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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年用青年志愿语言为城市代言志愿语言为城市代言
——团市委打造青年志愿服务国际化品牌纪实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跨越种族、
文化的“通用语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宁波青年志愿
者用行动书写美丽动人故事，用“通用语言”积极为城市
代言，以志愿服务的国际化助力宁波城市的国际化。

宁波青年志愿服务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背后，是团
市委主动顺应“志愿服务国际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宁
波志愿服务国际化发展道路的结果。近年来，团市委、市
志愿者协会，广泛发动全市各级团组织、志愿服务组织，
整合国际志愿服务资源，完善国际志愿服务运行体系，加
强国际志愿服务文化交流，提升全市国际志愿服务专业能
力，逐渐形成了具有宁波特色的国际志愿服务发展模式，
团中央在我市设立了“16+1国际志愿者宁波工作站”。越
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身影出现在我市各项国际赛事、重大
会议、主题志愿服务以及公益活动中，出现在世界各地，
传递志愿精神，展示宁波城市形象。

在第34个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个可爱又可敬的国际志愿者群体吧。

城市的国际化带动了志愿服务
的国际化。

APEC 城镇化高层论坛、中国—
中东欧青年研修交流营、宁波·尼斯
国际嘉年华、世界“宁波帮·帮宁波”
发展大会、宁波国际马拉松、世界排
球联赛、亚洲举重锦标赛、国际划联
首届龙舟世界杯⋯⋯伴随着这些大
型的国际化赛会活动，“小星辰”“小
湾仔”“小蟹蟹”“小青柠”等一个个
闪亮的赛会志愿者昵称被留在照片
里、报道里和很多人的心里。据统
计，自 2016 年以来，团市委、市志愿
者协会共组织 1 万余名志愿者参与
39 场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累计服务
时长超 13 万小时。

赛会志愿者们用热情传递着宁
波的城市温度，是“爱心宁波 尚德
甬城”的“金名片”。

服务乡贤，凝聚乡情。自 2018
年以来，我市已举行了两届世界“宁
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共有 18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和帮
宁波人士相聚宁波、共叙乡情。团市
委、市志愿者协会组织招募 270 名
青年志愿者为大会提供了组织联
络、嘉宾接待、会场引导、新闻宣传、
安全保卫等志愿服务，保障大会圆

满落幕。志愿者们以蓬勃的朝气、青
春的活力、真诚的微笑、细致的服务
向与会嘉宾们传递了宁波的热情，
向世界展示了宁波志愿者的风采。

架起中国-中东欧青年“友谊之
桥”。自“未来之桥”中国-中东欧青
年研修交流营落户宁波两年来，已
有来自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近 200 名
青年代表到宁波参访。团市委、市志
愿者协会发动 130 名青年志愿者提
供了接待陪同、宣传报道、综合保障
等志愿服务工作。青年志愿者们热
情、周到、专业的服务增进了中国与
中东欧各国青年之间的认识与了
解，成为向世界宣传中国、宣传宁波
的“青年名片”。阿尔巴尼亚组的志
愿者戴楚楚说：“我的嘉宾额尔吉
萨·贝布亚喜欢学习中国文化，没几
天就学会了用毛笔字写自己的名
字，还端端正正签中文姓名送我们
留念。额尔吉萨利用车上的空闲时
间教我学说她的家乡语——阿尔巴
尼亚语，我也教她说中文。我们每天
早上在车上会互相教对方三个新单
词。最后一天，我们已能用对方语言
进行简单对话了。”

“小星辰”点亮尼斯嘉年华的狂
欢。 2018“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

是由市委、市政府举办的国际性文
旅融合大型项目，也是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为迎接此
次盛会的到来，展示宁波爱心城市
风采，团市委、市志愿者协会招募了
460 多名志愿者组成了一支素质高、
能力强、业务精、服务好的青年志愿
服务团队——“小星辰”，投入尼斯
嘉年华进行为期 7 天的志愿服务。

“我有非常充足的时间与法方的表
演团队进行沟通交流，这不仅让我
体会到法国对嘉年华文化的重视，
与法国朋友建立了深厚友谊，而且
提升了自身的各方面能力。”承担了
为法方领队跟随表演方阵提供志愿
服务任务的法语老师、“小星辰”孙
琦说。

“小蟹蟹”深受国际友人赞许。
在为期 13 天的 2019 年亚洲举重锦
标赛上，206 名“小蟹蟹”提供了随团
服务、接机接待、开幕式引导、场馆
翻译、安保协助、新闻宣传、后勤保
障等志愿服务，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
了来自亚举联官员、赛事组委会以及
20多个参赛队运动员、教练员的高度
赞许。韩国队随队翻译志愿者郑玲
玲，作为曾经在韩国读大学的宁波
人，现在韩国工作和生活，为了服务

赛事专程从韩国飞回宁波，13天的朝
夕相处，见证了运动员们的汗水与拼
搏，荣耀与辉煌，也见证了他们的遗
憾与失落，与韩国队的运动员、教练
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韩国
后，她还应邀去了 1988 年汉城奥运
会场馆——首尔奥林匹克公园，韩国
队的领队亲自为她介绍公园内的各
个运动项目场馆，带她参观了当年的
奥运圣火，了解了韩国运动员的日
常生活。

“龙舟竞渡”激荡起志愿服务

“小浪花”。今年 11 月初，国际划联
首届龙舟世界杯在宁波东钱湖举
行。作为国际划联的顶级赛事，吸
引了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 支
队伍参赛。184 名青年志愿者提供
了为期四天的志愿服务。他们活跃
在陪同翻译、赛道维护、秩序引导、
礼仪服务、宣传报道等志愿服务岗
位，得到了国际划联官员、各国运
动员和教练员的一致好评，被他
们亲切地称为宁波志愿者“小浪
花”。

“金名片” 国际赛会展志愿风采

志愿服务的国际化助推城市的
国际化。

宁波枕山面海，拥江揽湖，集
书香之城、商埠名城、东方大港于
一体，吸引了众多海外人士求学、
兴业、定居于此。他们在融入市民
生活的同时，也用志愿行动增亮了
城市文明底色。

志愿新时尚：我为垃圾分类献

一 策 。 2019 年 ， 宁 波 垃 圾 分 类
“强”风正劲，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如火如荼。来自 10 个国家的 25 名
国际志愿者也齐聚一堂，走访、参
观、体验、座谈，为宁波的垃圾分
类工作献计献策。他们实地调研垃
圾处理链，体验废物再利用的手工
制作，还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督导社区垃圾分类，为宁波垃圾分

类出一份力。“在日本，扔垃圾是
‘生存技能’，连一个小小的瓶子也
得瓶盖分离。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国
家，都应该从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将环保的理念渗透到日常行
为中，使每个人都能为美丽家园贡
献一份力量。”参加本次活动的一
名日本志愿者说。

公益教育：“行走”的英语课。从

2013 年起，外来务工人员子弟集聚
的春晖小学，吸引了大批热衷志愿
服务事业的外籍志愿者。这些国际
志愿者与本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
子女结对，带着孩子们到梁祝公园、
上林湖越窑青瓷遗址等地游玩，并
用英语互动交流，在寓教于乐中完
成了一堂堂生动的、“行走”的英语
课。

文化融合：志愿搭起文化沟通
桥梁。2018 年，“美丽中国善行象山”
国际志愿者交流活动启动，来自 14
个国家的 54 名国际志愿者参与其
中，志愿服务实践、志愿服务组织参
访，国内外志愿者座谈交流、象山全

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架起了中外志
愿者间文化交流之桥、友谊之桥。

不仅如此，宁波“海丝”申遗“功
劳簿”上也留下了国际志愿者的重
要一笔。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
始发港之一，宁波与北海、广州、漳
州、泉州、扬州、蓬莱联合申报“海上
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2017 年，
宁波市世界遗产志愿者服务队成
立，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
亚等国的 8 名外籍人士和本地志愿
者一道，了解、寻访宁波的海丝遗
迹，唱响“海丝之歌”，将开放、包容、
融合、发展的海丝精神传播开去。

“融进来” 志愿服务作交流纽带

“一带一路”东风吹，宁波国
际志愿服务乘势加快“走出去”。

团市委积极推动国际志愿服务
海外交流项目，为宁波青年志愿者
提供海外志愿服务交流平台，鼓励
青年服务世界，实现人生价值。目
前宁波每年向 30 多个国家输出国际
志愿服务，志愿服务足迹遍布亚太
地区、中东欧、非洲及南美地区。

海外公益：在异国他乡留下青
春的脚印。每年寒暑假，宁波诺丁
汉大学 AIESEC 海外志愿者计划都
会向志愿者提供具有国际化视野与
全球公益性的跨文化交流项目，以
培养关注社会热点、具有全球化视
野与国际竞争力的青年。今年暑
期 ， 270 多 名 青 年 跨 越 世 界 五 大
洲，前往 30 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
参加文化、教育、环保、医疗等领
域的海外志愿者项目。这些青年怀
着志愿者的热忱，在异国他乡用自
己的微薄力量践行着每一个微小却
又意义深远的变革。他们中有的奔

赴希腊，为难民孩子带去文化的萌
芽；有的前往非洲，在问题层出的
尴尬中努力提升教学，启发孩子们
的成长；有的则南下印尼，物质上
的不足也难以浇灭志愿者们的公益
热情。

汉语教学：“小玫瑰”志愿者
绽放澳洲。为促进汉语和中国文化
在国外的传播，推动中外语言互
通，宁波与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
西悉尼大学合作连续 12 年开展赴
澳汉语志愿者项目，百余名青年志
愿者接力赴澳开展汉语教学，惠及
2 万余名当地学生。澳洲人亲昵地
称 这 些 年 轻 的 志 愿 者 为 “ 小 玫
瑰”。事实上，这些“小玫瑰”的
身份远没汉语教学志愿者那么简
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像是
文化使者，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翁菁菁是首批 7 名志愿者中的
一个。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翁菁菁要在当地的三所学校任教，
为汉语“零基础”的孩子们授课。

她带去的不单是汉语教学，更重要
的是，通过汉语这个工具，让孩子
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
在，让中国的图像在这些孩子头脑
里变得越来越明晰。

文艺出海：播撒中国文化艺术
之种。中保建交 70 周年之际，宁
波诺丁汉大学的 9 名志愿者远赴保
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为保加利亚民
众带去了为期两周的中国特色文化
艺术培训课程。中国书法、国画、
剪纸、脸谱⋯⋯这些根植于中国的
传统艺术在异国他乡深受欢迎。志
愿者们用真诚热情的态度、自信流
利的表达和创新的授课形式，不遗
余力地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讲述
中国故事，展现了文化传播使者的
风采。

国际赛会：展现宁波志愿者靓
丽形象。在 APEC 国际会议、里约
奥运会等国际重要赛会上，宁波的
志愿者们用他们出色的志愿服务实
际行动搭建起国际友好交流的桥

梁。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任鑫和宁波
大学的王捷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作
为奥运会志愿者，服务于中国奥运
代表团。浙江万里学院的姚彦含、
李梦梅以其服务于 APEC 宁波高官
会议的出色表现，受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高官会议组委会邀请，三
度成为 APEC 高官会议志愿者，并

受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高官
会议及我国外交部的好评。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志愿
精神就像一支火炬，指引着宁波青
年志愿者“走出去”，外籍青年志
愿者“融进来”。宁波有了青年志
愿语言代言，城市国际形象越来越
鲜艳夺目。

“走出去” 志愿服务跨越国界

记者 龚哲明 通讯员 韩瑶 朱碧瑜

宁波依托 We志愿服务平台
积极助推宁波志愿服务国际化发
展，形成一个基地、一个平台、一
个项目“三个一”的工作体系。

一个基地指建成“16+1国际
志愿者宁波工作站”。该站点由团
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浙江团
省委书记朱林森亲自授牌，在服
务吸引国际志愿者工作中发挥出
重要作用。

一个平台指在 We志愿服务
平台开设中英文双语页面，实现
实时互通无障碍。据统计，在 We
志愿服务平台用护照注册的志愿
者人数有950人。

一个项目指实施“一带一路”
国际志愿服务项目，目前已有超
过200名宁波青年志愿者参加“一
带一路”沿线 20多个国家的志愿
公益项目。 （龚哲明）

宁波实现
志愿服务
交流国际化

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现代
国际港口城市，是市委市政府一
个较长时期的目标。实现城市国
际化有很多途径，诸如扩大国际
贸易、做强国际大港等等，都能
提升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但加强
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交融，可以
从根本上达到心意相通的目的，
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以“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为核心的志愿精神就
像一束光，把社会文明照射得更
亮更透彻。志愿服务的国际化，
引导本地志愿者“走出去”到世
界各地开展志愿服务，吸引外籍
志愿者“融进来”去中国各地开
展志愿服务，既是一种人文交
流、一种文明交融，更是在用志
愿服务、志愿精神为城市代言。

青年是一座城市发展最强动
力，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
更能让城市文明熠熠生辉。顺应
青年志愿服务的国际化趋势，可
以助力城市国际化程度不断提
升。 （龚哲明）

志愿服务
国际化助推
城市国际化

新闻多一点：

点新 闻 多 一

记记 者 手

来自荷兰的国际志愿者和孩
子一起制作风筝。

国际划联首届龙舟世界杯志愿者出征。

青年志愿者在异国他乡支教。

志愿者在2018“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上开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