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主题展志愿者工作总结 

2015 年 4 月 30 日，我校 63 名志愿者于浦东 25 周年主题展的志

愿服务正式结束了，在这短短的 2 周时间中，志愿者们每天早晨 7 点

就从学校出发，随着早高峰的大客流，前往浦东展览馆，8：40 前准

时换上工作服戴上志愿者证抵达自己的岗位开始一天的志愿服务工

作。 

 

志愿者每日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维持展馆的畅通，大客流的疏导，

阻止馆内不文明行为的发生等。几乎每天的参观人次都达到 10000 人

次以上，这对于我们的志愿者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几乎每分钟有

近 200 人的游客进入展馆内进行参观，所以志愿者需要无时无刻都打

起自己的精神随时观察自己的服务区域，保证自己区域内的人流畅通，

同样对于志愿者更为艰巨的挑战是每天的服务时间都是站着服务的，



或许有人会说很多志愿者服务都是站着服务的，但是浦东展的志愿者

除了中午的午饭时间可以有些休息，其他服务时间是没有轮岗休息的。

所以每天的一天站立服务对于每一位志愿者都是一次挑战。 

每日志愿者们唯一的休息时间（午饭时间），主办方也体谅我们

志愿者工作的辛苦，所以每日中午会给我们志愿者们 1 个小时的吃饭

和休息时间，但有时人流量巨大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也不得不放弃

休息时间，匆匆吃完了午饭就回到岗位继续服务。 

志愿者心得 

董天琳： 

这次有幸参加了“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主题展”的志愿者，我

感受到了浦东开放 25 年来的巨大成就。我们常说志愿服务是一种奉

献精神，不求回报。我却想，志愿服务其实是一种付出和回报融于一

体的志愿行动。付出的是关爱和行动，获得是快乐和满足。“送人玫

瑰，手有余香。”在志愿者的价值追求中，奉献爱心、服务社会，与

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感悟人生，变得同等重要，“助人自助”正在

成为当代青年倡导的新理念，正成为许多人热衷选择的社会时尚、生

活方式甚至生存状态。 

志愿者做的不是伟大的事，它是用伟大的爱在做每一件小事，我

们一站就是一天，说句实话，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做，但

是，当我们真正的走进志愿者服务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感动，也不

由自主的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位同学顾不上擦汗，一起合照纪念下了



这次活动。在我看来，其实，志愿者活动更像是一个家庭集体活动，

这里面虽然有苦，有汗水，但是更多的是大家浓浓的爱。不仅需要帮

助的人得到了快乐，我们志愿者在付出的过程中更是收获了爱与满足。 

我一直认为，我们大学生参与志愿者不应只为了学时，也不能将

其单纯的理解为做好事。做志愿者是我们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

是我们在步入社会前一定要学习的一门课程；使我们大学生提高自身

素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它教会我们要懂得付出，要懂得创造快乐。

要懂得分享快乐与困难。 

有人说我们志愿者既是奉献者，也是受益者。以前我可能不理解，

可现在我理解了。有多少事情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的，有多少事情是

在考验我们的责任心和纪律性的，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分钟，我

们都在成长。 

黄大伟： 

 余尝有幸，闻之盛事，与友期行，投诸大业。 

 先是，吾等志愿者与训，觉任重而道远。翌日，临之，观者不

计其数，多为稚子孩提，余见之不胜感慨，吾幸生于此，证浦东之至，

二十五载，白云苍狗，浦东原一临滨小港，今闾阎扑地，舸舰迷津，

惊也，叹也。我等投笔于此，为学于杉达，尽一己绵薄之力，虽气力

具疲，以志愿者之行为荣，助人为乐，不知口体之奉之殆也。数久居

浦东者专造此，寻旧时回忆，怀古望今。此去经年，浦东盈泽更甚，

吾等居于当下，有如宗悫之长风，必有扶摇可接，苟为商，愿于此，

共享浦东繁荣之治。共创浦东之嘉华。 



赵宁： 

我非常开心可以成为浦东开发 25 周年展览馆的志愿者。在这次

活动中，我收获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伙伴。虽然只有短暂

的三天，志愿者的工作看起来也是普通而平凡的，但是如果我们做每

一件事都带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带着一份发自内心的关爱，我们也能

找到快乐。在为游客解答疑惑，看到他们满意的微笑，听着一声声道

谢时，我感受到无比的开心。在我们用细心为他们创造舒心的环境，

用微笑带给温暖的同时，我们也学会了理解、宽容和关爱。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真的能够感受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为身为一名志愿者而自豪! 

杨亦晨： 

这次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庆祝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的志愿者

活动。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早就想参加像类似于这样的公益活动，之前

的几次的错过更加坚定了我参加志愿者的决心。趁着浦东展览馆的盛

大开幕，我们派去服务于广大群众和社会人士，在关键时刻疏导和指

挥参观者这样达到观展的有序进行。在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与他人

沟通，如何维持展览的秩序，如何在危急关头作出更快速的决策，这

对将来在社会上的奋斗卖出坚实的一步。 

我是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我时时刻刻为我是大学生志愿团中的一

员而自豪。这次志愿者服务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在学校里的学生、作为在社会里的个人,我们也应该学会服从、

付出、充满热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以严格来要求自



己,不断地完善自己。 

夏青梅： 

我参加志愿者就是希望能给社会带来多一点的爱。在这次的志愿

者活动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这是一次无偿劳动，但我们也应

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我学到了，不管什么差事，都要服从

安排，而且要守好自己的岗位。那天去参观的人特别多，很多也是要

靠志愿者们来疏导人群，否则可能会造成拥堵。志愿者活动是微小的，

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太小。但它又是伟大的，因为它让社会看到的大学

生的付出，同时它也提升了现代青年的精神道德。让我们这些新时代

青年来负担一些微弱的社会责任。 

 

 

 

 

 

 

 

 

 

 

 

 



上海市罗山市民会馆暑期志愿者活动总结 

2015 年，我校 10 余位志愿者参与了上海市罗山市民会馆为期六

周的志愿者服务。每位志愿者用其热情、耐心和爱心倾注在每一位小

朋友的身上。 

融入，使你更好地去了解他们 

由于本次的志愿者服务的对象分为了普通班和特需班的两类不

同小朋友。所以身为一名暑托班的志愿者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

他们的世界，这样你就不仅会发现他们的嬉笑奔跑、追逐打闹，也会

发现他们的天真可爱。 

特需班的小朋友是不太会和人交流的自闭症儿童，他们大多是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大部分自闭症的小朋友缺失说话的能力，他们只

能用捶打桌子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目前还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自闭症。所以对于自闭症的小朋友我们

需要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关爱，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走出他们自己的世

界，融入我们的世界。 

虽然整个志愿者期间，小朋友们都有规定的课程也会有相应的老

师给他们上课，但是我们志愿者在这期间也会融入他们，哪怕只是为

他们准备着一个个亲手剥好的茶叶蛋，帮他们检查着暑期的作业，和

他们一起编织着手链，和他们一起画着画，和他们一起开展一天的夏

令营。 

耐心，使你收获一份意外 

有时，会无奈，很不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喧哗。但是当我们



离开时，我们十分玩笑地问着一位小男生我们以后就不来了，你会想

我们吗？他回答到一定会的。此时他抱了抱一位志愿者，但是没想到

他竟哭了出来，这是为期两周的志愿者期间他第一次哭。在两周的志

愿者活动最后一天时，更是得到了班级里懂事男生亲手折的折纸以及

女生编织的手链。我想这就是来源于每一次的耐心教导，每一次的陪

伴使他们会想念我们。 

原本觉得两周的时间会十分难熬，没想到时光荏苒，与小朋友们

在一起的日子匆匆流逝。回忆起来还是会甜甜的微笑，所以的确是一

次不虚此行的志愿者之旅。 

以下为图片集锦： 

夏日炎炎，有这样一批人每天坚持着早出晚归。 

在这个地方，有许多欢笑，许多吵闹，许多故事正在发生着。 

这批人就是我校参与上海市罗山市民会馆服务的第二批志愿者

们。 



 

小朋友们正在认真地学习手语歌《相亲相爱》 

 

生活小行家课堂中，同学们外出采购 

在生活小行家课堂里，同学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外出采购生

活用品。志愿者们作为领队，需要看护他们的安全，维持秩序与纪律。 

 

任务圆满完成后，同学们享受着奖励：盐水棒冰 



 

小朋友们分组制作蛋挞 

他们享受着自己动手获得的快乐以及满满的成就感。 

 

 

小朋友们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玩传数字的游戏 

 

“是 3！千万不要说错了！” 



 

游戏时间！ 

 

地雷游戏 

 

与敬老院的老人们一起做保健操 



 

小朋友们认真画着刮画 

 

音乐会表演 

 

   



创意手工课上，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

了川崎玫瑰和三角插。  

 

经过这两周的志愿者服务，我们不断发现和孩子的沟通要用春风

化雨的形式，而且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童心，用他们的视角来沟通，

切不能以大人的身份去压制他们。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这次的暑托班志愿者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意

义重大。被孩子们称作“老师”的日子也真的很开心，很单纯，更多

的是从这个“称呼”中考虑到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和一种担当。“爱

心暑托班”是孩子们与志愿者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家互相了解，互

相学习，互相促进。同时，几位志愿者也表明如果今后还有机会，一

定还会参加相关的志愿者服务。因为它不仅是帮助自己查缺补漏，认

识自己，更是从中学习到付出与回报，教授与学习的关系的一课。 

 



上海 2015 意大利超级杯志愿者工作总结 

时间：2015 年 8 月 19 日 

 

内容提要： 

球队接待志愿者——一丝不苟、尽己所能 

媒体服务志愿者——时刻 standby、工作到最晚 

后勤保障志愿者——团结一致、随叫随到 

竞赛场地志愿者——搬运、采购，一刻不歇 

售票志愿者——各处奔波、人到票到 

 

球队接待志愿者——一丝不苟、尽己所能 

每天早晨 5:30 起床，6:00 上岗，从 6:30 开始工作到晚上 11 点，

连续 9 天，四个小伙伴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履行着志愿者的义务，

为球员们和球队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帮助可能只是为球员

们跑腿买充电宝，为球队主厨买眼镜上的挂绳，也可能是为球员递一

瓶水，或者是到机场接机，当翻译，调度车辆等等。9 天的时间，如

果宅在家里上网或者打游戏，可能会是一种享受，但是，志愿者们收

获的却远远不及这次经历来的更充实、更有意义。 

短短的几天里，意大利超级杯志愿者的服务加深了志愿者对于

“契约精神”的理解，那就是必须尽职尽责，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

作为志愿者，可能不同于参加一场考试那样紧张、那样的分秒必争，

但是同样的也要保持着认真、踏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份岗位给予你的挑

战，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媒体服务志愿者——时刻 standby、工作到最晚 

志愿服务 10 天不算长，可是每天工作量大了就需要熬夜，凌晨

1，2 点回家都是常态。活动部只有两位男生，体力活、脑力活和组

织安排都得一个人扛，坚持——便成了此次经历深深的烙印。三个人

搭围栏、布置混采；6 个人熬夜弄几百人的赛事工作证；9 个人扛起

了场地、后勤、摄像和活动的大部分活。 

媒体服务志愿者的工作能力十分惊人，每个伙伴都尽自己最大的

能力来完成任务：跟着工作人员在外奔波、送达各种通知、接待相关

人员、收集各家媒体信息等，结束一天工作后，还要留下来制作媒体

的通行证;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维持秩序，分发工作证等;比赛开

始时，要时刻准备着临时任务，随叫随到；以及赛后的清理赛场的工

作。这一切的活动量绝对超过了志愿者们的想象。但是令人骄傲的是，

我们的志愿者都坚持了下来。虽喊过累，也叫过苦，但是他们从没有

想过要半途而废。 



 

后勤保障志愿者——团结一致、随叫随到 

后勤组，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整个活动的物资采购、物资供给的

部门，如果说其他部门是各为独立的个体，那么后勤组则是连接这一

个个单独个体的纽带，使每一个个体都紧密相连、有序地开展工作。

后勤组的负责人在志愿者上岗的第一天就说，如果干得好那是应该的，

如果干不好就会满盘皆输，要想做好就要不怕辛苦。 

活动前三天，赞助商送来球员比赛和训练时喝的饮用水，志愿者

们需要把一批批的水送到指定的仓库，并且在球队到达前，把水分别

送到球队和联盟人员下榻的三个酒店。球队到达上海后，在其他组的

志愿者也陆续上岗的情况下，后勤组志愿者的任务又多了两项，即运

送运动器械和采购药物、日常用品等。由于拉齐奥和尤文图斯的训练

场地分别在源深体育中心和世纪公园体育场，后勤组志愿者每天都需

要把运动器械和一定数量的饮用水送往训练场地。 

然而，最紧张的环节是在比赛之时，不容许有一丝失误，哪里需

要雨伞，哪里需要饮用水，哪里需要抽一个人去帮忙，后勤组都必须

是随叫随到。大家的心上的那根弦时刻紧绷，直到裁判吹响终场结束



的哨声才放下。 

 

竞赛场地志愿者——搬运、采购，一刻不歇 

无论是意大利联盟还是主办方工作人员或是我们的志愿者，都在

默默地付出，可能我们并不起眼，身着红色的工作服在跑道上来回奔

跑，满足球员或是官员的各种需要。 

男生们搬运整一集装箱的行李和运动器材，每天还要搬一百五十

公斤冰块，常常冻得手指发凉，十几个人才能抗起的球门他们搬了五

百多米，而女生们则要清点运动员所需物品并补齐缺少的洗漱用品和

水果，必要时还要充当临时翻译。 

 

第一天去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志愿者等待了三个多小时后，和



货物一起挤上了车前往八万人，等下车时大家的脚已经麻木了。当时

空中下着小雨，而我们的志愿者冒着雨搬运行李，湿透的衣服早已分

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训练过后，志愿者又被叫到室外等候拉齐奥的

会议，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8 月 8 日比赛结束后，志愿者们正准备拍集体照，却又被叫回了

球场，因为满地的彩带要靠他们徒手去捡。虽然很累，但志愿者们仍

然马不停蹄地回到球场，仔仔细细地捡了一个小时。虽然手指甲里都

是沙和土，但是总算把满场的金片捡进了垃圾袋。 

 

售票志愿者——各处奔波、人到票到 

售票志愿者是这次意大利超级杯志愿者中任务较轻的一个组，志



愿者主要是负责协助售票处主任完成出票、撕票、装票、送票等任务。

虽然简单看看是觉得这些任务很简单，但是真正操作起来也是需要大

家齐心协力、仔仔细细地完成。比如出票的时候，志愿者需要在电脑

上做好统计，一个数字、一个字母出错都是不允许的。做完统计前后，

还需要志愿者清点门票的数量有无出入，接着撕票、装票。有的时候，

需要我们的志愿者把装好的门票送到上海的各个地方。尽管午后的阳

光和气温热得让人窒息，但是志愿者们仍然冒着酷暑奔波在送票的路

上。 

志愿者心得： 

我很满足的是，在这次志愿者服务中，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学到了很多处理问题与突发事件的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很多

好心人的支持与帮助，还为他人完成了心愿，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视

野。这段日子，会是我将来人生路途里的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我在曲

折中磨练自己，在逆境中力争上游！ 

——球队接待志愿者  傅豪 

 

在这次活动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要懂的沟通，及时的沟通比什

么都重要。尤其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更需要如此。当然还有彼此

的理解，谅解双方文化上的差异，和习惯上的不同。 

——球队接待志愿者  蔡立健 

 

我们收获了太多在学校里没有经历的宝贵的经验，比如我的口语，



我的胆量以及我的团队意识都有所提高，也进行了自我的缺陷反省。

同时，在我们志愿者服务期间，我感觉到了笑容是最具有感染力的外

交手段。无论是在平常的生活中，还是在未来的生活里，微笑都是极

具魅力的。 

——媒体服务志愿者  杨双双 

 

几天的志愿者服务虽然身体感到十分的疲惫，但是想想自己所做

出的贡献和回报总会感到很值得，在帮助人们的时候收获一个个微笑，

那是负责人和参加这次意超杯的人们对我们工作态度的肯定与鼓励，

能够帮助他们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乐趣。还记得散文家林晓风说过一

句话：一个人的名字会被记多久，很多时候来来往往行走匆匆，人与

人之间总是擦肩而过，来是偶然走也是必然的。我不在乎自己的名字

会被人记多久。倘若一个人被记住了十几年，应该感到欣慰，而我只

有一个名字叫志愿者，我希望尽我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我并没有那么

伟大，但我会贡献更多。 

——媒体活动组志愿者  何素娜 

 

关键词一，服从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负责人负责。然而因为工

作衔接总是存在种种状况，听谁的，一开始的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

题。最后总结出来的真理就是，绝对服从自己负责人，并且尽量不要

自己去变通。因为很可能自身信息掌握的比较少，自己自觉的调整可

能会对未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绝对服从不变通，看似死板，但是，



这是严谨的体现。 

关键词二，坚持。可能，志愿服务的 8 天里是上海最热的 8 天，

几乎每日都是烈日当空。衣服是了又湿，虽说没有后勤和场地的志愿

者那么辛苦，有许许多多的体力活，但是我们作为活动部也不轻松。

要找各个负责人对接，要送各种资料。玩笑话说来，上海体育馆我都

能画地图了。温度再高，任务再重，也得好好完成。因为，这是我们

的工作。 

关键词三，友谊。团队里大多都是学姐，大家共同奔波，来来回

回，建立了不错的友谊。在困难的时候互帮互助，互相买吃的，体谅

对方，大家抱成团，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团队

轻松又紧张的原因，轻松，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幽默，紧张，是因为大

家工作都很带劲。 

——媒体活动组志愿者  俞佳伟 

 

通过这次志愿者活动让我明白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有些事情一

个人的确是无能为力，但是众人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就无所不能。另外，

这次活动还教会我管理、分配是保证活动有序开展的基础，在做事之

前，不管这件事大还是小，都要有系统的规划，定好步骤和指标，再

根据计划分配给每个人具体要做的事。 

——后勤保障组志愿者  邬奕丰 

 

平时我参加的志愿者活动不在少数，但这次的意大利超级杯志愿



者活动给我一种别样历练，收获的是一份宝贵的财富。这会在我人生

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带给我很多快乐。 

——竞赛场地志愿者  张亚蕾 

 

从大一第一次做志愿者开始，就感觉到志愿者的伟大，这个社会

需要更多志愿者，需要更多人的无私奉献。身为杉达学子，一切从我

做起。 

——竞赛场地志愿者   张昊旻 

 

我很荣幸能够被选为意大利超级杯志愿者。当自己亲身投入到这

次足球测试赛志愿活动中时，才发现自己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

远远大于自己以前所了解的。 

——售票志愿者  吴圣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