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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倩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分男女老
幼，穿梭在大街小巷，做着平凡而温暖的小事。这些
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志愿者。这些身影，筑起了
文明桂林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志愿服务，历来是桂林创
建文明城市的一张闪亮名片。近年来，我市志愿服务
事业蓬勃发展，内容形式不断拓展，体制机制逐步完
善，群众参与日益广泛，活动氛围日渐浓厚。据统
计，目前桂林注册志愿者约 20 万人，志愿服务组织
约 2000 个，他们在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应急救援
等领域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用行动践行着“最美
桂林”的内涵，为桂林的城市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

人人争当志愿者

桂林处处有“雷锋”

根据市志愿者协会的统计，仅以党员志愿服务工
作为例，目前桂林建有社区党员志愿服务站点 439
个，党员志愿服务队 806 支。去年，党员志愿服务
提供项目达 5473 个，开展服务活动 5250 场，服务
群众约 2 万人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17381 件。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更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妈妈’来了！”桂林市芦笛小学和芦笛小学
桃花江分校的 449 名农民工子女看到“妈妈们”带
着文具、书包、体育用品等礼物前来，高兴得欢呼雀
跃。去年“六一”儿童节，除了给孩子们赠送节日礼
物，“周末爱心妈妈”还和桂林市总工会联合在贫困
山区学校筹建 10 个“爱心读书室”，让贫困山区学
生有更好的学习条件。

“周末爱心妈妈”是由市妇联和市女企业家协会
于 2011 年 5 月发起成立的公益志愿服务队。她们以
“母爱相随，幸福相伴”为宗旨，关注孤残、留守、
贫困儿童。成立以来，“周末爱心妈妈”已经组织了
数百场帮扶活动，捐款捐物价值超过 500 万元，帮
扶孤残、留守、贫困儿童和青少年数千人。今年 5
月 9 日，桂林市妇联携手“周末爱心妈妈”组织 23
个行业的 600 名巾帼志愿者，在市中心广场启动
“创建文明城·巾帼勇当先”活动，号召广大家庭和

妇女为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巾帼力量。
今年全国“学雷锋日”前夕，在中宣部向全社

会公布的第三批 50 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 50 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中，广西师
范大学教师何乃柱光荣上榜，荣获“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何乃柱坚持学雷锋做公益已长达 14
年。他曾参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救灾活动，还
开展了大量的助残、助孤、关爱少数民族流动儿
童、公益组织孵化等活动。近年来，何乃柱发起注
册公益组织 2 家，开展 12 期桂林公益人沙龙和青
年社会组织沙龙，参与人数 500 多人次，多方调
动爱心资源价值 150 多万元。在桂林，像他一样
投身志愿服务工作的人，还有许多。

活跃在桂林各个社区的社区“微公益”也成为
文明桂林一道靓丽风景。微公益，就是从微不足道
的公益事情着手，从力所能及的小事积极帮扶他
人，以自身行动传递正能量。在我市不少社区，活
跃着一群“微公益使者”，像老哥哥水电工服务
队、十姐妹志愿服务队、微爱心志愿队、白衣天使
微公益志愿者服务队等等。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
到各种“微公益”志愿服务队中来，仅秀峰辖区的
“微公益使者”就达到了 4000 多人。“微公益”
行动小中见大，传递社会正能量，展示了桂林的文
明之美。他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让这座山水名城更加美丽和谐。不仅如此，
作为国际旅游城市，桂林乐于助人的良好氛围还感
染了不少国际友人，许多地方还活跃着自愿加入志
愿者行列的“洋雷锋”。

桂林“最美导游”

传播中国文明的使者

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桂林拥有人数众多
的导游员队伍。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制止游客不文
明行为，导游员是最适合的“文明使者”。导游员
的一言一行，也直接影响了游客的行为及游客对桂
林这座城市的印象。

为了进一步引导游客文明旅游，我市的导游员
们也成了文明旅游的重要宣传员。市旅游部门要求
导游在带团过程中要不断提醒和引导游客文明旅
游。市导管中心在导游培训中特别要求导游员从接

团到送团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把文明行为贯穿始
终。同时，在新导游岗前培训、例行培训、小语种
外语导游培训等多场培训中，中心都开辟了文明旅
游专题培训，为导游员发放了文明旅游手册，邀请
专家为导游员示范文明礼仪、讲解可能遇到的文明
旅游问题。

2013 年，桂林在全国率先启动“寻找最美导
游”活动。这是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中，为创新
旅游宣传方式、倡导游客与导游良性互动、文明旅
游的新举措，也为 2014 年全国开展“寻找最美导
游”活动树立了标杆，成为全国倡导文明旅游、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的新亮点。“最美导
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宣传桂林文明形象的
一扇窗口。

桂林导游刘萌刚从事旅游工作 10 多年，接待
近 2 万名国内外游客，无一例投诉；三次援藏，
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和重重困难，用专业与真诚向
国外友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赢得各方赞誉。
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导游员、全国十大旅游风采人
物、全国援藏导游员先进个人、全国十大最美导游
等荣誉称号。 2015 年 10 月，刘萌刚被授予全国
诚实守信模范称号。

作为桂林市导游协会会长，刘萌刚号召桂林广
大导游员，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定期去养
老院看望和慰问孤寡老人、探望农村五保户和老党
员，为困难群众捐钱、捐物，参加义务献血活动，
还组织导游开展“爱我母亲河，导游为漓江洗脸”
活动等。“导游是传播文明的使者，我们通过自己
的志愿服务，让更多游客了解文明桂林，也彰显我
们桂林人的文明素质。”他说。

在机场路自驾车旅游咨询站，经常能看到旅游
志愿者的身影。每天从他们身边经过的自驾车多达
上千辆，他们总是尽自己所能为游客解决各种问
题，提供各种帮助。随着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
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到为游客服务
的队伍中来。 2015 年，桂林旅游志愿者队伍成
立。“志愿者活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效形式，更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一名来自桂
林旅游学院的志愿者说。这些桂林旅游志愿者主要
来自桂林市旅游公共服务管理处旅游咨询服务组、
桂林市导游协会及桂林旅游学院。他们在节假日期

间积极开展“志愿服务，让旅游更美好”旅游志愿
服务，充分发挥旅游志愿服务在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推动旅游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文明花常开 志愿服务走向常态化

经过多年的实践，桂林志愿服务向更加专业
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2012 年 1 月，一场名为“桂林一家亲，新春
圆你一个梦”的公益慈善活动在桂林启动。在这次
爱心圆梦行动中，媒体在困难群众与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之间架起一座爱心桥梁。通过媒体、爱心企
业的共同努力，几位环卫工人、贫困残疾人、贫寒
学子、贫困患者和一批留守临桂新区建设的农民工
的梦想得以实现。“桂林一家亲”爱心慈善活动由
此成为桂林爱心慈善活动的一个品牌。从前几年开
始，团市委组织志愿者走进无物业小区进行义务清
洁，并建成长效机制。青年志愿者定期上街劝导交
通，巾帼志愿者定期为漓江“洗脸”……志愿者用
行动让桂林焕发光彩。“周末爱心妈妈”也形成了
“母爱相伴，幸福成长”“留守圆梦行动”“共建
乡村少年宫”等一些长期特色项目。

据介绍，我市十分重视志愿服务的建设与发
展，结合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将志愿工作与
绩效进行有效结合，从组织机构建立、人才确定、
经费预算以及绩效考评责任等方面着手，使得整个
志愿服务工作做到年初有打算，年中有活动，年终
有评比。同时，桂林的志愿服务始终与桂林建设国
际旅游胜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相结合，把活动
做得有声有色。此外，针对目前桂林志愿服务工作
的情况，市志愿者协会创新管理模式，创建桂林市
志愿者网，对全市的志愿服务团队进行精细化的分
类管理。

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我市志愿服务也拓
展了网络渠道。近年来，团市委运用新媒体工具，
打造了桂林共青团引导服务青年的新平台——— “青
春桂林”微信公众号平台。通过这一新的平台，组
织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网络宣传员约 2 . 5 万
人，开启志愿服务工作的新征程。该公众号目前凝
聚了约 12 万粉丝，在扶贫济困、助残公益等志愿
服务领域，都有了良好的成效。

爱心潮涌 温暖满城
——— 志愿者服务筑起文明桂林美丽“风景”

▲ 5 月 12 日，在叠彩街道办燕湖社区失独老人胡迹娟家里，社区的孩子们为胡奶奶送上
祝福和鲜花，社区志愿者带来了蛋糕与问候，让老人感动不已。在母亲节与国际家庭日来临
之际，燕湖社区志愿者与失独家庭结对送关怀，通过上门走访真诚交流等方式，让失独家庭
感受关爱关怀，树立美好生活信念。 记者唐侃 通讯员戈晓凤 摄

 3 月 6 日下
午，市中山北路福龙
乐老年公寓突然热闹
了起来，一大批志愿
者来到这里对孤寡老
人们进行慰问关怀。

志愿者由叠彩区宝积
社区党总支、桂林银
行芙蓉支行及桂岭小
学的少先队员组成。

志愿者为老人们带来
了新鲜水果及生活日
用品，陪着老人们聊
天，小学生则为老人
们表演节目，让老人
们备感温暖。

记者唐侃
通讯员黄冬利 摄

▲共青团秀峰区委组织志愿者在正阳东巷历史文化街区、正阳步行街等地向市民发放
“创城倡议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宣传资料。志愿者们现
场向市民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知识，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做一个文
明的桂林人，为桂林创城奉献力量。 记者何平江 通讯员张燕 摄

▲志愿者们参加“我爱桂林·清洁漓江千人行”活动，在漓江边
捡拾垃圾后，将一袋袋垃圾运离河滩。 记者唐侃 摄

志愿者们清洗城市街道。

记者唐侃 摄

“中国旅游志
愿者”上岗引导文
明，桂林旅游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以文明
好客的举止，在象山
景区门口为游客提供
咨询服务及旅游指导
建议。

记者唐侃 摄

▲ 1 月 25 日，央视春晚桂林分会场连线彩排结束以后，分会场的所有志愿者
集合在舞台前高呼：“央视春晚，桂林最美，志愿者在贡献！”象鼻山前留下了
他们青春靓丽的身影。 记者唐侃 摄

 5 月 9 日上午，桂林市妇联携手“周末爱心妈妈”组织全市各行各业的 600 多
名巾帼志愿者，在市中心广场启动“创建文明城·巾帼勇当先”活动，号召广大家庭
和妇女为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巾帼力量。 记者唐侃 摄

▲ 5 月 18 日是第 41 个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桂林博物馆举行的 2017
年广西“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中，活跃着 200 多名桂林文明志愿
者的身影。图为广西师大学生为观众表演山歌对唱。 记者唐侃 摄

▲ 2015 年 4 月 23 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等市领导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记者何平江 摄

 5 月 11 日上
午，秀峰区在逍遥楼
下举办“创文明城
市、建美好家园、爱
心献给母亲”诗词朗
诵欣赏会，把最美好
的祝福送给母亲们。

5 月 14 日就是母亲
节，秀峰区民政局和
秀峰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特地组织志愿者
们给老人送上一束束
美丽的康乃馨，用最
美的诗词歌颂母爱的
伟大，号召广大市民
敬老爱老，共建和谐
家园。

记者何平江
通讯员张燕 摄

▲全国“最美导游”刘萌刚陪同外国游客游览桂林时合影，他的优质
导游服务赢得游客的信任和赞许。“导游是传播文明的使者，我们通过自
己的志愿服务，让更多游客了解文明桂林，也彰显我们桂林人的文明素
质。”他说。 图片由刘萌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