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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9月，万众瞩目的杭州2022年亚运会将拉开帷幕。在亚运会的筹办过程中，浙江教育系统干部师生

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本报即日起推出“教育助力亚运启‘杭’”系列报道，聚焦全省教育系统在人、才、物等方面

对亚运会的全力支持，本期推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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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我将牢记嘱托、担当使命,全

力以赴、决战决胜，为我中华、服务

亚运，爱我杭州、奉献亚运……”3月

7日，杭州市全民亚运誓师动员大会

在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俗称“小

莲花”）召开，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的178名亚运会、亚残运会预录用

赛会志愿者组成方阵，代表赛会志

愿者庄严宣誓。

杭州亚运会倒计时200天后，各

项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截至2月

底，赛会志愿者补充招募面试工作陆

续收尾。在面试现场，师生争做亚运

最美“小青荷”，以实际行动唱响“我

在窗口写青春”的最强音。

馆校对接
高校师生挑大梁

“接到誓师动员大会通知后，我

们第一时间组队待命。”杭电团委副

书记杨伟婷说，誓师大会结束后，学

校组织师生代表在“小莲花”参观，

提前熟悉场馆设施，“今年9月，这

批志愿者将在网球中心开展‘主场’

服务”。

据了解，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举办期间，计划招募5.2万名赛会志

愿者，其中省内高校师生是主力

军。为了便于赛事服务期间的组

织、管理和保障，志愿者招募采用馆

校对接原则，即一个竞赛场馆和独

立训练场馆对接一所高校；其他非

竞赛场馆，则根据志愿者需求数和

岗位专业性确定一所高校为主进行

对接。根据馆校对接原则，杭州亚

组委、省教育厅和46所高校建立起

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同

推进志愿者招募。

去年年底，赛事志愿者补充招

募启动后，按照“留用一批、补招一

批、备用一批”的原则，46所高校精

心策划，组织新一轮的招募活动，动

员师生争当“小青荷”。省教育厅宣

教统战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统

计，在赛事延期后的志愿者补录阶

段，高校仅新增报名人数就超过6.7

万人，占新增报名总人数的71.2%。

浙江理工大学是此次服务竞赛

场馆最多、时间跨度最长、志愿者招

募人数最多的高校。“学校对此次志

愿者补充招募非常重视，第一轮面

试由各个学院组织完成，经初步选

拔，2000多人进入了第二轮面试环

节。”该校团委宣传部部长、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主任张海航说，经过面

试，学校选出1800余名赛会志愿者，

与此前选拔出的1100多名预录用赛

会志愿者共同服务亚运。

优中选优
“小荷”才露尖尖角

“我将做好充分准备，了解杭州，

了解亚运，为亚运盛会贡献力量。”得

知入围预录用赛会志愿者后，浙理工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赵宏岩

很开心。作为“资深”志愿者，他的志

愿服务时长达400小时，在北京2022

年冬奥会期间，他还担任云顶滑雪公

园的志愿者主管助理。

或展示特长，或传递理念，在高

校面试现场，跟赵宏岩一样，不少参

加选拔的大学生让评委们眼前一

亮。“此次补录阶段，我们将重点招

募具有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经历或具

备小语种、竞赛知识等相关专业特

长的人员。”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志愿

者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安排，选

拔出来的赛会志愿者将为开闭幕

式、各项竞赛及活动，提供竞赛运

行、抵离服务、礼宾和语言等13类岗

位的志愿服务。

伴随着铿锵的口号，一列列英

姿飒爽的队伍迈着整齐步伐走进

“考场”，学生列队齐步走、原地踏

步、正步走、立定……在浙江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升旗手志愿者面试现场，

记者看到，候选学生不仅要符合身

高、体重等要求，他们的中英文表达

能力、礼仪姿态也是考核重点。在浙

江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面试现场，学

校特别设置了小语种考场，并安排专

业面试官，着重考察学生的多语种交

际能力。“我们本次补充招募志愿者

涉及的语种也非常多，包括英语、日

语、朝鲜语、阿拉伯语、俄语等。”浙外

团委书记邱萍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成为赛

会志愿者的大学生不仅要满足形象

好、口才佳、执行力强等条件，部分

项目还要求他们做赛事服务的“健

将”。因此，熟悉体育项目、运动能

力突出等都是加分项。在杭电的网

球球童志愿者面试现场，评委重点

考察学生的网球竞赛知识，并与他

们一对一进行抛接球等技能测试，

力求招募到最优人选。

融入教学
志愿服务品牌化

G20杭州峰会上，志愿者“小青

荷”惊艳世界，成为一张亮丽的杭州

城市名片。彼时，参与服务的“小青

荷”就来自15所浙江高校。近年来，

不少高校聚焦志愿服务品牌化、规范

化，建立起一支志愿服务的生力军。

“各高校都在尽最大努力开展

志愿者选拔，部分高校的志愿服务也

颇有特色。”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志愿

者部招募配岗处负责人说。比如，浙

外的小语种志愿者、浙江传媒学院的

颁奖礼仪志愿者、浙江建设职院的专

业升旗手等，高校多元化、特色化的

志愿服务队伍，为高质量完成志愿者

选拔提供保障。

“依托学校播音主持艺术这一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学校每年定期

招募礼仪志愿者，组建起以专业学

生和专任礼仪教师为主体的礼仪志

愿服务团队，培养兼具扎实专业基

础和优质服务能力的礼仪志愿者。”

浙传团委教师桑珊介绍，团队不仅

针对大型赛事和政务活动提供服

务，还聚焦社会民生和特殊群体开

展专业礼仪服务。近年来，学校选

派2000余名礼仪志愿者参与北京冬

奥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大型赛会

志愿服务工作，获得社会各界的高

度评价。

除了依托专业力量建立社团，

高校还将志愿服务融入课堂教育和

课外实践，让“志愿火种，生生不

息”。“志愿服务不仅是为学生提供

参加活动的机会，也是学校落实实

践育人的重要载体。”邱萍表示，立

足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

应用型人才的育人目标，浙外将国

际志愿服务培训与实践列为大一学

生的必修课，通过讲解志愿服务的

价值、意义等理论知识，在学生心中

播下参与志愿服务的种子。同时，

学校打通“第二课堂”，对学生担任

志愿者经历进行记录、量化评价等，

学生可领取“第二课堂成绩单”，参

与星级志愿者评定。

在邱萍看来，得益于这些探索，

近年来，各类志愿服务中，特别是国

际志愿服务、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中，

越来越多“外语水平高、综合素质

强，能吃苦、善沟通”的学生志愿者

崭露头角。

争当亚运“小青荷” 打造志愿生力军

浙江高校积极参与赛会志愿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华君）“我终于

睡上梦寐以求的双人床了，太喜欢了！”

新学期，江山市大桥小学学生刘雯婧格

外开心。走进新宿舍，原来低矮无护栏

的老铁架床变成了全实木的上下铺，四

周有了加高的护栏，学生们再也不用担

心半夜从床上跌落。崭新的空调带来了

夏日的清凉和冬日的温暖，配上教师们

绘制的主题墙画，宿舍变得可爱温馨。

“学校有近30%的学生住校，且基

本以留守儿童为主。学生宿舍是原大

桥初中的校舍，自2006年投入使用以

来，一直没有进行相关改造和装修，条

件简陋，缺乏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在

市委市政府的关注和乡镇党委政府的

牵线搭桥下，大桥镇商会3家企业及市

慈善总会为学校提供10多万元爱心资

金用于师生宿舍基础设施改造。”大桥

小学校长姜月琴介绍。

地处偏远山区的保安小学，84名

在校生中有24名留守儿童。2016年6

月学校被确定为关爱儿童之家项目试

点单位，为留守儿童建了活动中心，特

设了智力游戏区、手工创作区、亲情沟

通区、休闲娱乐区、私密谈心区、小导游

情景实验区。学校还制定了专门的课

表，邀请教育系统心理辅导义工队开设

高段学生群体心理辅导课，以及开展特

殊学生个别辅导活动。

为了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

和温暖，新塘边小学推行“快乐周六”。

每周六上午，学生在“周六家长”的陪伴

下，参加作业辅导、智力游戏、缤纷绘

画、体育运动等项目。如果有心理上的

困惑，学生可以向“周六家长”倾诉，教

师成为留守儿童精神上的鼓励者和疏

导者。此外，该校还建立了乡村学校少

年宫，开展丰富多样的少年宫活动，如

“木工坊”“七巧乐园”“神奇的框架”“纸

艺空间”“多彩棋艺”“道琴说唱”“花样

轮滑”“灌篮高手”“阳光足球”“风景写

生”等项目，鼓励留守儿童发展兴趣爱

好、学习新技能、结交更多朋友。

峡口小学通过退休教师辅导中心

聘请29位退休教师担任校外辅导员，

开设兴趣拓展课程，结对帮扶留守儿

童。石门小学则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

园传艺收徒，优先考虑留守儿童，培育

非遗“小传承人”，组织学生吟一吟江山

方言的独有乡音，尝一尝江山米糕独特

的家乡味道等，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我们还要求每个学校都开展与留

守儿童结对的活动。除了党员教师、

少先队辅导员、名誉校长与留守儿童

结对，还开展‘爱心妈妈’‘代理妈妈’

活动，建立由女民警、女教师、部门

（镇、村）女干部组成的‘爱心妈妈’队

伍，实现‘爱心妈妈’与200余名留守

儿童结对。”江山市教育局办公室负责

人刘小成介绍，全市设置了20个关爱

儿童之家、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站点，

实现全市19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开

设20多门活动课程，惠及全市留守儿

童1566人。

江山：关爱留守儿童落到实处

浙江金融职院：
寝室生活指导员成育人新帮手

本报讯（通讯员 谭 伟）“我们几个男生原来都不

会叠被子、整理衣物，寝室里乱七八糟的。后来，寝室

生活指导员舒鑫炫学长常来教我们叠被子、整理衣

物。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叠被子大赛，得了三等

奖。”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文秘2022级（1）班学生小王开

心地说。在浙江金融职院的学生社区，经常能看到一

群身着迷彩服的人，他们巡走在学生社区的各个角落，

排查安全隐患，也会走进寝室，耐心指导同学整理鞋被

杂物。他们就是学校招募的寝室生活指导员。

2021年10月，浙江金融职院成立了全部由退役大

学生士兵组成的“朋辈互助”团队，旨在发动退役大学

生士兵运用军营生活技能指导帮助学生开展寝室内务

卫生整理。一年多来，100余名寝室生活指导员发扬

部队优良传统，通过分组成团、下寝指导、线上督查等

方式，共计开展1000余次寝室内务卫生检查指导，协

助开展了寝室文明公约设计大赛、叠被子大赛、寝室卫

生间阳台清洁大赛、内务整理小能手大PK等活动。

该校学工部部长王懂礼介绍：“学生成长成才的道

路上，除了学校、教师的教育引导，还要激发学生的自

驱力，以身边人带动身边人，充分发挥朋辈的榜样带头

和互帮互助作用。寝室生活指导员就很好地发挥了这

一作用。”

杭州滨江区打通
幼小衔接“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朱诗琪 陈 倩）3月10日，杭州市

滨江区幼小联盟活动研讨会暨“赋能成长”计划启动仪

式在杭州市硅谷小学举行。

活动现场，11所小学与11所幼儿园签约结对，成

为滨江第三批幼小联盟结对园校。结对园校将推出一

系列幼小衔接活动和课程，帮助区内儿童顺利实现从

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缓解家长焦虑，实现区域内教育

资源共享。会上，硅谷小学副校长金晓芳、月明幼儿园

园长沈丹等作经验分享。硅谷小学教师刘凤琪作为联

盟教师代表，上了一堂生动的幼小衔接示范课。

滨江区教育局副局长吴水刚介绍，“滨江区幼小联

盟行动计划”于2022年3月10日启动，截至目前，联盟

已经实现区小学、幼儿园全覆盖。区别于简单意义上

的幼小衔接，滨江区幼小联盟注重园校双向主动衔接、

互相帮助、互为补充。“滨江区幼小联盟将从启动走向

稳定，园校间将达成长期有效合作。未来，滨江区打算

在科学、体育、艺术等领域建立典型的幼小跨学科融合

模式，并在全区推广。”吴水刚说。

舟山普陀区：
打造个性化校外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溥清疃 乐梓予）3月7日，舟山

市普陀区青少年宫组织的“百节校外公益课助力‘双减’”

活动走进六横镇台门学校，为师生们送去了精彩的公

益课。区青少年宫的11名青年教师，准备了34节校

外教育优秀课程，前往龙山小学、舟渔学校、朱家尖小

学、台门学校等“偏、远、小”海岛学校送教。

近年来，普陀区青少年宫以主题活动、红领巾学院

阵地活动、流动少年宫活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建设活

动四大板块为主阵地，以“办让人民满意的校外教育”

为目标，创造富有个性的现代校外教育。其中，红领巾

学院结合传统假日、教育宣传日等，推出假日驿站活

动，利用区青少年宫内的阵地资源，开设安心托管服

务，今年春节前后为来自8个社区的40户家庭解决了

假期孩子无人照料的难题。普陀团区委联合区青少年

宫在寒假推出的“疫线你守护·萌娃我照顾”医务人员

子女托管志愿服务，减轻了医务人员家庭负担。与此

同时，宫内的开心厨房、童玩空间、梦想剧场、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基地等8个校外教育实践基地均配备专职教

师，全年接受活动预约，为区内未成年人提供节假日学

习、体验服务。

日前，缙云县首届少先队员厨艺大赛暨
烹饪劳动项目研讨活动圆满落幕，全县35所
小学140名队员参加现场比赛。小厨师们分
工合作，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本报通讯员 姚锦萍 杜益杰 摄）

3月 9日，2023年杭州市上城区中小学生体育
“双百赛事”启动仪式在杭州市夏衍第二小学举行。该
项目通过“区域赛、片区赛、校级赛”三类形式，在区内
百余所中小学校开展百余项体育赛事，丰富“美好教
育”内涵，助力学生阳光健体。

（本报通讯员 秦 齐 摄）

小“厨王”争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