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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 f]g hij 健康检查、
急救培训、
国防教育……这场活动
提供的志愿服务项目，无论男女老
少，
总有一项适合你。
15日16点 ，
“厦门 市第 四 个
市民文明行为示范月志愿服务进
社区系列活动” 在湖里区殿前街
道长乐社区闽南古镇节庆广场举
行。本次活动以“公共文明在行动
志愿服务进社区”为主题，由厦
门市委文明办和厦门日报社主办，
湖里区文明办和海西晨报社承办。
在活动致辞中，湖里区文明
办副主任刘梓良表示，希望通过
本次活动，发动更多志愿者，从身
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立足岗位，
践行雷锋精神；同时，希望各级志
愿服务组织在公共场合开展不文
明行为劝导活动，促进公共场所
文明再提升。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本次活
动正式开始。来自湖里区及全市
共 8支志愿服务队伍带来了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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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宣传，
让更多人加入献血
队伍。”
志愿者陈伟宪说。
PI }~
在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
hZ}~
心和厦门登特口腔医院摊位前，
不
%&}~
少居民都驻足咨询、接受检查；
厦
%&'}~
门市司法行政法律志愿服务队也
%&}~
带来了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服
1%&}~
务；
湖里区文明办也为居民带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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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和移风易俗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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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里区在志愿服务
方面硕果累累，取得了多个全省、
全市第一。2016年，
金安社区被评
服务。长乐社区的不少居民，
冒着
午后的炎热，
赶到活动现场参与。 为全市首个 “全国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
2017年，多名志愿者和志
“我家电路老是跳闸，能不能
愿服务组织荣获中央和省市表
帮我判断下是什么原因？”在光明
彰；今年初，金尚社区荣获全市惟
志愿服务联盟摊位前，长乐社区
一一 个 “全国 最 美 志 愿 服 务 社
居民小肖问志愿者。志愿者耐心
区”荣誉称号；今年 3月，湖里区
解答，并给出了建议。此外，该服
金安社区居委会获评第四批全国
务队还提供了饮用水、充电宝借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是全省惟一
用服务、
医药救助等。
获评此项荣誉的基层社区。
在厦门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
6月 23日，系列活动第二场
务队摊位前，
队员们向居民宣传献
将在湖里区湖里街道仙岳山公园
血知识。据悉，
队员们大多已坚持
<&$"*(;)
献血二三十年。“我们都退休了， 世纪广场举行。

“你们都是老兵吗？我也
是！”现场，一位年近 70岁的
市民见到鹭岛老兵志愿服务队
的队员，
十分激动。他看着摊点
上的勋章，回忆起自己的当兵
时光。活动现场，
老兵志愿者对
市民进行国防教育。
志愿者张宁义是一名老
兵，他告诉记者，鹭岛老兵志愿
服务队于去年 7月成立，队员
由在厦门生活的复退老兵组

成，预备队员 279人，正式队员
76人。只有通过 3次志愿服务
考核后，
才能转为正式队员。
记者了解到，老兵志愿者
内有的战功赫赫，有的成为社
会典范。其中，
荣誉队长游文晃
23年来长期资助、救助 503名
孤儿贫困生弱势群体，而张宁
义是厦门市第四届助人为乐道
^/' abk
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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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相亲相爱一家人》温
情的音乐中，来自厦门市安溪
商会志愿服务队的 8名女志愿
者，
带来了一场手语表演。
除了表演之外，厦门市安
溪商会志愿服务队还带来了急
救知识宣传、法律咨询及电器
保养等服务项目。
“我家电视遥
控器老是不灵光，换了电池也
没用。”当得知社区居民李女士

的情况后，志愿者立即拿出了
一个万能遥控器送给李女士，
并告诉她一些电器保养知识。
而在法律咨询摊位前，居
民们围着律师，询问法律问题。
律师们在耐心解答后，还给了
居民名片，告知他们如果有需
要可以再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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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厦门晨曦公益服务队
小羽佳志愿服务分队会来提供
服务，长乐社区居民老黄提着
坏了一星期的电饭煲赶到了现
场。志愿者检查之后告诉老黄：
“是电路板坏了。不过，
我们今
天没有带配件，等修好了我们
就给您送回来。”
现场，
也有居民送来空调扇
进行维修。虽然天气炎热，
志愿
者们还是细致地为居民维修。

此外，厦门晨曦公益服务
队还带来了禁毒宣传、医疗救
护现场教学及日常膳食合理搭
配宣传等服务。“首先你要判断
伤病员的意识。轻拍伤病员的
肩膀，并高声呼喊‘喂，你怎么
了’。”晨曦公益服务队志愿者
耐心地为社区居民讲解，不少
人还上阵体验心肺复苏术的操
作。 ^/' _`` cd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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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沧区后井村的社区书院，摆
放着这样一个老物件——
—老式油印
机，
它斑驳陈旧的样子与这座老式建
筑相互呼应，
似“老朋友”在叙旧，演
绎着时代的变迁。
蔡吉美是原后井小学的一名老
教师，也是本期“猜猜这是啥”活动
的推荐者。近日，
蔡吉美为我们打开

了这一“时光宝盒”。打开沉重的木
盒，
里面是一台墨渍斑驳的老式油印
机，在木盒右侧还保留着灯塔牌铁
笔、蜡纸，以及国营上海油墨厂出品
的牡丹牌蓝墨。“这一台油印机由原
后井小学收藏，是 20世纪 50年代
的产物。”蔡吉美告诉记者。
20世纪 70年代，高中毕业的蔡
吉美回到后井小学任教。“那时，师
资比较匮乏，我不但教语文，还教数

学。”蔡吉美说，
当时，
试卷的印刷都
要用这台老式油印机。“那个年代，
老师们出试卷都用油印机，而用油印
机给学生们出考卷、
复习卷可是个技
术活。刻钢板的时候用力得均匀，劲
儿使大了蜡纸被刻漏了会 ‘跑墨’，
劲儿小了印出来的字又不清楚。”蔡
吉美回忆说，
“80份数学考卷印刷出
来，手腕就累得生痛，很多老师的手
指也因此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更多背后的故事，欢迎关注
“zaker厦门”、
微信公众号“海沧之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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