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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通

讯员 穗文广旅宣 ）

昨日是五四青

年节， 广州城市旅游问询救援服务

中心

（广州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中

心）

分别在北京路和花城广场旅游

信息咨询中心、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之青年文明号在行动” 志愿服务活

动。

在北京路和花城广场旅游信息

咨询中心， 志愿者们秉承“热情周

到为游客， 推广羊城当先锋” 的宗

旨， 一边细心地为市民游客做体温

检测， 一边热情地介绍五一假期广

州红色景点和特色活动， 派发红色

旅游景点宣传手册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系列口袋书， 协助设计游览路

线， 推荐广州美食和特色手信， 提

供旅游交通指引等暖心服务。 恰逢

花城广场旅游信息咨询中心正在开

展“从黄埔潮到珠江潮———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特展” 宣

传， 志愿者向游客们详细介绍广州

解放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

事， 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表示一

定亲自到广州博物馆去看看实物，

参观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

的展览。

在“家门口的红色学堂”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志愿者们忙

碌的身影成为了一道靓丽风景。 在

游客服务中心， 志愿者们除了帮助

维持现场秩序， 积极宣传景区的红

色展览和活动外， 还向参观者普及

心肺复苏和应急救援的知识。 “这

几天来参观的青少年特别多， 作为

一名文旅咨询员， 同时也是一名青

年志愿者， 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来到红色景区为大家服务， 让参观

者更加充分、 深入了解广州红色故

事， 把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

这是我身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

志愿者黄晓霞说。

志愿者们的暖心服务， 赢得了

游客的广泛好评。 广州城市旅游问

询救援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发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 组织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用真心、 诚

心、 热心服务市民游客。

广州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之青年文明号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游羊城，听志愿者讲红色故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陈

虎辉 王艺涵 黄婷婷）

5 月 4 日上午，在

位于天河区冼村路的广州地铁十八号

线冼村站内，施工工人正忙碌有序地开

展施工作业。 尽管正值“五一”假期，广

州地铁青年工程师孙有恒却一早来到

现场，像往常一样检查施工现场各个作

业面的施工进度。 据统计，目前，广州地

铁在建新线有超过 7000 名青年建设

者，假日期间，他们为实现全年的建设

任务坚守建设一线。

坚守岗位 地铁建设青年有担当

目前，冼村站已经进入机电工程施

工的关键阶段， 作为项目责任工程师，

孙有恒每日都要来到施工现场，和参建

各方讨论施工的组织安排，推动如期实

现各项进度目标，确保年内地铁十八号

线首通段运营时，冼村站能为乘客们提

供优质的服务。 此外，随着广州雨季临

近，孙有恒还要做好现场的细致安全检

查，确保现场的防洪防汛各项措施已经

落实到位。 奋斗在地铁十八号线施工现

场的还有青年技术员牛云生，作为中铁

建华南建设广州地铁十八号线三分部

（中铁二十二局管段）

施工现场的“质量

把关员”，在施工工人完成既定工序后，

他都会仔细对照图纸，在现场把尺寸和

标号再检查一遍， 直到确保无误后，才

允许进行下一步施工。

为确保节日期间的地铁施工安全，

广州地铁建设总部质量安全部的青年

们还发挥“广州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

岗”

（下称 “青安岗 ”）

的引领带动作用，

与首批评选出来的“广州地铁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工地”积极联动，对施工作业

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并组建了多支

“青年安全突击队” 深入施工作业面开

展安全检查。

办实事 地铁建设青年的这些

举动很暖心

除了坚守岗位外，广州地铁各在建

施工项目的青年们，还认真落实党史学

习教育，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各项活动。

近日，中国中铁广州地铁七号线西

延段机电总包三分部的青年们就联合

佛山顺德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展“党建引

领保安全，医企共建护工友”主题活动，

邀请医院应急科的医生针对即将到来

的夏季施工情况， 为施工工人提供中

暑、短暂性休克等应急抢救培训，提高

全体施工作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在地铁五号线东延段双岗停车场

的施工现场，北京建工广州地铁五号线

东延段项目团支部联合广州联通黄埔

区销售公司团委开展了一场精彩的“学

党史 庆五一 办好实事惠民生” 活动，

青年志愿者们走入施工工人的生活

区内，慰问坚守在项目生产一线的建

设者。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向施工

工人送上了大米、 食用油等慰问品，并

与他们一起通过“5G+VR”的技术，以浸

入式体验的方式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

地铁建设一线的青年们还主动“走

出去”开展便民为民服务。 广州地铁建

设总部十二号线建管部、中交四航局广

州地铁十二号线第七项目部联合施工

项目部周边的学校，组织开展“建设者

志愿服务美化环境 共筑绿色平安大学

城”青年志愿服务，通过为途经的车辆

及行人提供交通出行指引，开展道路清

洁美化、共享单车整理等活动，倡导市

民共同养成文明生活的习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岳青 ）

昨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来自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越秀区农林街社

区的7名青年党团员组成志愿服务队，

和具有75年党龄的老红军黄锡泰结对。

每周六， 志愿者们都会走进老人的家

中，为他提供医学保健、科普知识、居家

安全保障等暖心的志愿服务。

此前，共青团广东省委、省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省学生联合会、省青

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发布《广东青年志愿

者结对服务老党员“金晖行动”工作方

案》，动员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等行动起

来， 组成一支支5人左右的小型志愿服

务队，以截至2021年7月1日党龄达到50

周年的党员为重点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包括口述人生、影像珍藏、金晖陪伴、健

康生活、金晖圆梦等。“口述人生”是在

服务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志愿者通过上

门采访和深度交流，聆听老党员的人生

故事，为其撰写回忆录，记录重要时刻。

7000名广州地铁建设一线青年“守岗位办实事”

广东青年志愿者

结对服务老党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彭晶 谢文）

近日，广州地铁青年员工

林展雄被共青团中央授予“2020-

2021 年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作

为一名值班站长， 他先后获得 2019

年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城市轨道交通

服务员技能大赛第一名， 并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全国交通技术能手”，2020 年“广

州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英雄出少年，这句话是林展雄的

生动写照。 2016 年 9 月，22 岁的林展

雄加入广州地铁。 短短几年时间，他

跟随地铁发展的步伐，从广佛线到远

郊线路知识城线，见证了泥泞工地到

明亮车站的一次次变化。 查线核图、

徒步巡道，地铁师傅们踏实肯干和坚

持不懈的品质深深影响着林展雄，也

让他将这份“初心”谨记在心间。

2019 年，林展雄报名参加了全国

交通运输行业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员

技能大赛。 赛场上，他的速度和准确

率令对手惊叹，他专业清晰的表达赢

得裁判的阵阵掌声，仅用时 7 分钟并

夺得满分斩获第一名。

国赛中斩获佳绩后，“林展雄工

匠工作室”于次年揭牌成立。“我之所

学为时代给予，感恩时代最好的方式

就是将所学分享给他人。 ”工作室投

入使用后，业务知识、服务技巧、实操

训练、 应急处理等 88 项培训全面开

课，林展雄也在工作之余全身心投入

到工作室的培训当中。 记者了解到，

工作室从建立至今已开展了培训 30

余场，培训 800 多人次。 林展雄不仅

对新员工倾囊相授、耐心教导，还多

次参加技师学院、羊城论坛等单位及

平台的交流活动，鼓励青少年积极奋

进，做好对工匠精神的传承。

“地铁人的使命， 就是让每位乘

客安心踏上回家的路。 ”在岗期间，遇

到需要帮助的乘客，林展雄永远保持

一份积极热心，尽自己所能为乘客排

忧解难，2019 年 3 月， 他在一次当班

期间主动帮助一名走失两天的老人

找寻家人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

林展雄一直在一线岗位上兢兢

业业、努力奉献，收到服务热线及政

府 12345 转发表扬 30 余次，乘客感谢

信七十多封，乘客当面致谢的更是数

不胜数。 春去秋来，又迎来一个“五

四”青年节，林展雄带领车站青年员

工一如既往坚守在车站， 不断开辟

“暖心通道”，用爱引领和温暖乘客回

家路。

广州地铁青年员工林展雄获共青团中央表彰

花城广场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志愿者

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