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陆天逸 美术编辑 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05

进
博
会
志
愿
者
系
列
报
道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同学们，大事见担当，历成长，拓
眼界，经历这次进口博览会，全体同学
都接受了一次锤炼和洗礼，特别是在
会务工作这项难度最大、要求最高、风
险最多、时间最紧的任务中，连续奋战
五个昼夜，取得了成功，这是大家人生
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国家会展中心团委书记 冯楠

交大的小叶子们，虽为学生，却能
坚守各自岗位，在短短的工作时间内充
分奉献自我，将志愿者“小叶子”的奉献
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次博览会成功
召开的背后，离不开这些小叶子的默默
奉献与辛勤劳动。小叶子们的未来必
将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承担起更多社
会责任，有朝一日成为新时代的基石。

——进博局论坛处 金霄弘

作为有中外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开
幕式和有多位业界知名人士出席的平
行论坛的志愿者，“小叶子”们尽职尽责
地坚守住了各自的岗位，有问必答、有
求必应，为参加论坛的中外嘉宾们提
供了优质到位的服务，受到了各方的
高度赞誉，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
的良好形象。

——进博局论坛处 吴艳

同学们，感谢大家对上海特色小
吃馆的付出，你们的付

出你们的态度，赢
得 了 小 吃 馆

其他同仁的
认同和尊
重！没给
老 李 丢
人 ！ 希
望 大 家
回到学校
后能继续

用饱满的热

情去学习，去生活，去恋爱，去奋斗！
小吃馆餐饮组的同学们，你们是最棒
的！！！聚是一把火，散是满天星，我
想说，相识有幸！

——进博会上海特色小吃馆现场
负责人 李正方

同学们，十几天的相聚一闪而
过。大家因为进口博览会相聚在国展
中心，成功地参与了这场举世瞩目的
盛会！十几天里，我们翻译事务组70
多位同学任劳任怨、不惧挑战，为来自
全球170多个国家的展商、观众提供
了优质的语言服务。面对着时间紧，
任务重的展会压力，同学们每天披星
戴月，日行万步，对凌晨四点钟的四叶
草无比的熟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
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所有故事都
化成最好的回忆！

——运营统筹组带教老师 刘翔宇

在这一个多月的进博会志愿者工
作期间，上外小叶子们积极参与志愿
工作，待人诚恳，吃苦耐劳，凭借自身
过硬的外语交流能力，积极做好中央
广场的引导和翻译工作，热情周到地
为外宾提供服务，模范遵守志愿者工
作的各项制度，从未出现过无故缺勤
和迟到早退现象，受到相关工作人员
的一致好评。加油，上外小叶子！

——青浦公安责任区带教老师
庄毅正

30名分配到新闻中心的上外志愿
者根据工作需要，主要被分配在记者
注册组负责分发境外媒体证件、记者
联络组负责会内与会外采访，但同时
要兼顾新闻发布组、新华社官方图片
中心等诸多岗位外语服务需求，可谓
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新闻中心志愿者工作负责
人 黄姗婕

各方为“小叶子”们竖起大拇指

所有故事都将化成最好的回忆

长大很简单，长大也很复杂
成长并不易，成长也并不难
服务是走路，走路也是服务
反正年轻就要有年轻的样子
——团市委学校部 徐速

他们都说
时间很长
酸甜苦辣
可以慢慢品尝
志愿进博
清晨的星撒着微光
肆意青春
夜晚的月微启嘴唇
年少的我们
都以为光阴流转少有遗憾
都相信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团委

浦恒

我是青浦区的一名普通民警，也
是首届进博会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
员，更是一个骄傲的父亲。当我在为
进博会提供安全服务的时候，我的孩
子和他的同学们作为小叶子的一员，
也活跃在进博会的场馆里。

虽然他们每天早出晚归、长时间
在岗，但是他们却能以最饱满的热情
和最甜美的笑容服务进博会，是他们
在进博会正式开始之前就活跃在制证
中心为参展人员制作证件，是他们活
跃在进博会展馆为大家提供问询指引
服务，也是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为中外
嘉宾搭建了沟通桥梁。我为这群年轻
人的担当感动着，也骄傲着！

——青浦公安分局民警 倪辉

能够见证国家的开放是每个中
国人的骄傲，为进博会的圆满成功
保驾护航是每个预备志愿者的荣幸
与使命。祖国有我，而我们，时刻准
备着！

——储备志愿者 田佳鑫

小叶子们的形象真的很贴合唐家
三少写的那句“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
无我这般人！”。每日晨兴夜归，践行
服务使命，展现了当代莘莘学子的优
秀风貌，而进博会的志愿精神也将延
续到今后的各个角落，让我们一起喝
彩这段留恋的时光吧！

——青春上海网友 Neal

小叶子们，你们辛苦了！这是你
们一生中的一个节点，她对你们的成
长很有益处，你们将永生难忘，一生受
用！祝贺你们！年轻就是好！

——青春上海网友 施捷

我的室友张悦是这次进博会的正
式志愿者，连续十多天的时间她每天
五点起床，在我们还没醒的时候就已
经到达了国展开始工作。她跟我们说
她是外语翻译岗位，所以她做了很多
英语和日语的笔记，为了去应对不同
的问题。做志愿者真的非常辛苦，她
同时也是志愿者的领队，付出的比其
他人更多，但她每天的热情都不减退，
我们都很支持她。上理小叶子们都辛
苦了，你们真的很棒。明年我也要加
入小叶子的队伍。

——上海理工大学2016级管理
科学专业 周彦琪

They are your heroes.
（他们就是你们的英雄。）
——当ITC（国际贸易中心）工作

人员向展商介绍这批志愿者时说

Thank you, my kind and pas-
sionate teenage volunteer, for en-
abling me to have experienced the
charm and uniqueness of Shanghai.

（感谢善良而热情的青年志愿者，
让我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
力。）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
员 佐丁

You work very hard. You are
passionate. Really thank you！

（你们工作认真热情，非常感谢！）
——尼日利亚展商对志愿者说

During Chinese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she gave me a very
kind and meticulous servic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er ser-
vice. I'll never forget her help
and service. I appreciate for her.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她给
了我非常亲切细致的服务。她的服务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
记她的帮助和服务。我很感激她。）

——韩国经济日报 姜东均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use WeChat. I'm really happy.
Thank you, ECUST volunteers.

（谢谢你教会我使用微信，非常棒
的体验。谢谢，华东理工大学的志愿
者。）

——巴基斯坦籍嘉宾 Malik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下帷幕，内外宾接待、综合服务、
媒体服务、展商服务、行政服务……5527名进博会志愿者“小叶
子”青春跃动的身影让人难忘。上岗5万余人次，接待内外宾86
万人次，信息咨询485万人次，提供了23万余次语言服务，进行
了120万次交通引导。青春上海微信公众号的《首届进博会落
幕，头条我想留给你们：亲爱的“小叶子”》一文22小时阅读量突
破10万。各方究竟怎样看待这大多是“95后”“00后”的他们？
我们在此辑录片言只语。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陈诗松

享服务享服务

致成长致成长

曾相伴曾相伴

进博会落幕，志愿者离场。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