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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知

关于西部计划

你了解多少

什么是西部计划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从2 0 0 3年开始，团中央、教育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共同组织实施西部计划，按照公
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
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
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
在读研究生到中西部贫困县的乡
镇一级从事为期1 - 3年的志愿服
务工作。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鼓励
扎根基层，或者自主择业和流动
就业，并在升学、就业方面给予一
定政策支持。

2 015年西部计划报名时间是4

月15日-6月1日，可关注西部计划官
网(http://xibu.youth.cn/)、中国青年
志愿者官网(www.zgzyz.org.cn)了解
相关信息。

农林水医等专业最需要

西部计划报名条件有哪些？
凡大专以上学历，毕业学校为教
育部2 0 1 2年公布的《全国普通高
校名单》中所列(可在xibu.youth.cn

查询 )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和在读
研究生均可报名参加西部计划。

报名结束后，可登陆西部计
划网站(xibu.youth.cn)和中国志愿
者网站(w w w.zgzyz.org.cn)中的西
部计划信息系统，输入报名时候
的用户名和密码，查看报名信息，
确认是否报名成功。

报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具体
条件有哪些？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学分
总绩点(或学业成绩)排名在本院
系同年级学生总数前70%之内，获
得毕业证书并具有真实有效居民
身份证，身体健康，具有志愿精
神。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优先。优
秀学生干部和有志愿服务经历者
优先。西部急需的农、林、水、医、
师、金融、法学类专业者优先。西
部地区生源优先。另外，报名西部
志愿者还要求身体健康，通过本
校毕业体检和西部计划体检项
目。

服务协议一年一签

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具有
一定的灵活性，服务期为1—3年，
服务协议一年一签。

审核通过后，要去哪里进行
志愿服务呢？根据规定，报名学生
原则上可选报全国任意服务省参
加服务，并可根据个人意愿通过
西部计划信息系统选择至多3个
意向服务省(其中至少选择1个高
校所在地原对口服务省)，同时自
愿选择是否“服从调剂”。

为贯彻落实中央援疆、援藏
工作决策部署，将会招募选拔符
合一定条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
生和在读研究生赴新疆、西藏从
事为期1-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凡
符合报名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和在
读研究生，都可报名赴新疆、西藏
服务。

另外，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
期间，中央财政会给予一定生活
补贴。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不低
于1000元。同时，志愿者所在地列
入国家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范围
的，执行所在地科员艰苦边远地
区津贴标准，按月发放。交通补贴
按志愿者家庭所在地和服务地之
间的实际里程计算，每年分两次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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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游“百名文明使者”评选第四批名单现已公布，评
选中记者有种强烈的感受，“奖文明”的积极效应正在持续
发酵，越来越多的出境游读者以及领队、导游服务人员，真
正开始关心文明，争做出境游文明使者。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蒋明君

一身普通的西装、旧皮
鞋。第一次见到陈卫宏，很少
人能把他和一家产值两千多
万的老板联系起来，更难想到
军人出身的老陈却是创业“弹
棉花”，光棉被就捐了2 0 0 0 多
床，资金也有十几万元了。

“我曾见过一个女学生，
没钱买被褥，把一条旧毛巾被
剪了当床单、枕巾。”陈卫宏
说，他自主择业时，“黑心棉”
在高校横行，就毅然创建了济
南苑校工贸公司，专心做“红

心棉”，当起了“弹花匠”。而这
个女生的事让他在做企业之
余，开始关注贫困大学生。

有些贫困大学生直接找
到老陈，想购买一套被褥。陈
卫宏经常二话不说，就让员工
给学生发货，直接给学生送到
学校，一分钱都不要。“干的这
行，最看不得学生受委屈。”

“别人都是送温暖，我有
时候也给学生们送‘清凉’。”
陈卫宏说，2011年，他在山东财
政学院(现山东财经大学)的学
生宿舍看到，有学生一年四季
都只有一条被子，“冬天还行，
夏天就没法盖了？”回到单位，

他就联系学校，给特困生每人
配了一条夏凉被，一共捐了600

床。后来他又给山东商职学院
等学校的特困生捐赠了5 0 0床
夏凉被。

去年，山东女子学院的一
名学生得了白血病，学校里组
织了捐款，但巨额的医疗费还
是没有凑够。老陈听说后，当
即拿出两万元，为这名学生凑
够了前期的医疗费。

得知济南工程学院在推
行“辅导员进公寓”工程，但条
件不足，工作不便，他又掏出
三万块钱，为学院的辅导员配
齐了电脑和打印机……

“冬天出门，我的车上总
是装着四五套被褥。”不仅对
学生，陈卫宏经常看到流浪汉
寒冬腊月蜷缩在墙角，便觉不
忍。所以一到冬天，他就在自
己车的后备箱里放上几套被
褥和大衣。老陈说，自己是干
这一行的，目前光给流浪汉就
送出去三四十套被褥和大衣
了。

陈卫宏对教育情有独钟，
不论是学校还是学生，只要是
有需要，他总是慷慨解囊，用
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没想过
要做公益，只是觉得别人有困
难了，自己能帮就帮一把。”

““最最看看不不得得学学生生受受委委屈屈””
陈卫宏捐棉被捐上瘾了

做做让让人人尊尊敬敬的的游游客客
出境游“百名文明使者”第四批名单出炉

旅游一路，搬了一路行李
“一块出去旅游，就得相互关照”

跟随嘉华旅游赴台旅游时，
５９岁的徐伟强看到同团其他３５
名游客，心想“麻烦了”。团里60
岁以上老年人起码占了三十
多人，最大的80多岁，这是一
个货真价实的“老年团”。

“既然一块出去旅游，就得
相互关照，一起安安全全地都回
来。”徐伟强心想，路上一定尽可
能地多照顾一下团里的大哥大
姐。此次参加的是“台湾环岛８
天”，酒店一天换一个，老人们带
的行李也必须每天都搬上提下。
不巧的是，台湾地接司机因为手
部受伤，搬运行李不便。徐伟强
便主动揽起这个活儿来，在台８
天，行李搬了８天。

文明出游，在此次获得推荐
的文明游客中，老人不在少数，

“姜团长”便是其中之一。在韩国
旅游期间，这位老人的号召力不
啻于领队和导游，39名老年人多
数对他言听计从。他大号姜黎
明，今年61岁，现在是山东省老
干部艺术团舞蹈队队长，出发
前，“姜团长”严肃地讲解了当地
的风俗以及注意事项。“老人把
我们的活儿都做完了！”银座领
队杨国静说。尽管39人的出境团
有些庞大，但是旅途中每个人都
准时归队，上卫生间时自动站成
两排，老人们的文明表现明显是

“操练过”。作为实际组织者的
“姜团长”功不可没。

“带头大哥”为文明游把关
“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得更好。”

3月底，银座旅游高级导
游、领队宋健志带滕州一个26
人团队赴台游。简单一摸底，
团友均为徒步发烧友，是QQ群
主张伟招募来的。

团友中有一位游客对此
行第一印象非常不好，一直在
抱怨着什么。加之在高雄出站
时，他在停车场不慎绊倒，头
部着地，面部出血，心情更是
不爽。关键时刻，在团友中很
有号召力的张伟出面了，进行
了正面、有效的劝慰，缓和了
他的情绪。

在旅途中，每当客车在景
点停车参观，下车前张伟都会
说上一句：“注意安全，好好游

览，别丢人啊！”这话虽带有玩
笑的成分，但作用不小。于是
一路上大家都欢歌笑语，从没
有耽误时间的情形。

第四批出境游“文明使
者”评选中，山东艺术学院教
授兼艺术总监王少珺备受嘉
华领队推崇。吃完早餐，自己
将垃圾用餐巾纸擦干净。等车
时，他也悄然弯腰捡起地上的
烟头。交流中老人说，自己走
南闯北旅游很多年，对旅途中
的文明与不文明有深切感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
更好，只要做好自己，我们走
到世界各个角落，就都是令人
尊敬的文明游客。”

团中老人孩子多，小夫妻啥事都最后
见有团友烟瘾大，自掏腰包为团友买随身携带的烟灰筒。

4月4日，21名山东居民赴
新马泰旅游。抵达国外机场领
行李时，一位团友发现行李丢
失，当时有些着急，情绪比较
激动。团友庞秀苓看在眼里，
担心声音太大影响中国游客
形象，赶紧安抚。领队赶紧联
系机场，约3个小时后行李找
回，原来是被一名外国游客拎
走了。

旅行第5天，团友中李虹
大姐过生日。开通了国际漫游
的庞秀苓收到李大姐儿子短
信，拜托她对自己母亲表达几
句祝福。庞秀苓赶紧找到嘉华

旅游领队为李大姐过了一个
别致的生日。

本次活动评出的“文明使
者”几乎个个都是热心肠。去
年10月新婚的安乐携妻去日
本“补蜜月”，见同团30人中主
要是老人和孩子，这对小夫妻
啥事都最后，担心有人掉队，
主动在最后面走。每天晚上房
间钥匙也是最后领。见到有团
友烟瘾大，自掏腰包去超市买
了一只可随身携带的烟灰筒，
并告诉他们只能在非公共场
所和蓝天白云下才可抽烟，此
举维护了旅游团的文明形象。

由齐鲁晚报、省旅游行业协会发起主办,嘉华旅游、银
座旅游支持的山东居民出境游“百名文明使者”评选公益
活动，目前已经先后选出4 0名“文明使者”，每人都获得了
5000元文明旅游基金。

在2015年，活动总计将评出100位“文明使者”，如果您
也想要旅游基金，那在您下一次出境游时，就自觉做到文
明守礼吧。我们每月将从嘉华旅游、银座旅游组织的出境
游旅行团中选出10位文明有礼的游客进行奖励。在评选中,

我们充分发动同团游客,根据旅途中的感受进行推荐或自
荐，尊重领队的意见。每月最后,评委会根据所有候选人的
情况综合权重,最终由活动特设的“文明观察团”专家,评选
出每月10名“文明使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活动信
息，可以关注本报“公益山东”微信公众号查看。

文明旅游，赢出境游大奖

出境游文明使者评选
主办：齐鲁晚报 省旅游行业协会

张伟，滕州交警大队民警 庞秀玲，济南退休职工

安乐,济南社区工作人员 徐伟强，青岛一商场员工

傅海珠，美术馆负责人 王少珺，大学教授

姜黎明，济南退休职工 白友柱，龙口一银行员工

孙家明，济南个体老板 许连云，济南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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