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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暑假以来，常州高校大学生也不闲着，他们上线
当主播，为扶贫“带货”，下乡当“村官”，为青春“代言”。“忙上忙下”的他们，用行
动诠释“二十不惑”的青春年华，让2020年这个短暂的暑假，变得更有意义。

在常高校大学生，趁着暑假“忙上忙下”

二十“不惑”，青春正当时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年。上月，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青媒筑
梦团队走进安徽省滁州市全
椒县夏集村，以青年学子的
视角，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学
生村官冯琪在基层的真实工
作和生活状态。

岱山湖畔，夏集村头，青
媒筑梦团队在村委会与冯琪
会面。冯琪是常州大学2018
届毕业生。毕业后，他放弃

了企业的高薪工作，毅然报
考选调生，加入乡村振兴的
队伍，成为一名青年扶贫工
作者。扎根基层两年，作为
党总支书记助理的冯琪，帮
助贫困户脱贫、治理灌溉水
渠、建立流动图书站。

走在夏集村的小路上，
冯琪和拍摄团队边走边聊：

“ 农 民 和 农 田 是 紧 密 相 联
的。水渠的问题解决后，我
得到了村民们的肯定。他们

的笑脸多了，我多苦多累都
值得。”他说着，带学弟学妹
们来到村里为自己安排的宿
舍：“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到，
现在基层工作者的生活环境
没有那么艰苦。”

团队主创赵景说：“这次
社会实践，我们将以‘向往的
基层’为主题，制作乡村振兴
纪录片《阡陌夏集》。”她表
示，希望通过纪录片，号召更
多的青年大学生参与乡村振
兴，主动建设家乡。

自 2018 年成立以来，青
媒筑梦团队每年都会参加

“三下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已创作《川行平武》《甘霖
秦州》《叶叶笙歌》等一系列
优秀作品。近日，在第六届
江苏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启动仪式上，青媒筑梦团
队还向全省高校学子发出倡
议，成立“江苏省青年记录者
联盟”。

常州大学 用镜头记录“向往的基层”

“大山深处的原生香菇
采摘后整块晾晒风干，菇形
完整且泡发后十分饱满，口
感软嫩鲜美⋯⋯”日前，江苏
理工学院商学院的学生主播
徐梦雪，正多角度、全方面地
向粉丝介绍罗霄山香菇。

今年受到虫灾、气候以
及疫情的影响，罗霄山农产
品销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于是，江苏理工学院商
学院志愿者团队运用“互联
网+农业”理念，通过直播电
商扶贫“带货”。鲜香醇厚的

香菇、清热降火的茶叶、纯天
然零添加的蜂蜜、颗粒饱满
的花生，这些农产品在主播
生动的介绍下，吸引了不少
粉丝下单购买。

别看镜头前的主播驾轻
就熟，事实上，这是志愿者们
的首秀。活动发起人唐钰洁
介绍，此次扶贫直播以“乘风
破浪抗疫情，公益直播助农
兴”为主题，直播前，他们就
做足了“功课”——创新设计
助农 logo，制作成贴纸送给
农民；在家中架起直播间，鉴
定样品；反复对接农户，重新
组合农产品定价。“面对电商
直播营销中的难题，我们团
队还看帖子逛论坛，遍寻‘大
神’指导。”唐钰洁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用自己的专
业优势助力扶贫攻坚。

江苏理工学院 大学生变身直播“带货王”

假期以来，常州工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结合疫情防
控形势，开展“青春抗疫 爱
浸童心”支教儿童志愿帮扶
行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由遍布全国 37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0 名志
愿者组成爱心支教团，为山
西、广西、贵州等地 90 名留
守儿童进行为期五周的支教
服务。

志 愿 者 们 精 心 准 备 了

语文写作、数学奥秘、趣味
英 语 、国 学 讲 堂 等 校 本 课
程；创新性开设了美术、音
乐鉴赏、手工制作等社会实
践课程，以及晚安计划、月
亮电台等趣味活动；常规学
习安排外，还开展“观看军
事电影 弘扬八一精神”观
影活动、“给父母的一封信”
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云上趣
味运动会等，从思想上、行
动上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帮助他们走出房
间、拥抱自然。

活动开展以来，支教团
成员们也收获了很多意外之
喜——孩子们晚安留言时的
一句表白、一次快乐的分享、
家长们的一句鼓励，都让支
教团的同学们无比感动。本
月底，他们还将为孩子们举
办毕业典礼，邮寄疫情助学
大礼包，共同拍摄云端毕业
照。

常州工学院 线上支教，云端筑梦

近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10 名大学生，来到天宁区雕庄
街道挂职当“村官”。

他们均来自现代装备制造学
院，在雕庄街道各村委、社区担任
助理工作，挂职时间为 2 个月。
正式上岗前，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还对这 10 名同学进行了针对性
的岗前培训。

来自江苏泰州的季同鑫是
“村官”之一。在雕庄街道清溪村
担任主任助理的他，承担着人口
普查、活动组织等工作。对他来

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听常州方
言”了。“工作时，常常会遇到不会
讲普通话的村民。刚开始我只能
找人帮忙，半个月下来，自己也逐
渐适应了。”季同鑫说，当了“村
官”后，自己的处事能力、人际沟
通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据了解，自 2010 年以来，现
代装备制造学院每年暑期都会选
派一批优秀的团学干部奔赴基层
社区和村委挂职，为服务常州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常州工业学院 大学生村官正式上岗

这周日，身患残疾的姜春妹
又将见到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的“儿女”。他们不是她的亲生孩
子，却待她胜似亲人。他们就是
来自常工程的大学生志愿者。

姜春妹与志愿者的相遇要从
2011 年说起。姜阿姨身患严重
的类风湿关节炎，曾经因为一次
意外造成重度残疾，瘫痪在床，生
活无法自理，让本就捉襟见肘的
生活更加雪上加霜。2011 年，常
工程的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常州市
红十字博爱青春暑假社会实践项
目，与姜阿姨结缘，为她进行了十

多天的志愿帮扶活动。
活动虽然结束，但志愿者依

然坚持每周给姜阿姨喂饭、翻身、
擦洗、打扫卫生等，一做就是十
年。一届届志愿者更新换代，帮
扶活动却仍在持续。谈及这群可
爱的孩子们，姜阿姨充满感激之
情：“没有志愿者，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能坚持到现在。非常感谢他
们像亲人一样照顾着我。”

志愿者闫雨表示，小伙伴们
都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
助、照顾阿姨的生活，让她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重燃生活的希望。

常州工程学院 十年如一日，为爱笃定前行

本报讯 日前，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高鹏实践团”联合武进
区雪堰镇团委，在常州龙凤谷景
区开展“点亮微心愿，真情暖童
心”爱心助农活动，为雪堰镇楼村
两名困境儿童庆生日，送祝福。

活动前，实践团和雪堰镇团
委向全镇困境青少年收集“微心
愿”，期间，一对双胞胎兄弟引起
他们的注意。这对双胞胎兄弟姓
顾，今年四周岁，由于哥哥患有先
天 性 心 脏 病 ，弟 弟 许 下“ 微 心
愿”——想要一个机器人，希望哥
哥能够像机器人一样拥有强壮的
身体，成为超级英雄。

活动现场，大家为兄弟俩举办
了生日派对，为他们送上精美的机

器人礼物。随后，“高鹏实践团”的
大学生为孩子们弹唱歌曲《童年》，
讲述了大学生的抗“疫”故事，并代
表学校公益组织“高鹏书屋”为 8
名儿童捐赠了书籍《唐诗三百首》。

（杨曌 陈翼 图文报道）

常州机电学院

牵手乡镇，点亮儿童微心愿

本报讯 近日，江苏城乡建设
职业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党总支组
织党员，协同常州市钟楼区天爱
儿童康复中心（以下简称“常州天
爱”）师生，参加“关爱自闭症儿
童，星星的孩子不再孤单”蓝色公
益活动。

本次活动是该校建筑艺术学

院党总支在常州天爱建立党员社
会服务基地、开展党员志愿者系
列活动以来，又一次重要的爱心
公益活动。活动中，大家表演了
合唱节目《仰望星空》，参加自供
商品义卖，公益义卖所得均全额
捐予常州天爱。

（孔德敏 杨曌）

江苏城建学院

党员牵手“星星的孩子”献爱心

记者 杨曌

青媒筑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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