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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进博会进行了三日，站在
新闻中心一楼前台的“小叶子”向倪春
昳反映，一直正对着大门，有冷风吹着
感觉有点冷。倪春昳知道后，马上送
来了200多片暖宝宝。

倪春昳是上海杉达学院大四学
生，作为一名第二次服务于进博会的

“二年级生”，她去年服务于外事活动
保障组指挥部，9月中旬上岗，一直服
务到进博会结束，负责会务工作和文
件处理，并统筹协调学校长期管理岗
志愿者的后勤保障。

今年，已经大四的倪春昳虽然面
临就业压力，但她还是选择空出这段
时间，历经报名、面试，再次成为了进
博会志愿者服务保障组的长期管理岗
位志愿者。而生于1998年的她也是
组里年龄最小的。

7、8月份主要配合招募长期管理
岗位志愿者，倪春昳需要了解各委办
的要求，然后挑选合适的志愿者。9月
开始招募会期志愿者，真正的工作量
从10月开始。

倪春昳负责与两个委办局对接，
不但要知道他们对志愿者的需求数量
和要求，配岗后还要落实志愿者的实
地演练时间、上岗地点、工作时间，梳

理完成后再落实通知。
10月27日-28日，倪春昳觉得是

对自己挑战最大的两天。10月27日晚
有一场演练，在国展中心停车场，她带
着华师大“小叶子”进行车辆组演练，直
到凌晨才结束。而第二天一早，来自上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等近700名“小叶子”第一次上岗，
作为“小叶子”的培训师，倪春昳一早7
点就等在P8停车场，将“小叶子”接进
场馆。那天她一共接了5批“小叶子”。

还是当天下午，倪春昳又带着由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
校等组成的餐饮组“小叶子”做实地演
练。从1.2馆“小叶子的家”出发，绕着
16米层和8米层分别走半圈，0米层走
一圈，每到一个点位，倪春昳都拿着喇
叭介绍场馆亮点，附近的餐饮、洗手
间、交通等情况。

那天，倪春昳走了近4万步，就算
穿着运动鞋，脚底还是磨出了一个大
泡。但倪春昳觉得，只有经历过才知其
中的艰辛与快乐。虽然看着身边的同
学各自考研或实习，她却还在做志愿
工作，有时不免有些焦虑，但她坚信这
段志愿经历的历练对个人成长很有帮
助。

他们是高校学生、团委书记、老师，同时他们也是第二届进博会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

为了服务好进博会这个共同目标
“小叶子”的青春光芒愈发闪耀

进博会前夕，倪春昳带了一批批“小叶子”开展实地演练，直走到脚底磨出了泡；进博会开幕式之前，项鸣一直在进博局
论坛处努力工作，五年级的儿子三天没见到父亲；正式开幕后，王竹源还在为参与配套活动的主办方协调车辆；吴佳蔚则暂
时放下学院团委书记的工作，与“小叶子”一同坚守岗位。

他们，是“95后”学生，是刚留学归国的留学生，是高校老师，是高校学院团委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
的身份——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摄影报道（除署名外）

“4月22日，我看到团市委‘act+’
发布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的报名，于
是我就报了名，想成为一名进博会
志愿者。”经过报名与面试流程后，7
月 25 日，恰逢进博会倒计时 100 天
之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电器学院
实验中心主任项鸣正式转变了身
份，在进博局论坛处担任长期管理岗
位志愿者。

在学校，项鸣经常组织大学生
比赛，而参与进博会后，他既想了解
大型会议的流程，更想获得跨平台
学习机会，了解学生积极参与的志
愿活动。

从7月25日上岗至今，项鸣将自
己的工作节点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
上岗至10月中旬前后，负责论坛会员
招募的他，每天都要和各个交易团的
企业对接，一天数不清的电话沟通，确
认细节。第二阶段是10月中旬至开
幕前，为了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他要落实会员权益，从坐在办公桌前
打电话变成了办公楼里来回跑，进馆
熟悉场地，为论坛组志愿者做前期方
案，每天走路线，进行布点，制作点位
图示。

项鸣庆幸自己工科出身，擅长

制作点位方案。国展中心 4.2 馆承
担了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分论坛，要
以最佳路线引导嘉宾离场，如何给
志愿者布点，哪些志愿者需要举牌，
都很讲究。

在项鸣不大的办公桌上，随手就
能拿起十几张点位图示，至于改了多
少稿，项鸣完全记不清。项鸣随便打
开电脑里一个普通文件夹，有关点位
图示的文档就有100多个，“8、9月份
已经有第一稿，开始一周改一次，到了
国庆之后是每天改一次，需要根据整
体布局不断调整。每个志愿者的指引
点位都要做到分布合理，才能以最佳
路线引导嘉宾离场。”

项鸣不仅自己去踩点，还带着论
坛组“小叶子”去踩点，手机记录中每
天的步数都在2万步左右。

临近进博会开幕，论坛组更忙
了，虽然项鸣的家离国展中心只有
半小时的路程，但他还是三天没回
家，办公室里支起了简易折叠床，困
了就躺一会，能量恢复后马上投入
工作。

“爸爸，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但你在为进博会忙，我支持你。”进博
会正式开幕的第一天晚上，项鸣回了
家，五年级的儿子这么对他说，让他很
是欣慰。

项鸣感叹，这段长期管理岗位志
愿者的经历让他十分珍惜，学到了国
家级活动对每一项细节的严谨，和学
生一起感受了志愿精神，“结束志愿者
工作回到学校后，我也会和学生分享
这段经历，工作中更会高效调度。我
也是在为儿子做榜样，让他从小懂得
志愿精神。”

当老师和学生都成为“小叶子”，
是一种怎样特别的体验？今年，华东
理工大学商学院团委书记吴佳蔚就感
受了一番。没拿到“小叶子”服装前，
有学生拿去年的服装让吴佳蔚试穿并
选好自己的志愿服尺寸。进博会开幕
式首日，学生“小叶子”与她相遇，还给
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吴佳蔚一直觉
得，自己是为学生打好冲锋阵，做好排
头兵，一起用青春告白祖国。

这名“90后”团委书记去年其实是
一名“平方志愿者”，因为华理商学院
国贸专业的专业知识丰富，全英文授
课，首届进博会华理的“小叶子”几乎
被他们承包了。作为学院团委老师，
吴佳蔚和其他老师一起为“小叶子”准
备早点、接送、撰写每日小结等，也会
指导学生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

今年，在学校的支持下，吴佳蔚成
为第二届进博会长期管理岗位志愿
者，在进博会外事保障组进行志愿者
的招募、信息整理、组织管理工作。

9月初正式上岗后，吴佳蔚就忙
着从上外、上大等高校招募小语种志
愿者。信息表上罗列的报名者所有
材料只有姓名和电话，需要她一个个
电话确认。“同学你好，我是市外办人

事处的吴老师，你报名参加了进博会
志愿者，跟你确认一下信息。”这句话
吴佳蔚每天都在说，最多的一次一天
重复了 100 多遍，一轮轮电话确认，
名单上一共100多人，她的确认电话
可能要多打 5 倍，“感觉嗓子都冒烟
了。”

吴佳蔚为此也多了100多名微信
好友，她按照长期岗志愿者和会期志
愿者分为两个群，进行沟通交流。很
多正式入选的“小叶子”在见到吴佳蔚
时，会对她说：“吴老师，是你领我走进
进博会的。”这让她特别感慨，“感觉成
为了很多学生的大家长。”

到了10月中下旬，吴佳蔚在进馆
进行踩点工作的同时，还得操心自家
的“小叶子”。今年，华东理工大学一
共有100余名小叶子，商学院占总人
数的五分之四。10月19日举行了第
二届进博会志愿者上岗宣誓仪式，原
本作为长期岗的吴佳蔚可以不参加，
为了学生她也早早赶到了现场，“老师
来看我们了。”学院“小叶子”十分兴
奋，吴佳蔚也觉得被惦记的感觉真
好。当志愿者主题歌《年轻的力量》响
起时，她脑中只有一个念想：专业服务
进博，青春告白祖国。

为了成为进博会志愿者，6月还
在澳洲留学的王竹源是打“飞的”回
来参加笔试、面试和复试的。

这名“90后”一直有一颗做志愿
公益的心，这应该与家庭教育有
关。王竹源的父母一直表示，既然
她在澳洲做了那么多志愿服务，更
应该回到祖国，为黄浦江畔作奉
献。而成为进博会志愿者就是一个
好机会。

为当上“小叶子”，王竹源花了
不少心思，面试前她搜集了大量与
进博会有关的素材自学了三四天，
正式入选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又需
要全脱产工作，已经毕业的她推辞
了澳洲的实习机会，也耽误了找工
作的时间。但王竹源觉得，一切都
值得，“但尽平生家国志，不负时代
不负卿。去年我就对进博会向往，
今年我毕业了，终于实现了心愿。”

王竹源的岗位在招商处，8 月
初上岗后，她开始着手招商工作的
信息处理，配套活动的人证、车证
办理等。随着证件办理截止日期
的临近，虽然已经在几百人的群里
发了通知，但总有人因为忙于工作
错过重要通知，王竹源因此变得特
别忙碌，不但要在群里反复回答

“办证截止日期是几号？需要准备
哪些材料？领证需要带什么材
料？”等问题，一旦配套活动的主承
办方错过了办证时间，她还要参与
处理，和主办方电话沟通，和相关
部门协调。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王竹源和
同事想到了问题汇编，从9月23日起，
他们每天下午3点半到4点半，在群

里晒出每日问题汇总
汇编，并定期回答问
题。在王竹源的电脑
上，随便打开一版问题
汇编，就有8页5000多
字，“每天针对不同问
题发布问题汇编，对我
们来说是知识巩固，也
是方便了主承办方，对招商处来说是
一次经验总结。”

至进博会正式开幕后，6日-10
日每天有很多配套活动，王竹源和
同事一起巡馆，脚步遍及M层、C层、
会议中心等会议室，查看会议活动
情况。有时还会遇到“突发”。

“你们给的P14停车场太远了，
我都走了半小时，怎么还没到？我
们下午有活动，能不能一小时内给
我们调一辆接驳车过来。”第二届进
博会开幕后的第二天，王竹源接到
了一位主办方的诉求电话。她第一
时间调出了电子地图及官网信息向
对方解释，其实P14停车场和场馆
只有一个天桥的距离。

但问题还需要解决。15分钟
后，王竹源拿着更具体的材料向对
方作了说明，对方也意识到的确是
自己走错了路，“遇到问题，我学会
了保持耐心，倾听对方诉求，再用最
快的时间找出解决方案，这是进博
会教会我的。”

这几天，王竹源的工作还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她觉得，长期管理
岗位志愿者让她对进博会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让她明白了志愿奉献的
意义，还有责任承担的重量，“这段
经历和成长，会铭记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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