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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岗位平台大显身手，在志愿服务中倾情奉献

新时代东城青年担当奋斗绽放绚丽光彩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青团要增强引领力、
组织力、服务力，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
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东城青年始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成长为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岗位平台大显身
手，在志愿服务中倾情奉献，团结凝聚全区广大青年自觉将“自转”寓于“公转”，将“小我”
融入“大我”，唱响新时代“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青春之歌。 记者 王慧雯/文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青春
之歌，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
担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东城年轻的“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主动“请战”，组成青年突
击队和志愿服务队，全力以赴投身

“抗疫战场”，以实际行动彰显青春
担当。

“大家注意，我们收到了新的
大数据派单，请按照小组的顺序到
我这里领取任务。”这是青年突击
队队员张子毅流调工作中最常见
的一幕。疫情发生以来，东城青年
突击队参与到时空密接和高风险
人群流调溯源工作中，核查重点人
群行动轨迹，统计汇总流调信息，
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为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争取时间。

作为数据组的成员，张子毅负
责全部流调数据的接收分发、汇总
整理、审核上报等工作。本轮疫情
发生后，张子毅被紧急任命为东城
青年突击队流调数据“大管家”。
与疾控中心沟通对接，并根据派单
情况进行任务分工……看似繁杂
的工作流程被张子毅快速梳理出
一套科学的工作机制，大大提升了

突击队的工作效率。繁多的流调
数据，张子毅经常加班加点，却仍
旧保持着高度责任心坚守在岗位
上，“越是紧急的时刻我们越要冲
在最前面，年轻人嘛。”

25 岁，是绽放青春芳华的岁
数 ，也 是 她 成 为 抗 疫 战 士 的 年
纪。今年 5 月初，北京市和平里医
院消化内科护师韩婷婷放弃休假
来到和平里街道兴化西里核酸检
测采样点。“汗水流进眼睛绝不能
用手去碰触，只能仰着头使劲挤
挤眼睛稍微缓解下。”一天下来，
韩婷婷为近千人进行了采样。有
时采样完已接近凌晨，只能住在
单位，第二天再接着上班。韩婷
婷说：“为的就是有紧急情况时，
立马就能参与支援。”她用自己的
方式，展现了新时代东城青年的
责任与担当。

“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
家人和朋友及所有的员工都在北
京，我一定要回去支援！”2020年疫
情发生后，东城区青联常委刘晓雯
第一时间回到北京。得知东直门
街道缺少外文翻译，她响应东城青
联的号召，毫不犹豫来到东直门街

道，通过社区专线对十几个国家的
外籍来京人员进行电话信息摸排
和确认。此外，她还在公司组建了

“支援社区抗击疫情突击队”，带领
员工到社区值守，用实际行动彰显
奉献精神。2020年，刘晓雯被中宣
部授予“全国疫情防控最美志愿
者”称号。

徐莉是和平里志愿服务先锋
队的一名青年，疫情发生以来一直
协助医护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进行
核酸检测。遇到没有电梯的老旧
小区，徐莉需要拎着扫码设备、试
剂管，踩着并不合脚的防护胶鞋一
阶阶地爬楼梯。“五件套”防护装备
下，她的后背常常被汗水湿透，面
罩上的雾气不断结成水滴流下，脸
也变成绯红色，等到汗落了又会感
到身体阵阵发冷。但徐莉从没放
慢手中的工作，她一只手拿着设备
扫描试管编码，另一只手在系统录
入居民身份信息，同时还要在台账
上做好记录，一天下来浑身酸痛，
脸上被护目镜压出深痕，双手被汗
水浸泡的全是褶皱，她却只是笑笑
说，“要是有六只手就好了，这样就
能再快一些。”

“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服务”
是东城共青团秉承的初心。五
年来，东城青年一直陪伴、守护
着身处困境需要关心和帮助的
青少年，累计帮扶8600余人次。

“今年北京林业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叫做‘楸木’，楸木是一种
生长在极寒环境中的树木，它会
把根深深扎进土里，努力生长，
即便生存环境恶劣，也能枝繁叶
茂、长成参天大树……”2021 年
夏天，小扬（化名）开心地向共青
团的哥哥姐姐们展示北京林业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小扬是东
城共青团近千名精准帮扶青少
年中的一个，他的成长求学过程
中一直有团组织的温暖陪伴。

建立精准帮扶信息库，及时
了解青少年需求，为困境青少年
提供常态化、接力式的帮助。链
接各方资源，提供课业辅导、经济
救助、心理疏导、医疗救助等精准
化帮扶，为品学兼优的学生申请

“希望之星1+1”“学子阳光”助学
金，为受疫情影响的低保重残青
少年捐款，为患病青少年申请救
助金、对接专业医护力量……东
城青年在竭尽全力帮助这些青少
年的同时，也注重积极引导他们
参与社会实践，推动被帮扶者转
变为参与社区治理的有生力量，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积极传播正
能量，让困境青少年在帮助他人
的过程中收获勇气和自信。

2019 年 6 月，湖北省郧阳区
实验中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VR 团课，身临
其境的生动体验，让同学们抑制
不住兴奋的笑容，兴高采烈地感
受着科技所带来的神奇魅力，开
启了探索新世界的大门。湖北
省十堰市郧阳区是南水北调的
中线水源区，也是北京市东城区
对口支援地区之一。

东城团区委、东城青联赴十
堰市郧阳区开展“东城共青团对
口帮扶郧阳行活动”，捐赠学习物
资、发放爱心助学金、开展青年创
业座谈交流，扶持举措和资源涵
盖农林医药、餐饮、文化、投资、高
新技术等多个领域，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贡献东城青春力量。

“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位
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 29号。
1918年10月，青年毛泽东被安排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
这座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思想
理念的红楼中留下了珍贵的时
光……”这是东城区少先队社区
成长营主题队日活动中的一幕，
两名少先队员变身“小导游”，带
领大家开启一场红色寻访之旅。

东城区少先队社区成长营
是东城区以“为青少年办实事”
为出发点，依托社区活动中心、
社区青年汇等资源，推动建立的
家门口的社区成长营，为少先队
员就近就便参与校外实践活动
提供服务和平台，为“双减”政策
之下双职工家庭家长接送照管
难、社会机构收费较高等问题的
解决提供有效的“东城方案”。

“抗疫战场”实际行动彰显青春担当

全心全意服务青少年

一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吗？”一声“没事，有我们呢！”北
京冬奥会期间，东城千余名“志
愿蓝”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解
语花”“定心丸”。

“曾经我遇到困难，是志愿
者帮了我。如今，我穿上了‘志
愿蓝’服装，成为一名志愿者，去
帮助更多的人。”冬奥城市志愿
者马成朋道出了自己做志愿者
的起因。马成朋是一名来京务
工人员，多年来一直坚持参与志
愿 服 务 ，累 计 时 长 达 11550 小
时。他曾作为城市志愿者参与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志愿服
务工作，并带动全家一同加入志
愿服务的队伍中。2022 年北京
冬奥会期间，马成朋走进地坛公
园冬奥文化广场志愿服务站，用
丰富的志愿服务经验为游客送
上暖心服务，成为一名光荣的

“双奥”志愿者。对于马成朋来
说，一身“志愿蓝”穿上的不仅是
志愿者的标志，更是一份责任，
他说：“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北京冬奥会期间，全区 98名
医疗健康志愿者在 6个城市站点
全面上岗，开展健康宣讲、防疫
宣传、中医养生普及等志愿服
务。“916 路公交车在哪儿？”“我
要去南锣鼓巷，该怎么坐车？”在
东直门交通枢纽站点，北京市第
六医院志愿者贺昱甦拿出提前
抄写好的简易公交指引卡，为游
客一一解答。“这张卡片是我们
站点的一个亮点，由简单的线路

指引、车号组成，一些重要的站
点被清晰标注出来，一目了然。
根据这张卡片，我们可以快速准
确指引游客出行。”

自今年 1 月 1 日以来，东城
区冬奥城市志愿者在 6个志愿服
务站、17 个重点社区全面上岗，
用累计近 1.3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时长不断擦亮奉献底色。

今年 3 月初，北京冬残奥会
“夏奥之火”采集仪式、火种汇集
暨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天坛公
园举行。由东城团区委组织的
54 名志愿者参与北京冬残奥会
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起跑仪式
志愿服务任务。他们有的引导
火炬手进行火炬接力，有的为残
障人士提供服务和帮助，有的协
助完成火炬拆装工作。

冬残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志
愿者、永外街道团工委书记辛桦
说：“能够生活在‘双奥之城’、能
够成为一名冬残奥会的志愿者，
我觉得十分荣幸。看到火炬手
高擎‘希望之火’从我身边跑过
的时候，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残
疾人那种自强不息、超越自己的
精神更加鼓舞着我。”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实
名注册志愿者达 28.44 万名，五
年间增长近70%。“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氛围在东
城越来越浓厚。随着东城区志
愿服务联合会的正式成立，东城
区志愿服务事业也迈入了新的
阶段，开启了新的征程。

“志愿蓝”不断擦亮奉献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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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城市志愿者为游客发放冬奥知识宣传折页。 团区委供图 在入团仪式上，新团员代表发言。 通讯员 刘毅 唐晨 摄

东城青年突击队开展疫情防控流调溯源。 记者 林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