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今年进
博会期间，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的梁辕
臣作为“一年级”志
愿者，服务于国展
中心6.2馆。身为00
后医学生，在工作的
闲暇时间，他对场馆内
的急救服务情况展开了调
研。他发现，作为一场盛大的国
际会展，进博会日均人流量接近
20万人，但除去5个固定医疗点
外，在场馆内承担急救支持的共
有200余名医疗志愿者，平均1人
要承担1000人的急救服务，若面
临突发事件，医疗志愿者需承担
的任务量压力较大。服务第四届
进博会的“小叶子”共有4746名，
若“小叶子”人人会急救，那急救
覆盖比将提高至1:40。

“无论是进博会、上海马拉松
等重大赛事和盛会，还是疫情防
控，青年志愿者都已成为一张亮
丽的名片，如果人人会急救，将进
一步加固健康防线。”

作为提案发起人，梁辕臣向

即将召开的上海市学生联
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
会提交了《关于组织
青年志愿者开展心
脏 急 救 演 习 的 提
案》，提案凝聚了交
大医学院“我能心急
救”志愿者服务队的

心血。梁辕臣介绍，
“在真实场景中，高水平

的团队心肺复苏能大幅度提
升急救质量，增加病患的存活率，
应当成为志愿者的必修课。”

幸运的是，他们的提案已经得
到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的答
复。针对提案中提到进博会志愿
者参与应急救援培训，对方表示，
市红十字会设计了模拟课程，优化
教学方案等确保培训质量，每届进
博会都会从各支队伍中招募青年
志愿者，他们参与红十字救援培训
和实操培训，所有志愿者均持证上
岗，服务进博会的人数也逐年增
加，发挥了青年志愿者力量。红十
字会也对接了团市委，为“小叶子”
进行救护培训，“针对提案，我们也
会全力配合组织救护培训，将应急
救护培训纳入高校培训中。”

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谭丽娜04-05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提案展示]

构建国际学生多语言讲
述中国故事的示范平台

来自同济大学的00后学生陈
司瑶同学作为提案人提出“构建国
际学生多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示
范平台”建言。

这份提案的缘起，来自习近平
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留学生们的回
信。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欢迎留学
生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
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同时把他们
的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
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
作用。

在此之前，同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的“熊猫叨叨——国际学
生讲中国故事”团队成员月亮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部分
外媒的不实报道让团队觉得，通过
留学生视角，以留学生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亲身所感客观全面地向
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会是一个有效方式。

陈司瑶和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的西班牙籍华裔留学生林铭牵头，
联合同济中外学子想到了向学代
会交提案。他们建议，构建国际学
生多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示范平
台，从而构筑可复制、可推广的国
际学生“立德树人”教育新范式。

“我们建议，通过构建国际学
生多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示范平
台，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及当代文化等主题，开展相关实地
调研，并在此基础上，鼓励留学生
们以中文和母语撰写文章、录制视
频，借助校友会、企业、媒体等多渠
道、多途径进行发布，推进形成一
条从‘输入感知’，到‘知华友华’，
再到‘输出传播’的国际学生讲中
国故事链。”

这份提案还提出，要进一步明
确“中国故事讲什么、怎么讲、由谁
讲”这一时代课题，从而发挥好国
际学生的多视角、多语种特色，共
同打造全国首个国际学生多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平台。

推动中国青年参与国际
志愿服务展现中国风采

除了依靠留学生，向世界讲述
中国、让世界解读中国，主力更应
该是中国青年。

当下的上海，有一支特殊的青
年队伍持续20年从中国上海不远
万里来到老挝万象，挥洒志愿汗
水，奉献青春大爱，书写大国青年
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就是中国（上
海）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援老
挝项目志愿者。

2019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
会（CYVA）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UNV）合作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海
外服务计划——服务联合国机构
项目，开始选派中国青年志愿者赴
联合国机构特别是驻“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开展国际志愿
服务。

尽管当下疫情仍在，但在国家
战略需要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中国青年愿意走向更大的国际舞

台，投身海外志愿服务、参与全球事
务、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风采，
向世界讲述中国、让世界读懂中国。

始终关注国际志愿服务的上
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的大四学
生马溟洋是上外学联主要负责人，
也是市学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正
式代表，这次，他准备向大会提出

“关于推动中国青年参与国际志愿
服务展现中国风采”的提案，建议
推动更多的沪上高校参与项目合
作，并期待沪上各高校将培养国际
化人才列为重点培养战略，将区域
国别知识全面作为通识教育内容
进行教学和普及。

建立在校中学生自己的
红色双语宣讲团

向世界讲述中国，也成为不少
中学生的深刻思考。南洋中学高
二（7）班学生徐亮作为此次学代会
正式代表，在老师的指导下已经完
成了准备提交大会的“关于在校高
中生建立红色宣讲团向世界讲述

中国故事”的提案。
徐亮介绍，提出这样的提案，

源于接受到的教育和参与的活
动。原来，在南洋中学就设有一个

“知行党史宣讲团”，师生共同讲校
史、讲党史；学校还设有南洋中学
校史博物馆志愿者，还有同学担任
龙华烈士陵园的红色宣讲员，发出
自己的光和热。

由己及人，徐亮和同学们希望
以提案的方式号召更多的学子在
亲身讲述红色故事的同时，加深党
史学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因此，他们建议，更多的学校
建立红色宣讲团，同时以双语方式
开展，请英语老师、政治老师担任
指导老师，组织培训宣讲团同学翻
译和整理所在学校的红色地标或
区域红色育人场所资料，再录制双
语讲解视频，通过新媒体、公众号
播放，传播中国声音。

“每月还可以定期开展双语红
色故事交流会，进一步扩大影响。”
徐亮也将这一条写入了提案。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来上海
求学一年多，上海师
范大学研二学生徐
小萌多数时间在学
校学习，不曾深入
了解上海。今年暑
假，她参加了学校红
色寻访系列活动，走进
中共一大纪念馆、三山会馆
等，还撰写感悟。这次寻访让徐
小萌了解了上海的历史底蕴和红
色文化，感悟到上海的城市精神
和品格。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
业的学生，她和同学还通过学术
研讨会爱上了上海的江南文化和
海派文化。

如果能开设关于上海城市精
神与品格的系列课程，让五湖四
海的学子在行走上海时深入了解
城市精神和品格，更好地了解、融
入上海，将来建设上海，这样岂不
是更好？想法成熟后，徐小萌在
校团委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
月的走访调研，借助学代会平台，
她带来了《关于上海城市精神与
品格系列课程开发的提案》。

提案中建议可以通过第一眼

“看”上海、寻初心之地、遇
见“老克勒”“上海这座
城”微课程、品上海
“味道”来打造“行走
上海”系列实践课
程。徐小萌说，可
带领课程参与者参
观地标建筑、古镇建

筑，“看”上海之最；通
过国际音乐节“上海之

春”来“听”沪剧、评弹、滑稽
戏等；参观四行仓库、商务印书馆
等“读”上海历史；“行”上海弄堂
感受弄堂文化，触摸城市精神。

“此外要推动高校建立课程
资源库与师资资源库。”徐小萌
说，教材编写是课程资源库的重
要一方面，“有声读物”则是另一
种形式的补充，“可将高校聚焦于
本课程三大模块，把话剧、微电
影、音乐剧、沪剧、文学作品等编
入‘有声书’行列，展现给更多同
学。”而寻访感悟可与专业教学资
源结合，“可以从课程中挑选优秀
的大学生志愿者组建讲师团，通
过爱心暑托班、三下乡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等平台，以微课程的形
式将上海红色文化和发展故事讲
给全国各地的孩子听。”

347 位大会代表中有
100名学生党员

团市委挂职副书记，上海团
校党委书记、校长戴冰出席通气
会，他宣布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
十七次代表大会将于2021年12
月9日至12月11日在中共上海
市委党校和上海团校召开，会期
三天。12月8日下午召开预备会
议，会期半天。

大会将反映“时代热度”。戴
冰介绍，本次大会是迈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学代会，是学
联学生会继续深化改革的学代
会。在疫情防控要求下，所有参会
人员实行闭环管理。代表了全市
100万高校、高中学生的347位大
会代表以00后为主，其中恰好有
100名学生党员。针对上海青年
学生群体，大会将发布上海市学生
联合会五年工作报告、《强国有我
奋斗有我》——上海学子青春宣言
和上海青年学生发展情况报告。

大会将体现“青年态度”。本
次大会将选举产生上海市学生联
合会第十七届委员会，制定未来
五年学联工作计划。大会提案工
作将与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联动，
部分优秀提案将经过一定程序提
交至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力
求将学生社会实践的成果和思考
转化为推动国家、城市发展和青
年学生成长的金点子。

大会还彰显“组织温度”，戴
冰介绍，本次大会成立了临时党
委，在各代表团内部成立了党支
部和党小组。在党建引领下，大
会健康管理工作和会务工作均由
相关学校的学生自主参与，自主
管理，用实际行动践行“根植同
学”的组织理念。

围绕10个板块收到229
件“走心”提案

自2016年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首次建立学
生提案制度，让更多学生“发声”
后，今年在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和团市委的共同指导下，市学
联于2021年10月上旬启动学代
会提案征集工作，共收到来自全
市59个高校学生会、23个研究生
会，16个区学联的“走心”提案229
件。提案内容主要围绕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四史宣传教
育；“双减”背景下更好地服务学
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弘扬城市
精神品格，提升城市软实力等10
个板块展开。

《关于构建国际学生多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示范平台的提案》
《关于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心脏
急救演习的提案》……通气会上，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10
所高校学生分别进行提案展示。

市学联还通过“团在校园 上
海学联”微信平台开展“申城生
言”青年学生建议征集和“十大提
案”网络投票，活动受到上海青年
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次大会提案工作与人民建
议征集工作联动，力求在学生体
验全过程民主中，将同学们社会
实践的成果和思考转化为推动国
家、城市发展和青年学生成长的
金点子。

各个委办局积极回应学
生提案

随着上海出台垃圾分类政
策，宠物粪便属于哪一种垃圾?
通气会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
四学生杜一凡带来关于公共绿地
普及蚯蚓塔的提案。暑假，她参
加了关于上海城市口袋公园的社
会实践，注意到处理宠物粪便的
各种难题。作为风景园林专业的
学生，她想到一种名为“蚯蚓塔”

的堆肥设施，只需将宠物粪便扔
进蚯蚓塔，蚯蚓就可通过塔身下
端的小孔钻入“塔”中，在完成粪
便处理后又可以钻回“塔”外的泥
土中，改善土质，增加土壤肥力，
变“粪”为宝。

这份提案得到了市资源利用
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李佳圣的回复。他表示，针对公
共绿地普及“蚯蚓塔”，他们曾做
过调研，并在长宁、嘉定、虹口等
地做过尝试，但普及推广还需评
估，“我们乐于和关注这个议题的
同学一起努力，深入跟踪，共同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

这次学代会上，上海外国语
大学马溟洋带来《关于推动中国
青年参与国际志愿服务、展现中
国风采的提案》。马溟洋了解到，
在服务联合国机构项目中，上海
高校表现不俗，但从项目成效和
长期发展角度看，仍须投入更多
的学术积累、科研成果、国际连接
资源，加强对志愿者的赴任前培
训和一系列配套安排。他建议，
推动更多的沪上高校参与项目合
作，整合优势资源，合作构建国际
志愿者培训更广阔平台，同时建
议沪上各高校将培养国际化人才
列为重点培养战略，将区域国别
知识全面作为通识教育内容。

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工作处汪
曙光对此表示，他们会持续关注
提案建议，也希望看到更多上海
大学生、中国志愿者投身国际志
愿服务。

反映“时代热度”体现“青年态度”彰显“组织温度”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将于12月9日开幕 347位大会代表以00后为主，收到229件“走心”提案

反映“时代热度”，体现“青年态度”，彰显“组织温度”，2021年12月9
日至12月11日将召开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2月6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新闻通气会在上海团
校召开，会上透露，此次347位大会代表以00后学生为主，最小的代表出生
于2006年。学代会共收到提案229件，既有聚焦“双减”“科创育人”等国
家大事，也有关心“外卖小哥”“大学爱情课”等身边人和事，件件“走心”。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除署名外）

向世界讲述中国，让世界解读中国
这一宏大命题被新时代青年形成提案并向学代会提交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向世界讲述中国、让世界解读中国”，这个宏大命题正被一

群群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用自己的视角予以阐述，并形成了提案，准备向大会提交。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打造“行走上海”系列实践课程

建志愿者心脏急救应急方案

向世界讲述中国、让世界解读中国的主力应该
是中国青年。 受访者供图

“蚯蚓塔”堆肥设施。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