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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完成对64个国家
1243家展商的问卷调查

“您好，这里有一份进博局
的官方调查问卷，请问能耽误您
一点时间做一下问卷调查吗？”
进博局展览部合同组的“小叶
子”每人每天都会向几十位展商
重复这样一句话，或用中文、或
用英文，来力求达到每天 25 份
问卷。

在11月6日-9日短短4天
时间内，合同组的“小叶子”已穿
梭于国家会展中心的11个企业
商业展区，散布在这些场馆的各
个角落，共计向来自64个国家的
1243家展商进行了问卷调查。

展商们的国籍包含了众所
周知的韩国、日本、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以及之前鲜有耳闻的
突尼斯、苏里南、刚果金等国
家。中外展商比例差不多为1：
5，其中，98%的公司注册地都在
国外，共涉及来自服务贸易行
业、汽车行业、装备行业、科技
生活、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食
品及农产品行业的不同展商。
接触的展商数量最多和市场范
围最广，可以说是这个组的“小
叶子”的特征。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
法专业的“小叶子”曹峥说：“很多
时候，一天下来嗓子就哑了，但是
当看到一些展商写下‘CIIE is
the best！’的时候，真的觉得很
开心。”

曹峥感到，在不断与展商的
沟通中，让他们的提问技巧也日
渐精进，既能更好地引导展商配
合，提高问卷调查的效率，也让面
对外商时的“小叶子”英语表达越
来越自信，甚至还顺畅地聊进博、
聊中国、聊上海。

从一开始的屡屡受挫到越
挫越勇，从展商那收获的每一
句“你辛苦了”“Thank you”都温
暖着“小叶子”的心。在和不同
国家的展商接触过程中，中国
市场开放的大门也让他们倍感
振奋。

仅五天就用光了
过去一年的小语种使用量

512位上外师生以最饱满的
精神，以传承志愿服务精神为己
任，用15种语言全力服务着本届
进博会。论最“多语种”技能的志
愿者，谁与争锋。

接机、酒店入住、开幕式、午
宴、小部会、晚宴、送机、陪同
——接待各国团组出色工作的
背后，是上外“小叶子”语言专
业性的体现，更是一张集体的
青春名片。

他们的语言专业能力“硬核”
十分，即便展商或观众说的是印
尼语、波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
克语、波兰语等小语种，“小叶子”
们也能从容应对。他们的制服上
还别着一枚特制的徽章，用每个
人所掌握的不同语种表示“我能
帮助你”。

他们往往左边交易商、右手
参展商，从早到晚，滔滔不绝，兢
兢业业，破嗓无数。大家纷纷调
侃：进博会五天，堪比过去一年的
小语种使用量。

升级三维空间导航
让进博展馆指引更快捷

本届进博会相比第一届，规
模更大、质量更高、活动更丰富，
展览面积从去年的30万平方米
扩大到36万平方米，相当于51
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其中，那
只上了新闻联播的导航“小兔
子”，之所以能在进博会现场欢
快地蹦跶，离不开同济“小叶子”
的调教和安利。由于本届进博
会有同济大学定位导航系统“高
科技加持”，观众可以迅速找准
方向不迷路。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大三学生李博年
说，当自己成功指路，并有参观
者当即下载APP使用“导路者”
定位导航系统时，他开心极
了。在展会准备前期，李博年
还参与到测试“导路者”系统稳
定性、地图勘误、安装信标等工
作中。

肤色的改变是进博会上
收到的最好功勋章

在室外接驳车停靠点，伸直
手臂，拦停接驳车，请到站乘客
下车请注意安全，一天数百次的
重复，并接受乘客的路线问询，
这是进博会期间服务于该岗点
上华东师范大学进博会志愿者
的日常。

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每天
整整11个小时，这里的“小叶子”
们各自坚守在场馆外围7个接驳
车的站点，担任着0米层的接驳
车引导工作，负责乘客的安全与
通勤。同时还担起连接场馆内各
机构，确保乘车人员有序而安全
出行。

“被暴晒”“好不容易捂白一
点的皮肤又黑回去了”，常常被他
们拿来私下调侃。华东师范大学
大夏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董斌斌，在进博会0米层短
驳车线路西广场南侧的 7 号点
位，他和搭档都要接受着阳光的
直射。

“就像伤疤是军人的功勋章
那样，变黑的肤色也就是我们
ECNU 进博会‘小叶子’的功勋
章。”董斌斌自信地说。

“科技”
的“小叶子”最

“暴晒”
的“小叶子”最

“见过 多展商”
的“小叶子”最

“多才”
的“小叶子”最

盘点第二届进博会“小叶子”之最

为进博会奉献最好的青春 留 下成长的足迹继续前进

处在问讯处的岗位
让每日步数不超2000步

本次，上海建桥学院的“小叶
子”们共承担全场馆所有33个问
询处岗位。展会是从早上8点开
始，参展商和交易团观众陆续来
到会展中心，经过了安检，他们就
会开始迷茫。这时，早已在问讯
处站好等候的建桥“小叶子”们会
送上清脆的问候：“您好，请问您
要去哪里？”

这样的持续站立工作从8点
一直持续到11点半。这个时点，
观众们开始了用餐时间，问讯处
也开始轮岗工作，“小叶子”们分
为两批前往“小叶子之家”吃午
饭。8米层南登陆厅问讯处服务
的王珂瑜知道，问询台离不了
人，如果自己不在，她的搭档就会
承担更多的压力。所以，每一天王
珂都只用15分钟快速用餐，都来
不及换徽章，她就选择重返岗位。

王珂瑜每天的步数只能定格
在2000步上下，这一度让她十分
羡慕那些荣登“步数荣耀榜”的

“小叶子”们。但是，很快，她就想
明白了，最认真的态度，最火热的
心，这一点，自己可从不比他们少
一分一厘。

被“暖宝宝”和羽绒服
包裹着的是灿烂的笑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北广场
装备冰雪室外展区是今年新增设
的展区，该体验区与冬奥会紧密
结合，突出展示7大亮点，包括冰
和雪的体验区、VR冰雪体验区、
冰壶区、冰雪课程教室、冰雪梦幻
嘉年华等内容。在这里的志愿者
是同一片“四叶草”里离冰雪最近
的人了。

该区域共有16名华东理工
大学的志愿者和18名上海海关
学院的志愿者，他们充分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有提肩能抗、百问
不倒的体育知识小“专家”，也有
精通英日德等多国语言的双语
志愿者。

“小叶子”们的日常工作就是
陪同并向与会人员介绍新增的冰
雪体验区里面的各个项目，帮助
他们获得全新的体验。

除了“小叶子”们已经视为家
常便饭的早起晚归、日行万步以
外，冰雪区志愿者们还面临着全
场馆内“最大温差”这一考验。

对于室内展区的“小叶子”而
言，他们可能是今年最早开始使
用“暖宝宝”的一群人，为了能让
嘉宾拥有最真实的冰雪体验，室
内展区设置了真实的滑冰、滑雪
场，整个室内温度接近零摄氏度。

羽绒服是这里的“小叶子”必
备用品。他们平时引导嘉宾体验
各个项目，忙时一干就是一整天，
几乎不离岗位，有时身子冻僵了
才会出来暖一会，一有工作又立
刻投入到“冰天雪地”之中。

尽管如此，“小叶子”们仍是
开心幸福的，因为他们心中有新
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有追求
卓越，全力以赴的目标与力量。

传递“无烟上海”理念
劝阻观众吸烟责任重大

“顾老师，您快来闻闻我身上
的烟味啊。我们控烟劝阻岗一定
是最‘有味’的‘小叶子’了！”上海
健康医学院控烟劝阻岗的“小叶
子”们在志愿服务结束之后敞开
自己的外套，对校团委书记顾斐
雯老师招呼着。

今年的第二届进博会期间首
设了控烟劝阻岗，48名来自上海健
康医学院的“小叶子”在劝阻吸烟的
同时，运用自己专业所学，为来宾普
及吸烟危害及戒烟技巧，将“无烟
上海”的理念展示给中外来宾。

为了使场馆内没有一个烟
蒂、没有一股烟味，控烟劝阻岗的

“小叶子”们曾暴走在“四叶草”里
的每一个角落，去劝阻那些“老烟
民”前往指定的户外吸烟点。

控烟“小叶子”们时刻牢记自
己的使命：“为他人健康，创无烟
进博”。于是，他们佩戴着独一无
二的控烟徽章，始终面带微笑，从
容大方、不厌其烦地引导想在展
馆里吸烟的参观者去到最近的户
外吸烟点，耐心地与吸烟者交流
沟通，为场馆内的控烟工作付出
自己的全部力量。

保障文化节目演出
搬运道具的竟都是女生

在“四叶草”的最中心，中央
广场舞台传统文化节目的精彩
展演，常让观众流连忘返。有这
样一支“小叶子”队伍，却是保障
演出的幕后英雄。

这支“小叶子”队伍都来自
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部分由
女生组成，却承担着连男生都可
能叫苦的工作。他们就是“中心
圆广场舞台演出服务组”的志愿
者，负责对接在中心舞台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的各演出团队。

他们有一张特殊的排班
表，这张表不是志愿者轮班休
息的表格，而是十几个演出团
队的对接表。在这表上密密麻
麻地记录着每个演出团队的人
数、到场时间、道具数量、演出
时间、离场时间、各团队特殊要
求等。

平时文弱的“小公主”，也要
搬运着演出团队的道具和行李
等重物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国家
会展中心以及舞台上下，“小叶
子”们要保证160多人的演出团
队在拥挤的入场过程中不走散。

他们还做到了15分钟内协
助上海木偶戏剧团 10 大箱近
200件道具顺利上台演出；他们
做到了7个人20分钟内扛着民
族室内乐团7件大型乐器精确抵
达演出舞台。

平时连拧瓶盖都需要男朋
友帮忙的“小叶子”黄平梅，现在
二话不说扛起一箱水就冲上了
舞台候场区。脚上带泡，手臂酸
痛，最“汉子”的“小叶子”唯一的
心愿就是坚守在岗位上，期待每
一次舞台的精彩呈现，每一声观
众的鼓掌。

主业是维护进宝机器人
副业是做一名问询志愿者

今年进博会里有 20 台“进
宝”智能机器人亮相20个主要功
能点位。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的赵芯毅此次作为大会氛围
组的志愿者，主要负责进宝智能
服务机器人的运营管理，守在进
宝机器人旁，引导与会人员与其
互动。

在培训期间，她就和小伙伴
就主要进行进宝机器人的功能
熟悉与问答库测试。正式上岗
后，赵芯毅发现会来与进宝互动
的人很多，但大家很少使用它来
解决问题，大多数都是拍照与聊
天，真正问询还是会问进宝旁边
的她。

最初的一天，赵芯毅被很多
问题难住了，806号公交接驳站怎
么走？我证件上的这个展台在哪
边？P18停车场最近的路怎么走？

手中没有资料只负责守护“进
宝”的赵芯毅，着实有些不知所
措。休息时间，她发现大家都碰到
了类似棘手问题。大会志愿者是
轮班制上岗，站岗时间与休息时间
持平，此后的休息时间，桌子上摆
满了从咨询台领来的各类资料手
册，志愿者们或翻看或交流，誓要
努力记住更多更详尽的信息。

等到7日上岗时，赵芯毅路过
18号进宝机器人点位看到的是，
该点位志愿者手点地图，正清晰
地向前来问询的人介绍进博会的
各个展区，也看到大家在被问到
一些太过细节的问题时，丝毫不
慌乱地手持资料册为游客指引。

赵芯毅和其他“小叶子”们，
除了照顾好“进宝”，迅速自学成
才，也让自己成为了合格可靠、能
指引一切问询的志愿者。

“话多”
的“小叶子”最“有味”

的“小叶子”最

“耐冻”
的“小叶子”最 “硬派”

的“小叶子”最 “好学”
的“小叶子”最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除署名外）

尽管设计升级了三维空间导航，不过同济大学的“小叶子”还是更愿意向观众直接提供指引帮助。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无论是什么岗
位的志愿者，都是大
会志愿者，参与其中
就是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为进博会而
服务，便是“小叶子”
拼 搏 与 奉 献 的 青
春。青春的旅途上
因为不断努力向前
所烙下的脚印，终将
深 刻 于 成 长 的 足
迹。单纯比拼“日行
步数”就说“最努
力”，或许太过于肤
浅也不够公平。在
此，我们更愿从朝夕
陪伴“小叶子”从实
训到上岗近三周的
观察者视角，盘点发
生在他们身上的“之
最”，透过不一样的
表情只说一件事：报
以微笑、甘于奉献、
主动投入，热情服
务、敢于担当，那就
是“最美”志愿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