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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心益意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志愿者昵称、标识、口号征集火爆

听障青年发挥所长“组团”参与

让良好阅读习惯回归生活

志愿服务是助力提升城市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
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当代青年
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上海世
博会的“小白菜”和“小蓝莓”，
进博会上的“小叶子”，花博会
上的“小白鹭”……每一场大型
活动上，志愿者们辛劳的身影
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2 年 10 月，上海第 46 届世

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
场迄今为止全球地位最高、规
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
能竞赛，自然也少不了志愿者
们的“助力”。

据悉，自大赛志愿者昵称、
标识和口号的征集令在青春上
海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以来，后
台已经收到了数千份投稿作品
——“小海匠”“小梧桐”“申小

能”“蒲公英”……网友们脑洞
大开，为世赛志愿者贡献了一
个 个 又 萌 又 有 新 意 的 昵 称 。

“新技能，新梦想，新志愿，新
时代”“技能赢未来，志愿展风
采”“携手世界，圆梦世赛”……
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志愿者口
号，表达了广大网友们对世赛
志愿服务工作的美好祝福和热
切期待。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入夜，办公大楼大
多熄了灯。地处打浦桥的日月
光中心9楼，却有灯光亮着。夜
幕下，灯光中，一群年轻人正热
烈地讨论，内容却不是时下最热
门的经济、财富，他们说的是社
会、家国、命运。

这是5位爱好读书的年轻人
创建的一个公益平台——格阅
轩读书会。从2020年开始，他们
和志同道合的读书者，已经举行
了60场读书会，所读书籍涵盖了
古今中外各个学科和领域：历
史、哲学、小说、心理、政治、亲
子、教育……

今天，他们又聚在一起，读
作家薛海翔的非虚构小说《长河
逐日》。

小说以儿子多年以后寻找
父辈和母辈的生命轨迹为线索，

以空间为章节基本结构，在空间
的转换和寻找中探访父母辈曾
经的战火人生。儿子既是回望
者，又是寻访者，同样也是具有
开阔视野和深沉的历史情怀的
反思者。在全书中，“我”像是在
平行世界的旁观者、审视者、回
望者，但直到结尾，我才真正出
生，我的诞生，是父母辈故事的
结束，也是我这个时代的开始，
结尾在召唤着下一个开始，生生
不息，时代回音。

作家薛海翔作为这场读书
会的读书嘉宾亲临现场，讲述他
写这部小说的前因后果，也讲他
自己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人生的
波折。渐渐地，作家的写作思维
脉络与读书人的思考逻辑接近、
重合。

读者封女士很兴奋地参与
讨论，她很喜欢这部小说，这本
书是她从女儿手中“抢”来的。

她说她已经读了两遍了，今天她
的“任务”是要为女儿带回去一
张跟作者的合影。

读者汪老师觉得作品中很
多地方极具画面感。薛海翔告
诉读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几乎
走遍了与父亲相关的每一个地
方，寻找那些年代的信息。

组织者唐维说，作为格阅
轩的创始人，他们只为在多媒
体时代重新唤起人们对书的热
爱，并不追求嘉宾的高大上、讨
论话题的时髦。格阅轩的读书
会，很多时候作者并不到现场，
而是所有参与的读书人各自从
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各自对
书本的理解。然后，一本书就
有了20多种阅读角度。看着越
来越多的小伙伴热心于读书，
唐维觉得，他和伙伴们创立格
阅轩，引导人们重新回归读书
的努力，值了。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舞《梨花情》，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日前，婉转
的旋律、激昂的歌声，老人们爽
朗的笑声充满着新华路街道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这里正在进
行由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主办，上
海申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
长宁区启明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共同承办的“爱满晚晴，花young
新华”敬老月系列活动暨上海青
年医生志愿者为老服务“金晖行
动”启动仪式。

在当天的活动上，上海申养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长宁
区启明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签署
共建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为老服
务“金晖行动”，协议签署完毕，
启明中心的青年医生就为现场
的长者进行了健康咨询，以浅显
易懂的方式将专业知识一一细
心解答。来参加活动的老人对
志愿者的服务连连点头。

“我们要让每一位长者都能

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都能健
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上海长
宁区启明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理
事长夏金晶告诉记者，该机构是
一个致力于培养青年医生、专注
于大众科普宣教的组织，呼吁大
众对健康的关注，致力于传递健
康、传递公益爱心，为社会大健
康贡献出一份力量。“金晖行动”
启动后，该机构青年医师志愿者
特地结合项目的要求量身定制
了系列科普讲座，在2021年底之
前，志愿者会为申养下属各个为
老服务中心带来20场健康科普
线下活动，用专业服务搭起一座

“连心桥”，满足新华社区长者在
健康保健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方面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路街道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敬老月系
列活动颇为丰富，除了欣赏文艺
汇演，老人们还在此体验了智能
器材、电影展播、无水培植、手
工、公益理发、节庆摄影等众多
项目。

在众多参与征集的人群
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
们来自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
校，虽然在生理上有着不同程
度的交流障碍，但是这丝毫不
影响他们对于艺术的向往。绘
画、电脑制图、工艺品设计等，
这些孩子们经过学校老师耐心
细致的系统教学，设计能力丝
毫不亚于普通的设计青年，有
的还多次参与区级、市级等的
比赛项目。

为了能让聋生们更好地了
解世界技能大赛，并设计出更
优秀的作品，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世赛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
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博士罗胜
强教授应邀来到上海市聋哑青
年技术学校，通过视频和照片

的方式，从世赛的历史发展、大
赛筹备情况、大赛具体赛事项
目等各个角度，让聋生对世赛
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在聆听了罗教授的讲解
后，不少聋生都表示对这场大
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一名
聋生告诉记者，在此之前，虽然
从各种渠道得知过上海即将举
办世赛的消息，但却没有真正
了解过它，通过这场介绍培训
会，自己不仅对大赛有了更深
的了解，也对志愿者的标识等
品设计作有了初步的思路：“在
我心中，世赛志愿者应该是‘阳
光’‘积极’的，我会努力将这两
个关键词融入到我的设计中。”
另一名聋生则在会后表示，除
了为大赛设计志愿者标识外，

如果能有机会加入到大赛志愿
者的队伍中，自己肯定会第一
个报名，希望能为这场盛会奉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团委书记郁丽倩告诉记者，为
了让孩子们拥有更多锻炼的机
会，学校经常会举办和参与各
种社会活动：“我们希望孩子们
不仅能在在学校里学到技能，
还能在校外获得更多实践的机
会，帮助他们走出自己的小世
界，与社会进行连接。”此前，
2019上海青年公益音乐会的海
报就出自该校学生的画笔下，
期待他们在拓宽视野的同时，
积极参与大赛志愿者内容的设
计，用自己的技能为大赛贡献
一份力量。

听障青年用己所长为大赛贡献力量

“百变”志愿者 不变“志愿心”

“金晖行动”进社区
青年医师志愿者爱满晚晴

青年报见习记者 丁文佳

本报讯“双减”政策落地一
个多月来，大家都在好奇孩子们
课后时间都在做些什么，不少公
益机构纷纷给出了答案。近日，
2021 年度 IF188 青年中心项目
评选与展示公益活动圆满结束，
5家青年社会组织围绕亲子手工
制作、传统文化体验、科学知识
讲堂等形式开展了 20 场活动。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活动还专
门为青少年定制课程内容，依托
青春上海ACT+平台，向全市招募
青少年参与活动。

据 悉 ，IF188 青 年 中 心 是
团市委直属的青年中心，由上

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为
满足青年的切实需求，开展各
类公益主题活动。今年，IF188
青年中心“评选及展示”公益
主题活动坚持落实“玩·聚·成
长·在一起”的建设理念，打造
完 善 的 课 程 体 系 ，加 强 阵 地
建设。

项目自 2021 年 5 月发起，
IF188青年中心和上海青年家园
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共同征集100
余个项目参与评选。经过专家
评议、现场体验及点赞投票，最
终选出5家青年社会组织开展本
年度的“评选及展示”系列公益
活动。截至目前，本项目共累计
服务2000余人次。

双减之下 公益活动更好玩了

近日，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一间教室内迎来了一场特殊的
讲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世赛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
易学博士罗胜强教授，为学习工艺美术的听障青年学生们介绍了2022
年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分享了自己担任世赛志愿
者的故事，为学生们参与志愿者昵称、标识、口号等征集设计带来灵感、
启发思路。 青年报 盛夏 记者 孙琪

罗胜强教授为学习工艺美术的听障青年学生介绍世界技能大赛。
青年报 盛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