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流动的花朵”，助力青云村新市民子女成长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项目推广情况

自 2019 年 5 月刘宇宁任外国语学院分团委书记以来，坚持与武进区牛塘镇青云村开展

深度合作，在青云村建立“关爱‘流动的花朵’，助力青云村新市民子女成长——学雷锋活

动示范点”，连续 3 年在青云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尤其在抓好“三结合”，突出“三性”，

坚持“三重点”上下功夫，着力发挥学雷锋志愿服务精神，培养新市民子女的成长与发展，

打造活动品牌，坚持不断总结，传承志愿服务精神。

一、抓好“三结合”

1.坚持点线面相结合。点—即团支部、各服务小组开

展的分散的志愿服务活动。线—即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

的经常性和专业化服务活动。面—即全面的综合性主题社会

服务活动，坚持以线贯穿、点线面相结合。在此示范点开展

的线上线下“一助一”结对课后辅导，受到新市民子女和家

长的欢迎和好评，学生成绩显著普遍提高。

2.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服务为基点，采取分散与集中的办法，参与青云村委青少

年文明素质提升工程。分散的办法是:指定人员挂职锻炼，协助开展关工委和其他青少年各

类活动组织和活动结束后的新闻宣传、资料整理等；集中的办法是：定期组织青年师生志愿

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3.坚持一般服务与专业服务相结合。确立以文化建设为重点，营造健康向上的社区文

化氛围。在示范点除做好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外，还发挥志愿者自身特长和英语专业优势，为

丰富新市民子女课外活动提供平台。

二、突出“三性”

1.突出针对性。针对青云村实际情况，经常性地组织开展以“志愿周末社区行，助梦儿

童少年时”、关爱“流动的花朵”传承红色文化以及“学习垃圾分类，我是环保小能手”为

主题的志愿者系列活动，赢得孩子们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2.突出实效性。讲究活动方式重在务实，以培养新市民子女的成长和发展。

3.突出层次性。即根据志愿者个人素质、英语专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等方面开展多层次的

志愿服务活动，体现大学生活动的高层次、知识化、专业化的服务特色。

三、坚持“三重点”

1.在服务内容上，将扶智与扶志相结合，坚持以

扶志为重点。充分发挥志愿者们的外语专业优势和自

身学科特长，开展语数外课后辅导；通过开展红色文

化传播类活动，如红色阅读公益夏令营、多语种教唱

爱国歌曲等，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2.在服务形式上，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坚持志

愿服务常态化不断线为重点。线下围绕趣味英语、非遗手工制作、板绘红色人物、心理团辅、

户外运动等内容开展室内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疫情期间，克服困难，组织志愿者开展一对一线

上课业辅导，服务学生 50 余人次，同时开通“云

直播微课堂”，带领孩子们云端参观“常州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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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

3.在服务力量上，将发挥自身力量与借助外力相结合，坚持借助外力扩大影响为重点。

在精心设计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基础上，借助新闻媒

体加大舆论宣传力量，吸引更多个人和集体参与志

愿服务。示范点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学习强国”

平台、省委组织部“江苏先锋网”、常州电视台、常

州市关工委、武进日报等官方权威媒体进行了大量

的宣传报道，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青云村关工

委工作也因此受到武进区关工委的高度认可，相关

活动做法在区关工委 2022年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会上，

进行了展示和推广。

该志愿服务团队和项目先后被评为“战疫有

我·青春常在”2020 年常州市大学生社会公益实践

十佳团队和 2021 年度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同年被评为牛塘镇十佳民生实事项目，

该项目所服务的辅导站荣获“常州市优秀校外辅导站”荣誉称号，为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

重要作用。

附：青云村志愿服务活动汇总

青云村志愿服务活动汇总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新闻报道链接 备注

2018-06-29
“助梦留守儿童”志愿实践活

动

互动游戏、教小朋友们写

信画画、辅导课业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18/0

705/c3322a92069/page.htm

2018-10-18
“志愿周末社区行，助梦儿童少

年时”爱心志愿活动
互动游戏、辅导作业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18/1

024/c3322a102772/page.htm

2018-11-17
“志愿周末社区行，助梦儿童少

年时”志愿服务活动
辅导作业、互动游戏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18/1

126/c3322a103913/page.htm

2018-12-01
“志愿周末社区行，助梦儿童少

年时”志愿服务活动
辅导作业、互动游戏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18/1

206/c3322a104542/page.psp

2018-12-15
“志愿周末社区行，助梦儿童少

年时”志愿服务活动
辅导作业、互动游戏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18/1

218/c3322a104933/page.htm

2020-08-12
关爱“流动的花朵” 传承红色

文化——“云直播”微课堂

恽代英纪念馆现场讲解，

情景话剧表演，箴言微诵

读，家书英文朗诵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0/0

819/c3322a125342/page.htm

学习强国：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

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

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

http://wyxy.jsut.edu.cn/2018/0705/c3322a92069/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0705/c3322a92069/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1024/c3322a102772/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1024/c3322a102772/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1126/c3322a103913/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1126/c3322a103913/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1218/c3322a104933/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18/1218/c3322a104933/page.htm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

ult&pid=&ptype=1&source=share&s

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

ssage

常州日报：

http://epaper.cz001.com.cn/site

1/czrb/html/2020-08/14/content_

358033.htm

常州三杰纪念馆：

https://mp.weixin.qq.com/s/ICgv

Lcbxkynj3ephavIiuQ

武进电视台：

http://www.wjyanghu.com/yhw_app

/hotspot/shlx_app/2020-08-12/81

956.html

中吴网：

http://www.zhong5.cn/article-48

0769-1.html

江苏先锋：

https://mp.weixin.qq.com/s/pJJl

VLnMwCOXf7Ohy4BwQg

常州手机台：

http://share.cztv.tv/?_hgOutLin

k=news/newsDetail&id=379023

常州手机台：

http://share.cztv.tv/?_hgOutLin

k=newsnewsDetail&id=379024&from

=singlemessage

中华公益人：

https://m.sohu.com/a413138964_1

00247662spm=smwp.media.fds.1.15

97399693014OJabRXZ

常州广播电视台电视中心抖音：

https://v.douyin.com/JMjdgJW/

2020-11-28
“学习垃圾分类，我是环保小能

手”志愿活动

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辅导

作业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0/1

130/c3322a128569/page.htm

2020-12-19 “小小绘画家”活动
了解共青团相关知识、学

唱共青团团歌、绘画作品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0/1

221/c3298a129411/page.htm

2020-12-26
“中华文化伴中华儿女”主题

团日活动

了解与中国传统节日相关

的各种知识与习俗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0/1

227/c3322a129616/page.htm

2021-01-06 “为爱而行 相约青云”主题活 陪伴学习、活动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455678143389001423&item_id=945567814338900142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
http://epaper.cz001.com.cn/site1/czrb/html/2020-08/14/content_358033.htm
http://epaper.cz001.com.cn/site1/czrb/html/2020-08/14/content_358033.htm
http://epaper.cz001.com.cn/site1/czrb/html/2020-08/14/content_358033.htm
https://v.douyin.com/JMjdgJW/
http://wyxy.jsut.edu.cn/2020/1130/c3322a128569/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0/1130/c3322a128569/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0/1221/c3298a129411/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0/1221/c3298a129411/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0/1227/c3322a129616/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0/1227/c3322a129616/page.htm


动 https://mp.weixin.qq.com/s/kVX

AtW0gM6bA0YWjlD7RIg

2021-03-20
“红色百年，同聚未来”团日活

动
介绍党史、学唱爱国歌曲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1/0

322/c3298a132976/page.htm

2021-04-10
“党旗飘，红星闪；庆百年，热

情满；跟着党，共筑梦”主题团

日活动

制作红色小物件、学习红

色诗歌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1/0

412/c3322a133948/page.htm

2021-04-24
“高歌颂党，唱响辉煌”爱国歌

曲教唱活动
教唱爱国歌曲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1/0

427/c3322a134562/page.htm

2021-05-22
“彩笔传情庆伟业，丹霞达意颂

党恩”志愿活动
绘画上色海报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1/0

528/c3322a135801/page.htm

2021-05-22
“宣扬红色文化，培养核心价值

观”主题团日活动
讲述党史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1/0

608/c3322a136372/page.htm

2021-06-05
“百年红船，岁月流金”志愿活

动
了解党史、分享英雄事迹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wyxy.jsut.edu.cn/2021/0

608/c3322a136376/page.htm

2021-07-15
“观看红色电影，感悟历史沧

桑”的主题教育

观看建党影片、了解建党

故事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1

7827

2021-07-16
“板绘红色人物，传扬红色精

神”主题宣传教育

观看红色影片，板绘红色

人物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

027

2021-07-17
“铭记历史，童绘中国”爱国主

义红色教育

阅读红色故事绘本、分享

阅读心得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

028

2021-07-18
“演说辉煌党史，争做强国少

年”小小演说家活动
教授演讲红色革命故事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1

8122

2021-07-19
“剪红色形象，阅伟人故事”爱

国主义红色教育

将剪纸文化与伟人故事结

合，制作剪纸艺术作品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1

8123

2021-07-26 “童心筑梦 共创未来”活动
观看红色影片，弘扬红色

精神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https://mp.weixin.qq.com/s/j69P

uFpuVDMDeK6cXYRlMw

2021-11-27 “小小运动会”户外体育活动 进行户外体育活动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3

0485

2021-12-04 “筑梦冰雪 相约冬奥”
进行冬奥知识指导、想象

绘画冬奥比赛盛况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3

1269

https://mp.weixin.qq.com/s/kVXAtW0gM6bA0YWjlD7RIg
https://mp.weixin.qq.com/s/kVXAtW0gM6bA0YWjlD7RIg
http://wyxy.jsut.edu.cn/2021/0322/c3298a132976/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322/c3298a132976/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412/c3322a133948/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412/c3322a133948/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427/c3322a134562/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427/c3322a134562/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528/c3322a135801/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528/c3322a135801/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608/c3322a136372/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608/c3322a136372/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608/c3322a136376/page.htm
http://wyxy.jsut.edu.cn/2021/0608/c3322a136376/page.htm
https://ggw.cbxmt.cn/article/17827
https://ggw.cbxmt.cn/article/17827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027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027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028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028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122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122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123
https://ggw.cbxmt.cn/article/18123
https://mp.weixin.qq.com/s/j69PuFpuVDMDeK6cXYRlMw
https://mp.weixin.qq.com/s/j69PuFpuVDMDeK6cXYRlMw
https://ggw.cbxmt.cn/article/30485
https://ggw.cbxmt.cn/article/30485
https://ggw.cbxmt.cn/article/31269
https://ggw.cbxmt.cn/article/31269


2021-12-11
“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红色教

育活动

朗诵红色故事、观看红色

影片、教唱爱国歌曲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3

1932

2021-12-18
“童心向党 唱响未来”周末关

爱活动

表演情景剧、领唱爱国歌

曲、学习手指舞

常州市关工委：

https://ggw.cbxmt.cn/article/3

2762

2022-04-04 厚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沃土 总结三年活动成效

武进日报：

http://www.jstu.edu.cn/2022/040

4/c3398a144255/page.htm

2022-04-09 一周校园动态 线上学习辅导

江苏省教育厅官方微信：

https://mp.weixin.qq.com/s/z2Kr

Vk8K_9Uy8TGIAjpzMw

https://ggw.cbxmt.cn/article/31932
https://ggw.cbxmt.cn/article/31932
https://ggw.cbxmt.cn/article/32762
https://ggw.cbxmt.cn/article/32762
http://www.jstu.edu.cn/2022/0404/c3398a144255/page.htm
http://www.jstu.edu.cn/2022/0404/c3398a144255/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z2KrVk8K_9Uy8TGIAjpzMw
https://mp.weixin.qq.com/s/z2KrVk8K_9Uy8TGIAjpz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