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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海

缘缘 从天而降从天而降

进入新世纪，中国女排“五连
冠”的辉煌已成历史。然而 2004
年夏天，陈忠和率领的中国女排再
度惊艳世界。

2004年 6月，北仑方面开始积
极为尚未竣工的北仑体艺中心谋划
引进女排赛事。随着中国女排当年
8月在雅典奥运会上意外夺冠，国
内众多城市纷纷要求引进女排赛
事。面对激烈的申办竞争，北仑区
体育部门负责人突发奇想地提出了

“中国女排指定主场”这一全新概
念，让中国女排长期落户宁波北仑
成为现实。宁波北仑，从此与中国
女排结下不解之缘。

2005 年，郎平第一次来到北
仑，那时她的身份是美国女排主教
练。“当时还不知道北仑在哪儿
呢。”回想起当年那一幕，郎平笑
着说。而女排的到来，带给宁波人
一个从天而降的大惊喜。

为了服务好女排赛事，北仑团
区委从 2004 年 10 月开始公开招募
志愿者。短短几天就有 2000 多人
报名。经过选拔，最终有 1300 多
人注册成为女排赛事志愿者，陈军
浩、顾旭光、夏丁辉、张飞坤、洪
波、张芳芳等人就在其中，他们在
比赛期间分别充当赛场引导、翻
译、擦地、入场举旗、捡球、记
录、播音、打字、呐喊助威等职
责，另外还有 1万多名交通志愿者
走上街头，劝导市民遵守交通规
则。

2005 年，北仑群众为了迎接
女排的到来，自发组织了“迎女
排”万人长跑、“新女排新北仑”
主题演讲、“我谈女排精神”大讨
论、“我为北仑争光”文明礼仪培
训、8城市女排主场志愿者宣传等
10 多项活动。这些活动体现了市
民对赛事的支持，成为北仑承办女
排赛事的重要外部条件，得到了国
际排联的认可。

2005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强台
风“麦莎”袭击宁波，北仑体艺中
心受损，世界女排锦标赛资格赛转

移到雅戈尔体育馆进行。组委会
30 多名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在狂
风暴雨中转移比赛器材，安排训练
场地，妥善安置参赛队伍、裁判人
员，确保最后 4 场比赛顺利进行。
为此，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
中心于当年8月18日专门发来感谢
信，高度赞扬赛区组委会出色的工
作能力，“自北仑区成为中国女排
主场后，承办的中国国际女排精英
赛、世界女排大奖赛和世界女排锦
标赛资格赛三项赛事均取得了圆满
成功，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办赛水
平和质量达到了近年来中国承办的
国际排球赛事的最高水准。”

北仑区志愿者协会 NBCT 大
队队长顾旭光至今还记得，“麦
莎”来袭的那一晚，50 名北仑志
愿者包车赶到雅戈尔体育馆为中国
女排加油助威。有个网名叫“蝴
蝶”的队员途中接到小区保安的电
话，说她的宝马车在地下车库被水
淹了，她仍然坚持等比赛结束再打
的赶回家，此时，大水已将她的爱
车淹没……

为了给女排赛事做好服务，陈
军浩将自己的小面包车贡献出来，
作为运输志愿者物资的工具；志愿
者李鸿远第二年也买了一辆二手的
九座面包车，作为志愿服务通勤车
使用。2004 年，北仑浃江知行社
的负责人洪波已做了 10 年的出租
车司机，成为女排志愿者之后，他
先是把车包给别人，自己跑去做志
愿服务，后来干脆把车卖了。类似
的事情，不胜枚举。

“做志愿者最开始是出于一种
新鲜感，15 年过去了，现在已变
成了一种平常心。”在北仑体艺中
心的廊道上，刚刚安排完引导观众
入场事宜的北仑区志愿者协会赛事
服务大队队长张飞坤这样说。他和
顾旭光、石磊军、舒盈盈、张芳芳
等人一样，已经坚守赛事志愿者岗
位15年了。

情情 从赛场延伸从赛场延伸

北仑区成为中国女排主场后，
2005 年 承 办 中 国 国 际 女 排 精 英
赛、世界女排大奖赛和世界女排锦
标赛资格赛大获成功，拥有 1300

多名成员的女排赛事志愿者队伍已
经形成。但赛事结束后，这些志愿
者团队该向何处去？

2005年 7月，在区志愿者协会
的一次大队长例会上，已有 4年社
区服务经验的陈军浩提出设想：将
1300 多名女排赛事志愿者分为 10
个大队，和新碶街道的 10 个社区
分别开展结对活动，这样既可以把
志愿者队伍保留下来，也可以借助
社区的资源，把赛事志愿服务延伸
到社会各个领域。

从此以后，北仑赛事志愿者成
了面向全社会开展服务的“爱心使
者”，服务范围涵盖献血、慈善、
助学、助老、修理电器等众多领
域。

“刚开始做社区服务的时候，
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志愿者还没有清
晰的概念；帮助别人后，对方表示
谢意的时候，我只是内心会感到一
股暖意。”陈军浩说。后来，经验
越来越丰富的他开始组织策划一些
活动，志愿者队伍也逐渐成长壮
大。10 支志愿者服务大队每季度
轮流组织去一次敬老院，陈军浩全
程参与，次次不落。“我们做金晖
助老项目，对老人来说是关怀，对
志愿者来说，则是一种感恩教育。”

2007 年年底，陈军浩成立了
一家物业公司，承接便民服务。
2009 年，他又成立了“81890 北仑
分中心”，负责对接本地资源，提
供各种便民服务。在他的努力下，
加盟企业从最初的 20 多家发展到
现在的 200 多家；加盟企业实行

“孤寡老人不收费”的原则，则是
对志愿者精神的一种延伸。

2012 年，陈军浩成立了“红
领之家”，让党员在全新的平台上
参与志愿服务，目前已有注册红领

（志愿者） 1376 名，其中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占 7成，累计服务时间
5.5 万小时。从 2014 年 8 月开始，

“红领之家”组建了特殊人群服务
工作室，截至目前已接受社区矫正
人员 416名，脱管率和再犯罪率为
零，还有 14 人实现了就业创业。
与此同时，“红领之家”还协助发
展党员562名，培育党务工作者63
名，成为北仑的“红色摇篮”之
一。

2016 年 10 月，陈军浩应邀参

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 24 届国际社
区矫正研讨会，作为唯一的中国代
表在大会上发言，向全世界展示了
司法的“中国温度”。

去年 4月，在社区服务和志愿
者服务领域耕耘 10 多年的陈军浩
荣获了“全国最美志愿者”和“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

爱爱 在城市传递在城市传递

“女排精神在宁波北仑发扬光
大 ， 已 经 远 远 超 出 了 体 育 的 范
畴。”北仑浃江知行社的负责人洪
波深有体会地说。

他认为，团队协作、无私奉献
的女排精神，跟志愿者精神是一脉
相承的。2017 年，在区委组织部
的支持下，洪波组建了浃江知行
社，以“党员+老百姓+矫正人
员”的团队模式，开展公益服务和
社会组织孵化，培养草根领袖。1
年以后，该社的总人数达 600 人，
其中党员 97 人，矫正人员 56 人。
据了解，类似“红领之家”“浃江
知行社”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在北
仑已有18个，覆盖党员近2万人。

2014年 3月，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主题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宁波北仑的朱治平志愿
服务队获评“2013 年度百千万志
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行动优秀
团体”，朱治平、林芬获评该项行
动优秀志愿者。而朱治平志愿服务
队的前身，正是在女排赛事志愿者
服务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疾控宣
传大队”。“先有女排志愿者服务队，
然后才有我们这个团队。”朱治平志
愿服务队的现任队长冯波说。

作为一名新宁波人，自 2006
年以后，在女排赛事、疾控宣传、
义务献血、金晖助老等志愿服务中
都有朱治平的身影。从 2006 年到
2013 年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每一
年他都参与其中：每天凌晨起床，
做好早餐店里的事就赶到体艺中
心，开始一天的志愿服务；2006
年至 2012 年，朱治平累计献血 20
多次，近 1.5 万毫升，由此他获评

“无偿献血国家金奖”。2014 年朱
治平因病离世后，为了纪念这位优
秀的志愿者，“疾控宣传大队”改
名为“朱治平志愿服务队”。如
今，该队有注册志愿者 425人，平
均每年进社区广场服务 10 余场，
进公交站服务 10 余场，发放疾控
宣传资料 3万余份，服务时间上千
小时。

顶级的赛事，需要专业的服
务。中国女排的到来，让宁波北仑
的志愿者有了成建制、成规模的存
在，推动了全社会志愿服务水平的
提升。“当志愿者，付出不一定有
回报，但社会的文明指数一定会上
升。”洪波说。

宁波北仑志愿者的热情参与和
大力支持，郎平本人也感受到了。
近几年，郎平多次在北仑参与志愿
者活动。2016 年 4 月 23 日，北仑

“里仁为美”志愿服务基金成立，
郎平带着宁波籍球员单丹娜和另外
一名球员也来到了现场，当天，郎
平被玉兰社区聘为“里仁为美”志
愿服务团形象大使。之后，郎平来
到里仁花园 39 幢走访了 3 户居民，
向居民宣传邻里互助和垃圾分类进
家庭活动。郎平表示，作为中国女
排主教练，自己虽然工作很忙，但
还是很乐意抽出时间参加这样的公
益活动。她希望宁波有更多的居民
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让邻里
更和睦、生活更美好。

宁波北仑的志愿者队伍兴起于女排赛事宁波北仑的志愿者队伍兴起于女排赛事。。赛事过后赛事过后，，队伍保留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队伍保留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
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支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支生力军生力军————

北仑赛北仑赛事志愿者情牵女排事志愿者情牵女排1515年年
6月18日至20日，2019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比赛火热举行。宁波北仑，这个东海之滨的港口新

城又一次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大家赶到球场，除了看球，还要见一个人——中国体坛的传奇人物郎
平。而在热闹的赛场内外，有一群赛事志愿者，他们在女排精神的感召下，坚守岗位已经整整15年。

“与宁波北仑结缘以来，中国女排在广大市民热情陪伴下，在北仑赛事志愿者不遗余力的支持下，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欣喜的好成绩。我代表中国女排向北仑志愿者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一路相伴！”
去年5月6日，2018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宁波爱心公园举行，仪式上，郎
平动情地说。

早在2016年8月的里约奥运会赛场上，率队力挽狂澜勇夺冠军的郎平，也在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
的感谢：“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特别要感谢福建漳州、宁波北仑这两个女排训练基地，给我们很多
很多的帮助……”

听到郎平的一席话，来自北仑的资深志愿者陈军浩同样心情激动：“当年女排夺‘五连冠’的时候
我才读高一，是个懵懂少年；30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和女排结下了不解之缘……”

“宁波北仑的志愿者队伍兴起于女排赛事。赛事过后，队伍保留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文
明的一支生力军。从女排赛事志愿者到社会志愿者，再到专业志愿者，涌现了陈军浩这样的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胡朝霞这样的全国十大岗位学雷锋‘最美人物’、朱治平志愿服务队这样的全国优秀志愿
者团队、小港街道红联社区这样的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北仑区志愿者协会张芳芳介绍。

截至目前，宁波北仑有注册志愿者 168426人，比 2004年增长 6倍多；志愿服务团队 506个，比
2004年增长近3倍。 郎平为2018世界女排联赛 （宁波北仑站） 志愿服务启动仪式暨爱心义卖活动敲“铁榔头”。

（索向鲁 摄）

北仑志愿者在赛场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 （索向鲁 摄）

近年来，随着国家级以上体
育大赛频频在宁波举办，赛事志
愿者已经成为组委会工作团队当
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宁波的注册志
愿者分别由市文明办、团市委和
市民政局 3个部门管理。一些由
区县 （市） 政府部门出面承办的
大赛如各类马拉松赛等，则是由
当地志愿者管理部门出面组织开
展志愿服务。据统计，截至目
前，宁波已有各类注册志愿者
215万人。

今年 4月在宁波举行的举重
亚锦赛是国际举联的金牌赛事。
团市委、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在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宁波大学
体育学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宁波财经学院、浙江大学宁
波理工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及社

会志愿者中选拔出 206名志愿者参
与到此次赛事的志愿服务工作中。
他们分为随团服务组、场馆翻译
组、接待组、安保协助组、后勤保
障组、开幕式引导组、新闻宣传组
和机动组等，为赛事提供各类服务
保障。

随着大型赛事的举办，特别是
马拉松赛的遍地开花，对赛事志愿
者的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几
年 ， 具 备 AED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操作技能的志愿者在马拉松赛
和越野赛中逐渐成为赛事急救的重
要力量。比如今年的九龙湖国际半
程马拉松赛，组委会沿赛道路线设
置 12 个医疗站点，还在沿途安排
了 10 辆急救车、290 名医务人员、
30 名急救跑者、30 名骑行救援队
员以及 40 台 AED，为参赛选手提
供急救服务。

（记者 林海）

宁波赛事志愿者活跃各大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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