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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5日，慈
溪市图书馆与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主办
了以“百米画卷画雷锋，争
做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身穿“红马
甲”的宁大科院志愿者和身
穿迷彩“小军装”的孩子们
形成强烈视觉冲击，吸引不
少市民参与其中。

上午9时30分在慈溪市
图书馆广场，来自宁大科院
人文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们带
领着 30位小朋友，开展了
描绘心目中的雷锋形象、宣
讲雷锋故事、雷锋知识竞答

等一系列活动。小朋友们还
穿上了酷帅的迷彩服同“雷
锋叔叔”合影，最后通过按
手印的形式，表明心中的志
愿 ， 争 做 “ 新 时 代 小 雷
锋”。“我们是通过慈溪市图
书馆的公众号得知这个活
动，在网上抢到了这个名
额，在特殊的日子参与特别
有意义的活动对孩子很有帮
助。”市民岑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小时候经常在书中
读到雷锋的事迹，对于雷锋
非常崇拜，他希望自己的孩
子也能崇拜英雄、学习英
雄。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长河中，先锋模范
人物不断书写着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而雷锋便是杰
出的代表之一。”宁大科院
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杨志坚也是此次活动的志愿
者，他说，历史川流不息，
精神代代相传，雷锋精神跨
越时空仍然散发着无限的魅
力。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像这样为孩子们讲述雷锋故
事，讲好雷锋精神，本身就
是一次奉献精神的继承和发
扬。

“图书馆非常乐意为孩
子们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希
望通过一种别样的阅读方
式，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爱国
爱民思想，帮助他们传承乐
于助人的奉献精神。我相信
这个活动已经在孩子们稚嫩

的心里刻下了永久的记忆。”
市图书馆馆长李霞霞说。

“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一句朴实的话语，将激励着

小朋友们不断传承和发扬大爱
无疆的精神，常怀一颗真善美
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温
暖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红马甲”牵手“小军装”
百米长卷画雷锋

本报讯 “我是钱海军。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生命
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3月3日下午，在第59个学雷锋纪念日
来临之际，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职工、我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志
愿者钱海军和唐洁应邀来到文锦书院，为该校约200名学生上了一堂
题为《雷锋在我心中》的公开课，通过讲述志愿服务故事，在孩子
们心中播下一颗“志愿”的种子。

文锦书院是我市今年新增设的两所义务段学校之一。成立以
来，以“承书院精神，办现代教育，创未来学校”为愿景，五育并
举，以传统美德孕灵魂、优秀文化筑筋骨、特色项目健体魄、联动
课程育审美、劳动实践促智慧，助力学生多元发展。有感于钱海军
和他的服务团队多年来义务服务孤寡、空巢、失独老人的善举，该
校领导也想尽一份心力，通过多方面联合开展志愿服务，提升学校
师生的道德素养，同时也为社会越来越美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农历虎年前夕，他们便参与了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为老
党员、老兵，以及“千户万灯”住房照明线路改造中发现的生活困
难老人群体送温暖、送祝福行动。

当天下午，在讲课之前，文锦书院成立了钱海军志愿者服务队
文锦书院分队，由钱海军为他们授旗，校方则为钱海军颁发了聘
书。随后，钱海军通过与在座师生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正式开
始了自己的讲述。他从学生时代第一次“学雷锋”讲起，讲雷锋精
神和志愿服务如何在自己心中扎根，工作以后又如何从为老年人修
灯到关心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把“千户万灯”在浙江、西
藏、吉林、四川、贵州等地开展的情况通过故事的方式讲给孩子们
听，赢得了阵阵掌声。

“我们要通过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让3月的阳光更加明媚，让身
边的人更加幸福，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在孩子们分享了自己心中
的志愿服务是什么样子后，钱海军鼓励孩子们要把雷锋精神融入行动
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的理念。

“谢谢钱师傅的精彩讲述！志愿服务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来
说，同样十分重要。我希望他们能把志愿服务变成一种自觉行为，
让雷锋精神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品质，从小时候开始，到老还在坚
持做好事！”文锦书院的德育校长黄慧玲对钱海军的到来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文锦书院分队今后能与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深度融合，一
方面，在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开设的“星星点灯”“复兴少年宫”等
活动中，接受更多的电力科普及思想熏陶；另一方面，寒暑假的时
候，让全校所有师生都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周末或者节假日，作
为团体志愿者参与该中心的一些助老项目，彰显新时代学生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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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叔叔好，我们今天
过来想把这些书送给你们，希望这
些书能给小朋友心灵上的启迪，学
到更多有用的知识。”3月 5日上
午，慈溪市实验三小一（7）班向
日葵小队的队员们参加了一场记忆
深刻的学雷锋社会实践活动，他们
将精心挑选的书籍亲手赠送到慈澜
府小区的书享空间，希望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为其他小朋友送去一份
精神食粮。

期间，学生们深入交流了雷锋
精神，并进行了探讨，认为雷锋精
神就是一种善良、助人为乐的品
质，并和读书结合在一起，将各自
最喜欢的书籍进行了分享。队员张
叶芊羽说：“雷锋精神就是要求我
们好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把
书中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其他
学生也踊跃发言，认为学生不仅要
学习雷锋精神，更要传承雷锋精

神。
此次活动每人捐赠了三至五本

书，有《勇敢做自己》《学生在校行
为规范》《你绝对想不到的太空》
等，涵盖了绘本类、故事类、科普类
等书籍，这些书小队员们都看过，对
里面的内容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以及特
别的感受。小队员们表示，学习雷锋
精神，唯有好好读书，学习更多的文
化知识，将来成为社会及国家有用的
人才，希望这些书能为小区的学生带
去知识。

组织这次活动的家长张锋也是活
动小组长，他说，小队员们通过向慈
澜府“书享空间”捐赠图书及学习雷
锋精神读书交流会的形式，体会到了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心中
埋下了新时代雷锋精神的种子。慈
澜府归心运营官茅斌也感谢道：“这
次学雷锋捐书活动不仅丰富了书享内
的儿童读物，也能将他们阅读时的快
乐传递给其他小朋友，感谢他们的捐
献。”

学习雷锋精神 分享读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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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弘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雷锋精神，引导
医护人员积极争当学雷
锋模范，深入开展三服
务活动，上周五，中西
医结合医疗健康集团浒
山分院党支部的党员志
愿们在上叶家社区开展

“3 · 5学雷锋日”健康志愿服
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责任
和义务。

3月 4日一大早，上叶家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里就热闹非
凡，得知浒山分院的医生专家
要为老百姓免费看诊，许多市
民早早地来这里排队等候。义
诊现场，志愿者们热情地为居
民开展健康咨询、发放健康知
识手册，并免费进行健康查
体、血糖血压检测等义诊活
动，帮许多老年人解决健康疑
难问题。

“阿姨，你其他都挺好
的，就是这个睡眠问题，我给
你做一下耳穴贴压，试三天，
有效果了再找医生看看。”中
医康复科副主任王淑女为社区
居民义诊，并为其进行中医适
宜技术，帮助解决他们失眠、

焦虑等困扰。“叔叔，您知道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吗？”公共
卫生科副科长钱倩正忙着解释
家庭医生签约的好处。“叔
叔，这是春季预防流行病的健
康小手册，我给您讲讲里面的
知识。”疾控科科长马超耐心
地为居民讲解着预防疾病的小
知识。

“这个活动好啊，医生到
社区里来，患者就不用特意跑
去医院看病了，给我们老年人
省了很多事。而且你看，这次
来了不少医生，科室很全面，
身体上的小毛病都可以在这里
咨询。医生们科普的健康知识
都很有用，帮我们养成更科学
的生活习惯。”社区居民叶玉
娟笑着表示，一个好身体离不
开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以
及医生的健康指导，她希望多
多举办这样的义诊活动，让市

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杨星东主任的健康讲座
9点开始，我这里血压量
好了，一会再去听听他讲
课。”社区居民柴叔叔边
走边说道。

“很感谢医生们的贴
心服务，真真切切地给我
们老年人问诊就医提供了
很大的方便。”70岁的张
大伯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和
糖尿病，他告诉记者，除
了这类多科室的义诊外，

上叶家社区 26°健康工作团队的
医务人员也会经常上门健康服
务，给社区老年人提供免费量血
压、查血糖等服务。

雷锋精神是一面旗帜，永远
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上叶家社
区是我院文明结对社区，是一个
老年人及慢病患者较多的社区，
为了能满足该社区更多的健康服
务需求，我们与社区配合默契，
常常结合‘3 · 5学雷锋日’、七
一建党节、重阳节等开展健康送
百村志愿服务活动，算起来也已
经有十年左右了。”浒山分院副
院长胡萍萍介绍，参加这次志愿
活动的志愿者都是党员同志，他
们有的是 26°健康工作团队的队
员，有的是各科室的骨干医务人
员，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
群众送来浓浓关爱，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为社会奉
献医护力量。

相约“雷锋日” 义诊暖人心

本报讯 3 月 5 日
上午，慈溪市实验三小
一 （7） 班梦想小队 9
名学生与家长一道跟着
宗汉街道星光社区河长
去巡河，河长为大家分
发宣传资料并告诉巡河
的相关要点，并动员家
长加入公众护河员的队
伍。“今天是二十四节
气的惊蛰，在这个万物复苏的
时节，我可以在学校外为家乡
做一次志愿服务感觉很光
荣。”一名小学生志愿者告诉
记者。大家在赵家路江和六灶
江开展巡河，同时一起清理河

边垃圾，维护良好的生活环
境。通过活动，小朋友们知道
了爱水护水的重要性，呼吁大
家要爱护河道，不要乱扔垃
圾，更不要把垃圾扔进河道。

一位年轻的志愿者爸爸
说：“我是第一次跟着孩子参

与志愿活动，跟着孩子的
脚步让我感受到护水的重
要性。”在孩子们的眼里
巡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
动。在初春的季节里，一
个个红色的身影汇成一道
靓丽的风景。路过的居民
和晨练的老人纷纷为志愿
者的行为点赞。

水清岸绿展新颜，碧
波荡漾入画来。这次志愿
者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全
民爱水、治水、节水、护

水的良好氛围。据悉，接下来社
区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
践活动，引导大家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用水习
惯，保护生态资源环境，共绘治
水“蓝图”。

童心同力亲子巡河

3月 6日，绿马甲老兵志愿服务队和
实验小学的孩子们一起度过难忘时刻，听
老兵故事齐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袁哲侠 通讯
员 潘美琴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传
承优良传统，近日，市检察院干
警赴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
落 —— 慈 溪 市 山 下 村 ， 开 展

“3 · 5 学雷锋日”志愿服务活
动。干警们通过摆摊设点、分发
宣传册、现场解答等方式，向村
民讲解新形势下的常见电信诈骗
手法，并现场演示如何识别电信
诈骗，同时着重围绕维护农村秩
序、农业发展和农民权益等方面
开展法治宣传，了解村民的法治
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杨
昀 通讯员 赵柠柠

今年 3 月 5
日是第 59 个学
雷锋纪念日。50
多年来，雷锋精
神影响并激励、
感召着一代又一
代 人 。 大 爱 三
月，在我市，各
行各业、大街小
巷都活跃着一群
群“活雷锋”，
他们给社区居民
免费体检、沿河
捡拾垃圾、进行
反诈宣传、开展
便民服务，积极
争做幸福慈溪的
建设者、争做文
明 行 为 的 传 播
者，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继续发
光发亮，代代传
承。

■全媒体记
者 杨昀

3月5日，“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新
时代教师新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中，
安琪儿幼稚园教职员工走上街头，捡拾
烟头、清理垃圾。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景锦

3月2日，浒山街道金南社区开展了
“3 · 5”学雷锋志愿服务嘉年华活动。活
动有爱心理发、磨剪刀、配钥匙、眼科
义诊、口腔义诊、法律咨询、金融咨
询、反诈宣传、垃圾分类宣传等项目，
在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的同时，也实实
在在地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通
讯员 朱一

3月 4日，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集团坎墩分院开展
以“宣讲雷锋故事，弘扬雷锋精神，争做时代先锋”为
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展示雷锋名言、讲述雷锋生
平故事、传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形式，进一步
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陈益民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潘玉毅 姚科斌 杨城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陈园园

陈郁群

■全媒体记者 袁哲侠
通讯员 潘美琴

■全媒体记者 袁哲侠
通讯员 宓燕燕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3月 5日下午，观海卫镇团委联合有关部
门及绿恒等当地志愿团体，在大润发广场开展

“3 · 5”学雷锋志愿服务广场展示活动，为市
民提供理发、家电维修、心肺复苏示范、中医
推拿等服务，并作垃圾分类、反诈骗和普法禁
毒宣传，赢得了一致好评。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罗
军 岑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