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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志愿社”这个团队从初创到成熟，走过了整整七个年头。

　　

七年，有人说，这标志着成熟；也有人说，这标志着到了倦怠期。

回望七年的里程，有转折起伏，也有静水微澜。七年的里程，让平凡的我们超越了渺小的自我，成为了志

愿者；志愿服务的信念，更是我们超越世俗、超越物质的永不衰竭的激情与动力。

信念——是无私奉献的纯粹动机的坚持。是志愿者葛华“无论何时，都要想起当初为了什么而出发”的那

份坚定。

信念——是友爱进步的志愿团队精神的恒定认同。是志愿者胡红梅的“从当初的懵懂忐忑到现在的自信满

满，七年的志愿者经历让我收获良多，特别是在志愿服务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交到了不少亦师亦友的好朋

友，提升了自己。想起你们，我从心底浮起微笑”

信念——是理想精神家园的执着坚守。是志愿者吴知勇的“苏博志愿社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要用我的服务

来维护这份美好”。                  　　

信念，是志愿者陈树芳不惧路途遥远的承诺担当；信念，是志愿者闻婷在服务中遭受委屈时的淡然宽容；

信念，是志愿者朱建红捡拾起地上被观众扔了的宣传单页时轻轻的一句“以后慢慢会好的”。

信念，更是支撑起每一位苏博志愿者默默无闻坚持服务的精神支柱。

七年的里程，印刻着每一位志愿者的坚实足迹；七年的里程，记录着志愿者洒下的辛勤汗水；七年的里程

中一路都回响着志愿者的欢歌笑语。

七年里，志愿者的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引领着观众通往艺术的殿堂；数不清，志愿者为苏博的观众做过

多少次精彩讲解；难以计数，有多少人因为志愿者的影响而成为了志愿者。

七年，是一种成熟的姿态与标志，是来自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是我们额外收获的喜悦，是激励，更是

鞭策，让我们不会迷失在前进的道路上。

七年，对于苏博志愿者来说：这是一个新起点。

当初的举手握拳的誓言还在：践行承诺，奉献自己，服务大众，传播文化。

勿忘初心，才能走得更远。

　　

2014，我们坚定信念，继续远行。

2013年度您为苏州博物馆及观众提供义务服务共计        小

时。感谢您利用业余时间为服务公众、传播文化所做的努力，愿您

在苏州博物馆的志愿者工作中能够收获新知、喜悦和感动，得到一

份快乐的志愿者经历。

祝您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亲爱的志愿者 ：

信念——远行的基石

◎文/王丽萍

苏州博物馆

                                                                                       2014年1月



2013年是苏州博物馆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第七个年头。七年的寒暑时光，记录了苏博志愿者——一群可

爱可敬、坚定秉持服务信念的伙伴，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历程。

2013年，苏博志愿者的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稳步提高，受到了广大公众的好评，志愿者的团队建

设稳步前进，规范有序，相关经验也得到了博物馆业内及其他公益组织的肯定和借鉴。

回顾过去，苏博志愿者收获了满满荣耀。这些荣耀背后都凝结着所有人的对志愿服务信念的坚持和辛勤付

出，每份肯定都离不开所有人的默默耕耘。

让我们翻开时间的册页，一起回顾2013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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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积极投身参与“衡山仰止——吴门画派之文徵明特展”

2013年11月12日-2014年2月17日，苏州博物馆举办“衡山仰止——吴门画派之文徵明特展”。    　　

为了更好地向广大市民介绍此次展览，并为来馆的观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苏博志愿社自8月10日开始组织

招募特展志愿者参与此次特展，为今年苏州博物馆的压轴大戏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展志愿者提供展厅讲

解、社区讲座和调查问卷等三个岗位的志愿服务，参加人员在苏州博物馆志愿社正式志愿者中产生，并且具备

一定的书画基础知识或者艺术学习经历。招募活动于8月底结束，9月份对入选的近30位志愿者进行了相关知识

内容的培训，10月份进行上岗前的考核工作，11月份正式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其中，“特展进社区”讲座重点选取了苏州大市范围内的居民小区、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十多所不同类

型的社区，在特展举办的初始阶段进行宣讲工作，进一步扩大特展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欣赏

展览。展厅讲解为来馆参观特展的观众提供平日每天一场、周末每天四场的义务讲解，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展

出作品。调查问卷针对特展观众进行跟踪访问，以便进一步了解观众对本次展览反馈意见，为苏州博物馆继续

完善自身工作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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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成为本年度新一批志愿者

2013年度暨苏州博物馆第九批志愿者招募工作于3月正式启动，经过对200余份申请表格的筛选，选取了

70人参加面试，于2013年3月10日、3月17日分两日举行了志愿者面试工作。面试沿用了往年的结构化面试形

式，全部由资深志愿者担任面试官，面试官与每位面试者进行了认真而仔细地交流，并对其做出客观评价。最

终43人通过面试进入了培训阶段。

本年度志愿者培训以课堂授课形式和现场实践形式相结合，围绕志愿者精神与内涵、苏州博物馆建筑与馆

藏、讲解技巧与冲突处理、文物基础知识等进行，以培养志愿者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超过

70%的申请人都是受到苏州博物馆志愿者影响继而申请志愿者的，有的是志愿者的同事、朋友，有的是在我馆

接受了志愿者的服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苏州博物馆志愿者团队的吸引力和博物馆日渐提升的社会影响力。

经过为期2个月的培训和五月上旬的正式考核，最终28人成为新一批志愿者，其中服务时间在周六、日的志愿者

5人，在周二至周五的志愿者23人。

授牌仪式上，魏保信副馆长对本次志愿者招募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市文明办副主任邱惠霞做了总结性发

言，肯定了苏州博物馆志愿者团队的建设成果，并勉励新志愿者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积极投身到博物馆事业中，为传播吴地文化、服务社会公众贡献心力。其中，一位正在攻读历史学硕士的

研究生蒋晨彧作为新志愿者代表发言。

01     第九批志愿者面试

03     第九批志愿者授牌仪式 04     第九批志愿者起立宣誓

02     第九批志愿者为期两个月培训

05     第九批志愿者代表蒋晨彧发言

01     特展志愿者为期一个月培训

03     03     文徵明特展苏州中学讲座

05     文徵明特展观众问卷调查

02     文徵明特展志愿者合影

文徵明特展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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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委会年会在苏州博物馆隆重举行

志愿者吴知勇荣获“第五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称号

11月26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江苏省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苏州市文广新局共同协办，中国博物

馆协会志愿者专业委员会、苏州博物馆承办的“2013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年会暨第五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

愿者之星颁奖仪式”在苏州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张建新，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

事长安来顺，江苏省文物局副局长刘谨胜，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李让，苏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尹占群，专委

会主任委员、宁波博物馆馆长纪云飞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近主持。

上午10时，“2013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委会年会”准时召开，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宣教部

主任闫宏斌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会议审议了2013年至2015年的三年工作计划以及专委会单位服务资源的共享方

案，对2013年专委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2014年专委会的工作思路。会上，我馆副馆长魏保信做了苏

州博物馆志愿者工作案例的精彩交流。

下午14时，“第五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颁奖仪式”在苏州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我馆志愿者吴

知勇荣获“第五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颁奖仪式后，苏州博物馆的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诗朗诵《苏

博的春夏秋冬》、男女声对唱《因为MUSEUM》等节目，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年度回眸
Retrospect of the Year

年度回眸
Retrospect of the Year

志愿者陈东荣获“首届苏州市优秀五星级志愿者”称号

2013年10月份以来，苏州市志愿者总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首届优秀星级志愿者的评选工作。

经各志愿服务团队自主推荐，苏州市志愿者智慧云平台网络投票以及苏州市志愿者行动协调委员会成员单

位联合评选，12月2日，评选结果出炉。我馆志愿者陈东荣获“苏州市优秀五星级志愿者”荣誉称号。

01     “牵手历史-中国博物馆第五届十佳志愿者之星”颁奖现场

03     参加颁奖仪式服务工作的志愿者代表合影 04     诗朗诵《苏博的春夏秋冬》

02     志愿者吴知勇“荣获牵手历史-中国博物馆第五届十佳志愿者之星”荣誉称号

志愿者陈东在颁奖现场与到场的苏博志愿者合影

丰富多彩的学习交流活动

湖州、宜兴之行
6月15-16日，志愿社组织志愿者一行39人参观湖州博物馆、湖笔博物馆、飞英塔石刻、宜兴陶瓷博物

馆、宜兴紫砂厂等。两天的行程，志愿者学习了解了湖笔的历史、制作工艺，陶瓷的制作工艺等相关知识。

01     志愿者参观湖州博物馆 02     志愿者参观宜兴陶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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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讲座

9月15日  志愿者莫剑毅主持《苏博志愿者北京之行交流看片会》，并与大家分享摄影的小技巧。

10月20日，志愿者潘尚敏为大家主讲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潘尚敏原本就是机械工程师，深谙铸造原

理，讲座中分享的青铜器铸造及表面保护工艺的知识，让志愿者们受益匪浅。

年度回眸
Retrospect of the Year

年度回眸
Retrospect of the Year

志愿者赴北京参观学习
5月23-26日，苏州博物馆组织志愿者一行

16人赴北京参观学习，成员为苏州博物馆2012年

度十佳志愿者之星及苏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委

员。此次活动的目的，不仅在于表达对志愿者长

期付出的感谢和回馈，更在于开拓志愿者视野，

加强苏博志愿者与其他博物馆志愿者的交流。在

参观学习过程中，苏州博物馆志愿者与故宫博物

院志愿者、国家博物馆志愿者、恭王府志愿者分

别进行了工作交流。双方在志愿服务的理念与模

式等方面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分享了彼此的

工作经验，加强了苏博志愿者与兄弟博物馆志愿

者之间的沟通和友谊。

04     志愿者在恭王府志愿者之家交流学习 03     志愿者在恭王府合影

02     

01     

听国家博物馆志愿者讲解

志愿者在首都博物馆合影

02-03     志愿者莫剑毅主持《苏博志愿者北京之行交流看片会》

01     志愿者潘尚敏主讲《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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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觉得，志愿者就意味着付出，但在我看来，做一名苏博志愿者，更多的是在分享，分享知识，分

享见闻，分享快乐。你把文物知识分享给游客，热情的游客也常常将他们的游历见闻分享给你。分享，让我变

得富有，变得充实；志愿，让我收获友谊，收获快乐！

                                                                                                                                                           ——高慧娴

2013年加入苏博这个集体，星期天下午突然变的有意义起来。在这里收获的不仅是吴地的文化，更多的是

接触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志愿者和听众。在展馆里静谧的欣赏展品，听前辈挥洒自如的演讲，与听众共同分享

展品背后的故事逐渐成为日常生活里的一个闪光点。希望新的一年里我能在苏博吸收更多的正能量并释放。

                                                                                                                                                           ——孙雯雯

 不知不觉在苏博已有近两年时间，记得刚来苏州的时候就对这座通体白墙青瓦又散发着浓郁现代气息的博

物馆心驰神往，后来终于得偿所愿，宣誓成为苏博志愿者那天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日久弥新。在苏博的这

两年我实现了自我，收获了受益终生的友谊，也努力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工作，热

爱在苏博发生的一切，我相信我会和大家一起走下去，去迎接崭新的更加美好的2014！

                                                                                                                                                               ——苏迅

2013，因为每周的志愿讲解和引导而充实，和游客互动交流更让人愉快。因为苏博，我边走边学边成长。

                                                                                                                                                               ——陈谧

我爱志愿服务，不是因为你们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们。

                                                                                                                                                               ——王蓉

选择在苏博做志愿，添下了我大学生涯最让人开心的一笔。从报名到面试，到层层的筛选，让我体会到了

无偿志愿的严谨性。从最初的引导到如今的讲解，我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长。不仅让我在讲解与资料查询

中与文物结下深厚感情，更让我的演讲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能与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交谈，也让我的工作愈发精彩生动！我喜欢志愿者工作，喜欢苏博，不论将来我会在哪里，志愿的脚步一定

不会停歇。

                                                                                                                                                               ——汤嘉

　　

你言  我语
Say You  Say Me 

当带上胸卡的那一刻，志愿者有着怎样的心理状态

当接受志愿者服务的那一刻，观众有着怎样的内心期许

当志愿服务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路走来，志愿者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

每周一次的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苏博服务一年多的时间里，感觉自己从青涩到

熟练、从忐忑到沉着的转变，内心是非常喜悦的。做好每一次的服务工作，在服务中提升自我，在服务中感受

快乐和满足，在服务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感谢苏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忘初

心，无怨无悔，坚持用心，自利利他！

                                                                                                                                                           ——谢明俐

从大一开始做志愿者，这段经历也伴随着自己整个大学生活，再到实习，工作。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是

全情投入，什么是不计付出，这里像是我的另一所大学。谢谢有这样一群契合的志愿者朋友一起见证成长。

                                                                                                                                                               ——沈俐

可能大家都觉得做志愿者需要付出许多，但我觉得做苏博志愿者更多的是收获，收获了知识、收获了笑脸

和认可、更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作为一名苏博志愿者我很开心，也十分感恩与大家相处的每段美丽时

光——因为有你，真的很好！

                                                                                                                                                             ——张颖

每一次服务能够得到游客观众一声谢谢，所有时间的，背后的准备都是值得的。博物馆不光是一个互相学

习的地方，更多是发现自己存在价值的能量所在。有那么多小伙伴的陪伴鼓励，无论何时来博物馆都欣然雀

跃！

                                                                                                                                                           ——曹羽佳

来自志愿者的声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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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s'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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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心语
Volunteers' Voice

朋友，下一个应该是你！   

◎文/吴知勇

这是在接受大会颁发2013年中国博物馆志愿者十佳之星奖杯时的感言。将其献给苏博，献给苏博志愿社，

献给全体苏博志愿者。

You will be the next，my friend

——献给苏博志愿者

苏博，再一次掀起我生命的浪花，

在历史的长河中，灵魂得到升华。

“感谢有你”的2010年，

我成为苏博志愿社的一名“新兵”，

面对开启的一扇扇知识之窗，如饥似渴。

“为我们喝彩”的2011年，

我成长为苏博志愿社的一名“士兵”，

面对观众一双双求知的眼睛，责任重大。

“梦想，在路上”的2012年，

我现在是苏博志愿社的一名“老兵”，

面对一个个年轻的新兵，倍感致亲。

在2013年“牵手历史”的颁奖台上，

我被荐为苏博志愿社的一名“标兵”，

手捧晶莹剔透的水晶奖杯，感恩自生。

粉墙黛瓦的苏博，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这里有历史的长廊，更是知识的海洋。

古朴的书画，述说着吴门文化的辉煌；

静默的文物，承载着吴地千年的沧桑。

苏博的生活，为我们的人生添彩；

这里集聚着青春靓丽的志士男女；

这里也有须发斑白的退休长者；

我们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索求；

这是一个充满奉献和爱心的团队，

这是一个没有虚荣和功利的集合。

志愿心语
Volunteers' Voice

感谢苏博，感谢苏博志愿社。

苏博的春夏秋冬，

传播着欢快的洁音，焕发出不朽的青春；

苏博的春夏秋冬，

孕育着虔诚的心灵，诠释着奉献的真情。

苏博的春夏秋冬

演绎着多彩的人生，构建起无悔的终身。

我爱苏博，我爱苏博志愿社；

我更爱那些走进苏博的观众和来访客！

今天，走上“牵手历史”奖台的是我；

朋友，请记住：下一个应该是你！

你们来了，你们是苏博的志愿者！

在前进的路上，让我们记住志愿者的名字。

我们——是苏博的志愿者。

2013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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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林丰草”

◎文/庞问天

前不久，2013年全国志愿者大会在苏博召开，吴知勇老师被评为全国十佳志愿者，他在领奖台上笑容由

衷，颁奖结束又立刻投入了讲解。而东哥又获得了苏州市首届优秀五星级志愿者称号，几乎每一个节假日，都

能看到他在引导岗位上忙碌的身影。

我曾经很好奇，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热爱这个没有名利，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去学习服务的志愿者岗位的呢？

　　

于是我问起大家加入志愿者的缘由。收集到的答案各式各样。有通过报纸网站得知便来了的；有陪朋友却

阴差阳错自己成为志愿者的；有受到师长亲友的影响而来；有兴趣所致想要更多学习充实自己的……而印象最

深的，是跟谢明俐的交流。她说，那是苏博的一次特展，主题是“英国制造”。一位志愿者生动的讲解使她的

心头荡起了涟漪。回家点开苏博官网，兴奋不已地报名加入志愿者。于是，就等来了面试，培训，考核……但

当她终于正式上岗，却再也没在志愿社活动中见到当初为她讲解特展的那名志愿者。她甚至把照片找了出来，

告诉我——哝，第一排最右那位。后来了解到，那次特展有一批特招的志愿者，不是长期服务。听过这个故

事，在我的揣测里，她大概是有那么些许的伤感，那个她在成为志愿者以后想说“谢谢”的人，也许以后再也

不会相见。但与此同时，那名志愿者的服务与奉献，又促使她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

有一个如她当年那样的游客，因她精彩的讲解加入志愿社……一想到志愿精神会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传承，让

更多人从博物馆得益，我突然觉得非常美好。你是否也会会心一笑呢？

　　

而对于成为志愿者以后的感触，大家的看法竟出奇的一致：学海无涯，想多取一瓢；或是结识志趣相投的

良师益友；亦或者是分享所得，更多实现自我价值。

　　

这两个问题，也有朋友问过我。我原本只是偷懒，说，因为有趣。再一细细思量，这份有趣，大概就如书

评人评价我很喜欢的作家森见登美彦时的那句“有趣是重要的天赋”。当看到《奢华之色》里介绍“曹娘娘

墓”里出土的那对金握；读《三国志》看到钟繇钟会传，又因为准备文徵明特展查阅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

书》里那句“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些古人之间又有着那么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在读芥川龙之介的短

篇时，都会发现“王时敏”这个每次讲解都会提到的名字……这一切的一切，这与古人“人生何处不相逢”的

喜悦， 想来，只有在成为了博物馆志愿者之后，才体会得如此真切。

My Spirit Paradise
因为想念，所以回味

◎文/金邵婓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想写的一篇小文，却在时隔近两年之后重新拾笔。

水墨印记   文雅之气

那是2009年，第一次走进苏博，是因为要准备苏博志愿社的面试——我想成为苏博志愿者。

那一次，是和同学一起到苏博游玩。三个人，各自拿着卡片机这里拍拍，那里也拍拍。惊叹于苏博里的各

种美——景色美，宝贝也美。

很幸运，顺利通过面试。开始每周往苏博跑，参加培训。

来得次数越多，就越觉得苏博的沉静内敛，有一股文雅之气。走在主庭院中，感觉是走到了一幅水墨画

中。

讲解得越多，对博物馆、对这些宝贝好像也越有感情。这次苏博的文徵明特展有同事想要过来看看，竟是

像在介绍自家宝贝一样推介。

苏博的片石假山、廊桥、真珠舍利宝幢、秘色瓷莲花碗……仍旧那么熟悉。

 光影魔术   流连忘返

苏博的光影像是魔术一样，让人惊叹。

那是2010年，正值炎夏，讲解完之后博物馆里的游客并不多，特别静谧。独自在苏博晃荡回味时，深深着

迷于苏博的光影，急忙跑回休息室，拿出了小卡片。

走在西廊，近傍晚的阳光已然柔和许多，透过仿木饰面的金属遮光条投射在墙上、地上，层层叠叠的光影

让我兴奋。就这样，顺着光影一路走下去，一路拍下去。西廊、二楼台阶、庭院……

昨天看到苏博的官微上介绍西廊的词句，仿佛好像又在那光影变幻的西廊里为游客讲解……

偏爱静谧的苏博。那时，如果时间充裕，总会在服务完之后，在馆里晃荡晃荡。每当傍晚，苏博的光影总

会让人惊喜不断。

 苏博靓影   回味无穷

苏博的宝贝，让我惊叹的是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沉迷于苏州浓厚的文化底蕴。

苏博的靓影，总是给我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温馨。

昨天，走进苏博的大厅，眼睛首先看的是曾经服务的地方——志愿者服务台。MOMO在那边引导，耐心地

回答着游客的问题。讲解安排是满满的。

趁同事在二楼看展的间歇，跑到看西廊的最佳位置。看着西廊里的人来人往，看着光影细密的投影。

时光穿越了。

紫藤苑里的聊天，大厅里、展厅里的练习讲解、考核，游客那求知的眼神，讲解结束时的掌声……

如今，他们——苏博志愿者仍在服务着、讲解着。而我，在远处穿越着怀念。

                                                                                                                            ——2013年11月23日晚于吴江

Remember with longing，retrospect with smiling

——想起那些年的那些事儿，想念那些景里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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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优秀志愿者2013
对于任何一位志愿者来说，优秀都不能用时间来衡量，但却可以用心体会。

前行的路上，让我们一起记住他们的名字……

1、2月优秀志愿者 3、4月优秀志愿者

5、6月优秀志愿者 7、8月优秀志愿者

9、10月优秀志愿者 11、12月优秀志愿者

Outstanding volunteers of the year 2013

是的，如此真切。

在这之前，读到书中古代的纹饰“雷纹”“兽面纹”“卷草纹”……那一个个词汇在我看来只是美好，非

常美好。直到置身博物馆，仔细观摩，才真正为古人的审美所折服……

在这之前，听到“金缕玉衣”，想象它的华美。却不曾见识过它前身的玉敛葬饰件上那精美的纹饰，玉甲

打孔的细致……

在这之前，对孙坚孙策的概念，只停留在破虏将军伐董屡胜的忠烈与“霸烈谁堪敌伯符”的威武。时光却

在那一对原始青瓷五连罐前停滞了下来，仿佛触手可及，留下一句“人生几何？”在耳畔回响……

在这之前，游览盘门，只觉若是风起云涌，站在城墙俯瞰苍生，心中会是多么豪迈。却不曾深究过瑞光塔

里舍利宝幢记载的千年谜团……

在这之前，虎丘塔在我心中，只是一个走一路可以讲一路传说的游览好去处，脚下有着三次大旱不曾发掘

的神秘剑池。却不知在那倾斜的塔身天宫里宝藏着的那一朵盛开的莲花竟经历那么多年才被正名，那些入塔的

文物又经历过会昌年间怎样的磨难……

在这之前，《长物志》《闲情偶寄》这类书籍，大概只是随手翻阅，说不定会束之高阁。却在来到这里后

细细读来，对照展厅意趣，一时间豁然开朗……

在这之前，对瓷器的了解只有青花龙泉，对玉器除了一句“苏工闻名”便说不出其他。来到这里，光是五

大名窑便让人花了眼，阴刻阳雕圆雕透雕的技法终于能分清楚……

在这之前，一幅刺绣奔马图怎么看都只有黑白灰三色，却不知道刺绣技法讲究套色，这一套灰调，竟要用

上至少四八三十二种色彩的丝线……

在这之前，读到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之动容。来到宋画斋，推开那一扇小轩窗，仿佛望

见了那一夜的明月，望见了诗人幽梦中还乡的思念之人，泫然欲泣……

　　

能加入志愿社，总觉得是件幸运的事情。

六月，去湖州宜兴，飞英塔铁佛寺博物馆陶瓷紫砂厂大开眼界之余，深留心间的还有那太湖落日、竹海溪

涧、山间清风；七八月，新人们在老师们指导下纷纷通过考核，上岗时互相鼓励“加油！”，是多么振奋；九

十月，文徵明特展的相关准备按部展开，被大家的学习热情带动开始翻阅书画资料，再次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

大门；十一二月，特展拉开帷幕，从起初的兴奋与匆忙、磕磕绊绊，到现在渐渐自如起来；终于到了年底，各

组又开始为年会表演忙碌，组长每周都会提醒，让人头疼……日子因为这些活动而忙碌充实，不知不觉，每当

要去博物馆时，心头竟然洋溢起一种喜悦。就像同届的一位志愿者所说——“当我每次开始讲解，说欢迎大家

来苏博参观的时候，会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就像去别的博物馆参观，我会非常自然的对打开闪光灯的游

客进行提醒“您好，在博物馆摄影，请不要使用闪光灯哦。”就像现在看到一本好书，发现一个好去处，一件

新玩意，也会有了更多朋友分享……

　　

到了这里，我似乎可以解答最开头提出的问题了。是什么让大家如此热爱志愿者这个岗位，这个要付出时

间与精力，没有任何物质的回报的岗位。

因为志愿服务，也已经渐渐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我的“长林丰草”。

王      年       是建国       汪玮瑾       

陈树芳       黄      霞       杨俭峰       

胡红梅       耿      明       王      轶       

朱建红       李忠琴       卫士英

张剑云       史      琳

张宇洁
吴知勇       沈      俐         杜      斌

王丽萍
韦 芳

讲 解：

引 导：

调 度：

社会教育：

王      年       胡红梅       是建国

杨俭峰       缪      青       王      珊

陈树芳       朱彦霖       汪玮瑾

耿      明       朱建红       张剑云

李      倩       李忠艳

陈     东

王丽萍       刘江陵       杜     斌

吴志勇

张     丽

讲 解：

引 导：

调 度：

社会教育：

张骅雯       王      年       缪      青

陈晓青       黄      霞       潘家炎

张宇洁       耿      明       高慧娴

王      轶       陈菲菲       朱      丹

杨俭峰       王      俊

欧润杰

韦      芳       吴知勇       刘江陵

莫剑毅

吴梅岭

讲 解：

引 导：

调 度：

社会教育：

王      年       沈      俐       缪      青       

郭春兰       胡红梅       卫士英       

王      轶       陈树芳       余浩雪

汪玮瑾       高慧娴       耿      明

李      好       陈松涛

陈      东

吴志勇       王丽萍       杜      斌

袁      樱

张      丽

讲 解：

引 导：

调 度：

社会教育：

陈      东      庞问天      王      年

王      怡      是建国      王      轶

钱      江      汤      嘉      耿      明

郭春兰      吴      斌      时晓燕

赵思蒙      顾智培

胡红梅

王丽萍      黄晓岚      吴知勇      

赵      斌

张      丽

讲 解：

引 导：

调 度：

社会教育：

张宇洁       王      年       汤      嘉

陈      智       庞问天       洪晓婷

陈晓青       吴大壮       朱建红

乔      巍       孙      勤       严      甜

陈树芳       赵丽娜

陈      东

吴知勇       潘尚敏       黄晓岚

杜      斌

张      丽

讲 解：

引 导：

调 度：

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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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她探求真谛，默默传递着知识的薪火；在博

物馆的展厅中，她热心服务，尽情延续着文化的脉络。她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以淡泊和率真展示着教师的职业风貌与人格魅力。

最佳新人奖

庞问天

她初出茅庐便自告奋勇，率先通过全程考试；她上岗伊始便用心

体味，服务心得尽收笔端，细致用心流露于字里行间。她的加入，给

志愿团队带来了一缕午后阳光。她说，在这里，快乐何处不相逢。

沈悦

他的脸庞略显青涩，讲解时却机智沉稳。他的学业依旧繁忙，服

务时却从不缺席。这是一个低调内敛的男孩，正迎着青春的朝霞奔波

于学校与博物馆之间，不断突破自我，不断迈向坦途。 

谢明俐

一场英国制造的志愿讲解，在她的心里种下了志愿服务的信念。

她将执着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信念生根发芽；她将持久转化为奉献

的雨露，让理想开花结果。不计付出，不愿放弃，正是她为志愿精神

提供的独特注解。

葛华

在展厅里，他手持引导牌，时而微笑肯定，时而眼神提醒，时而

细语劝告，时而手势指引。他在最普通的岗位上，用持之以恒的信念

告诉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为了什么而出发。

张丽

坚定的信念，满腔的热忱，让她战胜了种种困难，开始了博物馆

中的“新事业”。细致的服务，耐心的指导，由她在社教服务中演绎

得恰到好处。在她身边，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颗依旧年轻的美丽心

灵。

年度表彰
Annual Awards

2013年度志愿者之星
Top 10 volunteer stars of the year 2013

最佳贡献奖

王年

有一种敬佩源自朴实，她的言语平实无华，却大方无隅，掷地有声；

有一种信任源自责任，她的工作庞杂琐碎，却大象无形，有条不紊；

有一种崇敬源自作为，她的贡献默默无闻，却大音希声，不可或缺。

最佳耕耘奖

黄晓岚

精准的调度统筹，全情的服务投入，她沉着稳健，虚怀若谷；引

人入胜的讲解，循循善诱的辅导，她澄澈明净，润泽万物。她就像一

幅写意山水画，宁静中却散发着别样的吸引力。

张颖

她叫“若微”， 纤细如微尘，却润物细无声。周日的午后，在任

何一个需要她的地方，都会有她真诚服务的面庞。但问耕耘，莫问收

获，热情能支撑暂时的梦想，坚持更能映照信念的可贵。 

王涛

从塞上江南来到人家尽枕河的水乡，西北汉子平添了几许儒雅之

风。引据经典的讲解令人神往，兢兢业业的辅导让人钦佩。藏海探天

的宽广胸怀，装满了对第二故乡的浓浓大爱。

最佳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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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 

2月24日  

3月10日 

3月23日  

4月23日  

5月18日  

5月23-26日 

6月1日  

6月2日  

6月15-16日 

8月10日  

8月24日  

9月1日   

9月7日   

9月15日  

10月20日 

10月24日 

11月   

11月9日  

11月16日  

11月26日

11月28日 

11月30日 

12月2日 

12月14日 

苏州博物馆2013年度志愿者工作总结大会暨志愿者之星颁奖仪式

 志愿者接待苏州义工网联系组织的农民工子女20人来馆参观

 2013年度暨第九批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

第九批志愿者开始为期8周的培训

志愿者接待里河社区“阳光俱乐部”成员来馆参观

第九批志愿者授牌仪式在苏州博物馆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一行16人赴北京参观学习

志愿者王丽萍给苏州中学学生志愿者做岗前培训

 志愿者接待市公益组织来馆参观

志愿社组织志愿者一行39人参观湖州博物馆、湖笔博物馆、宜兴陶瓷博物馆等

举行全体调度半年度会议

“文徵明特展”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

 第九批志愿者通过全程考核者开始正式上岗

“文徵明特展”志愿者开始为期4周的培训

志愿者莫剑毅主持《苏博志愿者北京之行交流看片会》

志愿者潘尚敏讲座《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市文广局到博物馆调研志愿者组织活动情况

“文徵明特展”志愿者开始为特展提供各项服务

志愿者胡红梅、王丽萍给中学生志愿者做岗前培训

志愿者一行8人参加园林博物馆学术讲座

2013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年会在苏州博物馆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志愿者吴知勇荣获

“第五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称号。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来馆交流

志愿者接待“爱心小屋”组织的农民工子女来馆参观

志愿者陈东荣获 “首届苏州市优秀五星级志愿者”称号

志愿者一行5人参加苏州地区公益组织羽毛球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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