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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邮电大学在读博士生张佳鑫
□本报记者 任洁

90后博士生科技服务“银发族”
候候选选人人风风采采

道道德德模模范范

———记北京市清华长庚医院志工队队长李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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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让退休生活更精彩
□本报记者 唐诗

“2014年 ， 我在报纸上看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志愿者招聘公
告， 报名后成为了首批8名志愿
者中的一名。 现在， 我们的队伍
已经有400多名注册志愿者了。”
李佩林今年64岁， 退休前在北辰
集团担任审计主管， 2014年担任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志工队副队
长， 2015年至今担任队长， 除做
一线志愿服务外， 还负责组建、
培训、 任务分配等工作。 李佩林
从事志愿工作4年期间， 由于表
现突出， 今年7月被北京市志愿
者联合会评选为北京市五星级志
愿者， 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首批
获此称号的三位志愿者之一。

“除了锻炼身体， 退休后大
部分时间都用在做医院的志愿服
务上。 志愿服务的价值获得感不
仅在于付出了服务， 还在于收到
的很多感谢。” 李佩林说。

一次次录入
帮志工队成员完成注册

“我的女儿现在在国外生
活， 她英语很好但医学术语不太
懂， 在医院生产期间， 志愿者提
供了无偿的帮助。 我们当时受益
于志愿者， 所以感受到了志愿者
对患者的帮助作用。” 李佩林说，
清华长庚医院初建立时， 天通苑
附近的居民都很期待小区附近的
这家市属三甲医院， 2014年她得
知在招志愿者时就赶紧报名， 顺
利成为志愿者还担任志工队副队
长。 她和其他7位第一批志愿者
分头招募附近居民加入 ， 随着
163位居民的陆续加入， 队伍初
步建立。

“几年过去了， 现在想来当
初遇到的困难都不是事。 但当时
想要一下子把工作从零做起， 却
千头万绪， 我们可以说是白手起
家。” 由于招募的志愿者以退休
人员和老年人居多 ， 不会用电

脑、 微信成了首个问题。 在给成
员们在网上进行注册用来记录服
务时长时， 李佩林发现很多成员
此前在社区注册过， 再次注册就
会无效。 加上老年成员们不熟悉
电脑使用， 不清楚自己的密码，
导致无法重新注册， 李佩林就和
文书组联系市志愿者联合会一个
一个注销， 或联系老年成员们所
在社区居委会用当时注册的邮箱
和密码， 再次完成注册。

“志愿者注册、 档案管理，
一个个录入的工作量挺大的， 但
我想在工作开始做时就要正规
化。” 李佩林告诉记者， 由于电
脑、 微信培训课程的开展， 现在
年老些的成员们全都掌握了相关
的技能。

作为副队长， 李佩林还负责
组建了工作组中的周二组， 并安
排活动组和后勤总务组的工作。
“成员的热情很高涨， 这点不用

担 心 。 重 点 在 服 务 时 要 告 诉
大 家 应 该 做 什么并怎么去做 ，
做到让患者感到温暖的同时， 不
触碰对方的隐私。” 由于志愿工
作认真负责， 2015年， 李佩林开
始担任志工队队长。

一朵朵玫瑰花
温暖祝福感动患者

在负责职工队活动组的志愿
服务当中， 李佩林会和组内志愿
者们筹办一系列活动， 入春节为
病患送春联、 儿童节为患儿送礼
物、 圣诞节为大家送礼品、 母亲
节为女性患者送鲜花等。 这些温
暖的小举动， 有时却深深地感动
着患者及其家属们。

去年母亲节， 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职工队举办了慰问送玫瑰花
的活动。 李佩林到急诊室去送花
时， 注意到一个病重的老人闭着

眼躺在病床上， 不忍打扰老人休
息的她就蹑手蹑脚地准备绕着
病 床 走过去 。 老人的儿子却让
李佩林等一下， 他想给母亲送一
朵玫瑰花。

李佩林回忆， 当时老人的儿
子把花放在了母亲的手里， 并轻
声唤着母亲， 希望最喜欢花的母
亲能睁眼看一看。

“当时老人还真睁开了眼
睛， 他的儿子一下子就流泪了，
我也落泪了。” 李佩林说， 当她
亲眼看到一朵花能温暖他人， 帮
助母子完成一次心灵的对接， 她
十分感动。

“有时帮助病人挂号、 指个
路、 解答他们的疑惑， 也会听到
许多句感谢。 我觉得付出了一些
就收获了如此多的真挚谢意， 这
样的快乐是在满足中升华出来
的。 我很高兴退休后发挥出了余
热。” 李佩林说。

一声声劝导
为患者解决各种问题

在志愿服务中， 志愿者们也
会遇到不被理解的情况。 有一天
上午9点多， 李佩林刚上岗服务
没多久， 一位70多岁拄着拐杖的
老大爷来挂心脏内科的号， 却被
告知当天的号已经满了。 由于老
人并没有提前预约， 没挂到号就
着急起来， 大声叫喊还敲着拐杖
发出刺耳的声音。 坐在椅子上的
老人闹脾气， 还说要打人， 李佩
林上前劝说可以帮着预约第二天
的号， 可老人赌气说不用； 劝他
挂个急诊先看看 ， 老人也说不
行， 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

当时医院的保安还劝李佩林
躲一躲， 但当她想到自己走开了
老人还是会闹， 让年轻的医护人
员处理起来会更有难度， 她就继
续安抚着老人。 李佩林随后查到
老人的病历找来了老人的家属，
并和其他志愿者帮其预约挂号，
老人的情绪终于安抚好了。

还有一次， 一个初中生来打
针特别害怕， 妈妈怎么劝都没有
用， 初中生还是害怕地躲闪并拒
绝， 李佩林就对他说： “你已经
长大了， 下次都可以自己来打针
了。” 过了一会， 初中生果然自
己去打了针。 “在志愿服务中 ，
一线志愿者起到的作用很大。 有
时要把老人当成小孩对待， 有时
还要把小孩当成大人对待。” 如
今李佩林个人志愿服务的时长已
经达2500余小时。

“在我们志工队这个气氛温
暖又纪律严谨的大家庭中， 我最
大的收获就是快乐和满足感 。”
李佩林说， 这支志愿者队伍多数
是50后、 60后 ， 接下来会针对
志 愿 者 本 身 组 织 更 多 更 丰 富
的 活 动 ， 让 他 们 的 精 神 生 活
更丰富一些 。

能读到北京邮电大学的博士
研究生， 1990年10月出生的张佳
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但他
并不是停留在象牙塔尖 “两耳不
闻窗外事”， 而是热心公益事业，
6年来无偿帮助老年人学习信息
化知识， 他发起的 “夕阳再晨”
公益助老项目累计服务近6.5万
小时。

张佳鑫来自陕西汉中， 在北
京读书的他发现年轻人与科技亲
密接触， 而老年人却因为种种原
因停滞在信息化社会之外， 无法
享受现代科技的便捷。 能不能为
他们做点什么呢 ？ 他动起了脑
筋。 2011年， 受到希望工程激励
行动BC计划的启发 ， 他找到志
同道合的13个同学， 决定成立桑
榆守望者公益服务团队， 专门为
老年人提供科普服务， 项目名字
定为 “夕阳再晨”， 意为让夕阳
再度焕发青春变成朝阳。

为老年人提供切合实际的服

务，首先要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
为此， 张佳鑫带着团队深入京城
多个社区走访调研， 了解老年人
的喜好。 回来后他们把结果分门
别类，利用所学专长，量身打造出
丰富的个性化学习计划： 使用电

脑 、 数码相机 、MP3、ATM取款
机、网上预约挂号、缴纳水电费、
查询健康养生急救知识、 防止网
络诈骗……再利用课余时间，分
步骤去教授老年人。

项 目 刚 起 步 时 没 有 名 气 ，

“夕阳再晨” 团队先去学校周边
社区宣传， 一点点说服大爷大妈
来听课； 没有经费， 团队就靠双
手去挣 ， 他们卖过雪糕 、 明信
片、 芦荟胶， 派发过洗发水， 与
企业合作义卖， 通过多种方式把
项目延续下来。

因为他们的耐心细致， 授课
内容浅显易懂， 老年人掌握得很
快， 与年轻人一样开始享受网上
冲浪，团队的口碑很快建立起来。
“夕阳再晨”项目于2011年2012年
连续两年获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及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颁发的
“激励成果奖”“营销先锋奖”，还
承接了教育部 “银龄发展工程资
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

在开展公益活动的过程中 ，
张佳鑫发现一些高校公益社团存
在圈子小 、 宣传渠道不畅等问
题， 在海淀区精神文明办的指导
下， 2013年他发起 “高校正能量
联盟”， 借助助老项目的运作经

验 ， 带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
102所高校的182个公益团队， 每
月开展网络文明倡导、 文明出行
引导等活动， 践行志愿服务， 为
大学生搭建公益事业发展平台，
服务社会和弱势群体， 并为优秀
团队提供企业孵化、 跨界资源筹
措、 融资等服务。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 6 年 来 ，
“夕阳再晨” 项目团队累计服务
近6.5万小时 ， 开发助老教学套
餐超过37.8万字共计1036页， 荣
获全国敬老文明号、 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大赛全国金奖 、 北京市
“最美义工 ” 榜样团体等奖项 。
“高校正能量联盟 ” 公益项目
在全国 “创青春” 大赛中荣获金
奖， 张佳鑫本人则荣获 “2014北
京榜样”、 2017年北京青年五四
奖章等荣誉。 “用一个很小的杠
杆， 撬动一个天平， 帮助到更多
的人， 这就是我的梦想。” 张佳
鑫说。

张佳鑫 （左二） 教授社区居民学习网上预约挂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