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年当天， 志愿活动结束后吴林孟和远在浙
江的爸妈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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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就是奉献， 在岗就是战斗。
春节临近， 国防科技大学全体学员留
校过年， 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添油增
力。 近日， 记者来到该校军事基础教
育学院学员四大队和学子们面对面，
倾听他们的新年愿望和憧憬， 感受到
满满的温情， 近距离体会到军人的使
命与担当。

“得知自己不能回家过年的那一
瞬间， 我内心有点难过。” 大一新生
朱敏坦言。 但她很快调整了心态。 半
年的军校生活， 在朱敏心中种下了军
魂的种子———它饱含着担当、 坚守和

责任。
“身为军人， 就应该履行义务，

勇担使命。” 在她看来， 和爸妈一起
过年的机会还有很多， 但和战友们在
一起过年还是第一次 ， 应当好好珍
惜 。 “过年开心玩， 玩出军队的特色
来。” 朱敏计划， 除踊跃参与学校举办
的各种活动外， 再拍一个以军校女生为
主体的 vlog， 展现军人的多彩风貌。

大三学生吴文翀， 老家在沈阳，
是四大队的新闻宣传骨干。 “过年期
间学校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
晚会、 小游戏、 小比赛等， 我也会参
与策划， 做好宣传， 充分表现出军队
学子的风采。” 他说， 最大的愿望就

是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结束， 亲朋好友
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健康平安。

“我已经长大了， 希望家人不要
太想我， 不要太担心， 可以过个快乐
年 。 我在这里很好 。” 吴文翀表示 ，
自己和战友们经常可以收到亲人寄来
的 “爱心包裹”， 包括家乡特产、 日
常生活用品等等， 极大地抚慰了自己
的思念。 阳光男孩邓星和沈鹏都是北
方人， 作为大四学子， 他们马上面临
毕业分配的问题。 “聚是一团火， 散
是满天星。 希望战友们以后都能工作
顺利。” 邓星表示， 军队是一个温暖
有爱的大家庭， 这么多兄弟姐妹在一
起相互陪伴着， 内心便不会孤独。

“不孤独， 反而对未来、 对自己
选择成为军人的决定更有信心。 我们
一路携手走来， 都是可以相互托付生
命的人 。 ” 战友沈鹏在一 旁 笑道 ，
“以前在家经常往饺子里放硬币， 期
待新年有不一样的惊喜。”

学员队干部陈昭宇介绍， 在春节
期间 ， “师生联欢迎新春 ” 综艺晚
会、 大型游园会、 草地音乐节、 贺岁
档电影、 猜灯谜、 茶话会、 电游赛等
活动 将 轮 番 上 演 。 此 外 ， 学 校 从
“实” 出发， 将服务保障工作摆在第
一位， 校内的各处学习、 娱乐场所也
将正常开放， 让大家过一个欢乐、 祥
和、 向上、 难忘的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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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 一定要记清楚小孟
姐姐刚刚说的活动规则哦！ 下面我们
正式开始答题 。” 南方的小年当天 ，
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路桥社区的
活动室一大早就热闹非凡， 路桥社区
正在举行一场新春知识竞赛活动， 主
持人吴林孟耐心地宣布着活动规则，
活动现场， 社区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欢
聚一堂， 年味儿十足。

据社区书记赖思静介绍： “吴林
孟是湖南女子学院大三的学生， 同时
也是寸草心社会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
者， 临近年关， 吴林孟没有去浙江与
父母团聚， 而是选择了在长沙就地过
年， 参与社区志愿活动。 小年这天的活
动， 是吴林孟的主场， 以留守者的身
份， 为留守的人服务， 她觉得很有意
义。

就地过年 志愿服务显担当

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的特殊情
怀。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这成了大
多数人心中的执念， 那顿年夜饭凝结
着国人的乡愁、 亲情和传统， 在中国
人心中无可替代。

但面对疫情， 更多人像吴林孟一
样， 放弃了回家的念头， 选择了就地
过年。 就地过年说起来容易， 但实施
起来却比较难了。

不过吴林孟却告诉记者： “选择
留在长沙就地过年是我和身在浙江的
父母商量后做的决定 ， 学校放寒假
后， 我就开始做志愿服务。 而且我所
在的寸草心社会服务中心给我提供了
宿舍， 并且准备了充足的过年物资，

父母也就放心了。”
吴林孟的父母目前在浙江务工，

他们也选择了在浙江就地过年。 吴林
孟说： “从来没有经历过和爸爸妈妈
分开过年， 说不想念他们那是假话。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但是
可以线上团聚， 通过视频和爸妈云过
年。” 说着吴林孟便掏出手机给妈妈
打通了视频通话， 在视频接通的一瞬
间， 吴林孟的眼睛就红了， 声音开始
哽咽， 但是她很快调整， 露出了甜美
的笑容： “妈妈， 今天是小年， 想跟
你和爸爸说声小年快乐， 你们自己在
浙江过年要注意身体， 吃点好吃的，
今年不能在一起过年， 但是过年那天
我们也要视频哦！” 和爸妈聊完， 视
频电话挂断后， 吴林孟眼角的泪珠悄
然滑落。

学以致用 社区活动展风采

“我在学校学的专业就是社会工
作， 这次选择就地过年也有一方面是

想通过参与社区活动， 了解社区工作
的具体情况， 从工作实践中实现自我
提升， 同时也更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

回报社会。” 在湖南女子学院就读的吴

林孟说， 学以致用是件快乐的事。

从放寒假到现在， 吴林孟参加的

社区活动大大小小算下来有不下 50
场， 在路桥社区她参与了上门慰问活
动 、 参与了组织社区知识竞赛活动
等， 其实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
座城市继续前行， 吴林孟也正是通过
自己的行动和所学展现着新时代青年
的风采。

赖思静说： “路桥社区是长沙市
比较典型的 ‘留守社区’。 因为辖区
内的路桥集团职工 ， 为了国家的建

设， 大多数被派遣到国内外的各大工

地上， 而且今年情况特殊， 很多人都

不能返乡过年。 据社区不完全统计，

今年有 600 余人不能回家过年， 这意

味着有近 600 户家庭不能团圆， 对社

区来说如何让 ‘留守’ 的家庭过好这

个年是重中之重。”
吴林孟告诉记者： “路桥社区情

况特殊， 社区内很老年人年纪大， 行
动不便， 这就更加需要像我一样的志

愿者去帮助他们， 我今年 1 月 4 日学

校就放假了， 1 月 6 日就开始了志愿

者工作， 今年要忙到腊月二十七才结
束， 但是在每场活动中看到居民开心
的笑容， 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
肯定。” “路桥社区在春节期间举办
了不少活动 ， 比如写春联 、 送福入
户、 新春除尘、 知识竞赛、 上门慰问
等， 这些都是为了让社区的居民能过

一个开心年 、 幸福年 ！” 赖思静说 。

故乡既是来处， 亦是归处。 面对疫情

虽然他们不能像白衣天使披坚执锐，

但他们能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援抗疫。

就地过年 ， 虽然舍弃的是小家的温

馨， 却用行动在实现社会责任。 他乡
过大年， 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留守大学生服务“留守社区”

国防科大学子： 军人大家庭 聚是一团火

路桥社区新春知识竞赛活动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