待，20多张路线图以及无数外国政要的点赞交出了自己的青春答卷。

❶观众爸爸
和志愿者女儿在
进博会相遇。

❷华政“小叶
子”为观众指路。

❸葛昊阳收
到外宾的感谢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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