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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青团中央对 2020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集体和个人进行表
彰，共青团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委（以下简称“团吉阳区
委”）获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单位。团吉阳区委副书记林振美获全国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

无梦想，不青春。从繁华都市到边远乡村，处处活跃着吉阳青年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身影；
无担当，不青春。他们的脚上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着真情，他们全力以赴的样子，是青春最美的姿态；
无奋斗，不青春。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吉阳青年将奋斗精神融入年轻的血液，

用汗水换来群众幸福感。

吉阳：用奋斗点亮最美青春
——共青团吉阳区委获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单位综述

炎炎夏日，是宅在家中享受
暑假的惬意与悠闲，还是利用所
学所知在跋山涉水中放飞梦想、
在时代征程中激扬青春？今年的
暑期大学生“三下乡”工作困难重
重。为更好地引导本地大学生开
展“三下乡”活动，团吉阳区委经
过多方调研、走访，根据田独村特
有的红色革命背景，创新工作思
路，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联
动高校、村、社区，整合各方社会
资源，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革命精神”社会实践活动。

莘莘学子在社会实践中用自
己的行动作出了回答：深入基层，
用心观察、用心思考、学以致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极
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助力青年学子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团吉阳区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实践活动，积极
协调村民、村委会工作人员、青少
年事务社工等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会，鼓励在座返乡大学生积极发
言，激发大学生调研热情。此外，
田独村团干及青少年事务社工将
本村红色历史、村民生活、乡村振
兴、乡村老者等信息一一介绍给大
学生，还带着大学生一家一户地拜
访村中老者以及年轻人，让青年学
子在实践活动中厚植爱国情怀、增
强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一辆自行车、一个电饭煲、一
台故事机……一个朴实的礼物，
却点亮着一群人的脱贫之路。

“我想要一个画板。”“我们想
要足球！”“我想爸爸妈妈多陪陪
我。”……吉阳区开展“点亮微心
愿，助力微梦想”公益活动以来，
1067个微心愿得到认领。

南新小学一年级学生林小妹
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务工，林小
妹在微心愿的信笺上写下了：“爸
爸妈妈在外面工作，晚上自己一
个人睡感到害怕，想要一个布娃
娃。”很快，林小妹如愿得到了一
个可爱的布娃娃，看到期待已久

的布娃娃，林小妹
紧紧地揽入怀中。

月 川 小 学 二
年级学生李强的

心愿是能够获得一套故事丛书，
小心愿也很快实现了。

林小妹、李强的故事只是吉
阳区公益活动的一个缩影。

近五年来，团吉阳区委一直
关注青少年尤其是乡村青少年的
成长成才，把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的需要落到实处。目前，吉阳区
已连续五年开展“点亮微心愿，助
力微梦想”公益助学活动。五年
间，不断创新形式，持之以恒扩大
该项目社会影响力，2016 年时
222 个微心愿得到实现，2020 年
实现了 999 个学生 1067 个微心
愿，其中 2020 年 23 所乡村学校
学生微心愿共 500 余个。爱心圆
梦群体一步步扩大为涵盖社会、
企业、学校、机关、楼宇等广大青
年团体。

假期时父母要上班，孩子该怎么安
排？想报培训班，拓展孩子的才能，但是
高额的培训费又令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这是困扰不少家庭困难孩子的问题。

“暑假期间把孩子送到公益课堂，你
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团吉阳区委相关
负责人说，团吉阳区委部署青少年事务
社工在红土坎村、中廖村工作，截至目
前已开设30余期“四点半课堂”。

以前放暑假，孩子们要不就在家里
睡懒觉，要不就看电视。社会上各类培
训班的费用大多比较高，因此，以前从
来没有想过让孩子报名参加培训班。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扶
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针
对巩固提升户的子女、留守儿童、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等特殊儿童群体暑期无人

看护的社会问题，开设暑期课堂，通过
专业的师资力量，让孩子们能够在课余
时间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挖掘孩子的
无限潜能。

以“快乐教学”为主要授课特点，开
设丰富多彩的暑期义教课程，帮助吉阳
区中小学生“身、心、智”全面发展，为孩
子的兴趣爱好提供优质的学习平台。

公益课堂有围棋、民族舞、黎陶、国
画、书法等艺术课程可供学生选择。将
学习和娱乐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学中玩、
玩中学。

2020 年逐步建立起圆梦微心愿、圆
梦艺术心愿的助学体系，引入 9 个农村
学校，共180位农村少先队员参与，人均
学习20节课，提高学生们的文化素质和
艺术修养。

“你好！英语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书
’！”有些腼腆，讲着一口蹩脚英语的蒲大
哥说起英语时，不太标准的发音常引得
村里人捧腹大笑。

蒲大哥说，免费学习腾讯 ABC-
mouse 英语公益课程的消息一出，村里
顿时沸腾了，孩子们“摩拳擦掌”，对这门
陌生而又熟悉的语言产生浓厚兴趣，家
长也跟着“凑热闹”。

“英语太难了！记单词、练发音、组
句子等，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学‘天书’！”

刚接触英语时，蒲大哥曾出现畏难情绪，
他还向其8岁的儿子小蒲“拜师学艺”。

为了学好英语，村民总结出五花八
门的方法，借助拼音学习法、中文谐音法
记忆单词，跟着孩子一起学。

团吉阳区委相关负责人说，团吉阳
区委选取红沙小学作为试点，开展腾讯
ABCmouse英语公益课程。通过线上学
习、答疑，线下成果展示等形式，不断强
化乡村的素质教育，为自贸港建设培养
青少年人才。

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的方
式，建立了 1000 平方米楼宇青年之家，
打通青少年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4
家企业有了“青年之家”。

经过三个月的积极探索，团吉阳区
委让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团员青年来
到一起，在中信南航大厦建立了三亚中
信南航大厦团支部，企业有了“青年之
家”。

提供订单式服务。积极配合区委组
织部开展每月一次的政务服务进楼宇活
动，让企业少跑腿，在公司楼下就能办
政务业务，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
提高团组织的吸引力，扩大有效覆盖
面。

提供管家式服务。2019 年团吉阳
区委充分发挥共青团动员优势，组建楼

宇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引导楼宇青年关
注贫困问题和扶贫

工作，多次开展“志愿采摘农家行助力
脱贫献爱心”活动，摘售辣椒3000余斤，
帮助村民破解销路难题。

提供舞台式帮助服务。“年轻人工作
压力大，老板今天还批评了你，你该怎
么办？有共青团的心理老师帮助你温暖
你；举办“教你如何更商务”的文明礼仪
仪态培训讲座，专业商务礼仪能帮你赢
得更多订单，让老板对你刮目相看。积
极调研，摸清底数，按需提供服务，线上
线下相结合共开展了6期新媒体短视频
培训，提高创业青年综合竞争能力；在
楼宇、大东海片区、博后村等地的青年
之家举办英语培训、口才与沟通培训等
课程共计70余节，为青年提供了很好的
交流活动平台，提升了青年的综合素质
能力。

开展楼宇团建促楼宇经济发展。团
市委领导多次跟物业经理、青年企业家
等青年代表座谈，悉心指导团建工作。
团吉阳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之
家”是共青团联系青少年的有力抓手，
是共青团服务青少年的关键平台，是打
通青少年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光线游戏、空中成像、飞鸟
入笼、光栅动画……如果说这
些还不足以吸引眼球，会转动
的魔术师、红外血管成像、隔空
称重……让观众在边看边玩中
体验科技的魅力。

为了培养青少年对AI智能

的兴趣，利用周末时间，开办科
学实验课，实验课程涵盖空气
灭火、调色大师、瓶子吹气球
等，通过科学实验的形式让乡
村学生了解生活现象中蕴含的
科学知识，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
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的思想。

6 科技的种子铺满大地

将“创文巩卫”作为培养干
部成长的“练兵场”、检验干部能
力的“主考场”、发挥干部作用的

“大阵地”，志愿者用辛勤的付出
换来城市美丽容颜，增强城市发
展后劲，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让三亚的“创文巩卫”真正
起于民生，收获民心。

配备 35 名青少年事务社
工，建立起团干+志愿者+青少
年事务社工的工作机制，已在
博后村、六道村、落笔村等19个
乡村及23所乡村学校开展卫生
整治进乡村活动 50 余次，禁毒
等普法进乡村活动 20 余次，防
欺凌、防溺水等自护宣传活动

50 余次，弘扬我们的传统节日
等传统文化进乡村活动 20 余
次。

疫情期间，号召发动 30 余
名公益理发志愿者到罗蓬村、
抱坡村等地开展送卫生下乡村
公益理发活动，服务人数达到
400 余人。组织志愿者到商品
街、港门村开展创文志愿活动，
共走访了430户人家，面向广大
少先队员广泛开展“网上祭英
烈”、“我劳动我光荣”等形式多
样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大力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中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7“创文巩卫”不停歇

一座城市的文明，不仅体现
在城市的硬件设施、外在形象
上，更体现在市民内在精神里。

团吉阳区委创新思路，让志
愿服务为文明三亚领跑。

建立博后青年之家、少先队
名师工作室、创业就业协会，聘
任团委副书记、区少先队总辅
导员及 47 名大队辅导员，共有
40 余支红领巾志愿者服务队，
37 支村（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一支 30 人左右区级网宣员队
伍、一支 35 人的团建指导员队
伍、一支返乡大学生文艺志愿
者队伍。

成立 42 支青年突击队共
1000 余 人 ，累 计 参 与 志 愿 者
1000 余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92000余小时，先后组织完成了
公益修路打井、向贫困宣战助
学行动、志愿扶贫采摘、申请扶
贫公益摊位等工作、建立产业
推广小平台，开展了新媒体短
视频培训、英语培训、行业标准
培训等公益课堂。

结合“五四”青年节，组织

中小学学生开展各类社会实践
活动（如：变废为宝、“艺”起战
疫等），组织观看抗疫英雄短片
以及缅怀革命先烈短片，举行
红色知识竞赛，激发青年建功
自贸港。

近年来，吉阳区营造的全社
会“人人公益”氛围越来越浓，
慈善公益志愿服务已发展为多
层 次、多 形 式 的 互 助 互 济 活
动。团吉阳区委要进一步壮大
志愿者队伍，宣传普及爱心志
愿理念，争当文明三亚的主力
军和先锋队。市政协副主席、
吉阳区委书记陈跃表示，做好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工作
是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的
有力推手，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实际行动，是助力脱贫攻坚
的有力推手，是密切联系群众
的最佳方式。团吉阳区委“三
下乡”不囿于传统和套路，因地
制宜、不断变化，常下常新，着
眼于实际需求，真正让群众拥
有更多幸福感与获得感。

（杨洋）

8 志愿服务为文明三亚领跑

核心提示

1 流动的思政课堂

2 微心愿“点亮”孩子心田

3 家庭困难孩子可免费上培训班

4“洋旋风”刮进村庄

5 184家企业有了“青年之家”

孩子在参加公益学习活动。

孩子在参加活动。

孩 子 在
学习制陶。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