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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如陵一直都在做志愿者。
他人生的第二个30年给了西藏，
支援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 退休
后回到北京， 他又当起了社区医
生， 义务服务居民。 叶如陵说，
作为雷锋的同龄人， 要做一辈子
的志愿者， “我是一个老党员、
退休社区医生和志愿者， 我将用
我的爱心和知识， 奉献给我的祖
国和人民， 直到永远”。

支援边疆建设31年
去西藏那年， 叶如陵只有29

岁。 他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
外科医院医生， 随卫生部医疗队
到西藏支援西藏医疗卫生事业。

第一次来到西藏， 就在一个
海拔5200 米的煤矿上工作 。 当
时， 那个地方严重缺氧， 辐射强
烈， 艰苦的自然条件使叶如陵的
血色素高达23.9克， 几乎是正常
人的两倍， 他眼睛充血， 嘴唇青
紫， 心脏扩大， 呼吸困难， 晚上
不能平卧。

可就算这样， 也没有吓跑叶
如陵， 他反而选择留下。 当时援
藏时间定的是三年， 但七十年代
在西藏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太少
了。 当看到藏族第一代煤矿工人
祈盼他留下的眼光时， 叶如陵意
识到 “像我们这样的人， 北京太
多 ， 而西藏太少 ， 西藏需要我
们”， 于是便留在了西藏， 继续
支援边疆建设。

这一干就是31年。 他和同事
们共同奋斗， 为西藏高原三级甲
等医院建设以及西藏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将 “老西藏精神”融
入社区

2000年， 叶如陵带着 “老西
藏精神 ” 退休回到了北京 。 那
时， 一些大医院多次登门高薪聘
请他出山 ， 叶如陵一时犹豫不
决。 一天在社区锻炼时， 一位老
人过来打招呼 ： “我等你两天
了， 想请你帮我看看病。” 那一
刻， 叶如陵眼前一亮， “我这样
的人 ， 医院里很多 ， 社区里太

少。” 叶如陵决定做一个社区志
愿者和社区保健医生， 在社区里
无偿为社区居民看病和咨询。 为
了让居民能随时找到自己， 叶如
陵把家里的电话向社区居民公
开， 家里电话成为了咨询热线，
随时接受居民的电话咨询。

一个人的力量太小， 叶如陵
又组建了 “叶如陵团队工作室”。
由一些退休的医务人员组成， 共
同义务为孤寡老人服务。 他们经
常深入到 “空巢家庭” 中走访，
每周一固定在居委会门前的服务

站为居民看病解疑、 开出健康意
见， 无偿为社区百姓提供义诊、
咨询、 医疗知识普及等服务。

一次， 叶如陵从外面回到社
区， 居委会马主任急匆匆跑来：
“汪老爷子不行了 ， 你去看看
吧！” 这位老爷子80多岁了， 患
有前列腺癌， 做过手术和化疗，
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叶如陵很熟悉老人的病情，
很快就诊断为典型的低血糖昏
迷 ， 立即给老人喂食了含糖饮
料， 老爷子慢慢醒了过来。 此时

老爷子的儿子赶了回来， 激动地
说： “因为您对我爸爸的病情很
了解， 短短十几分钟就解决了，
这要是送到医院， 医生不熟悉一
项项排查， 肯定会耽误病情。”

心中有爱做一辈子
志愿者

2001年， 北京申奥成功， 叶
如陵也搭上了奥运快车， 从此更
忙了。 他不仅在社区值班巡逻，
给居民看病， 还给奥运急救员讲
课。 “在发达国家， 拥有急救员
身份的志愿者很普遍， 而中国很
少。” 2006年， 北京开始着手培
训18万名奥运急救员。 叶老被朝
阳区红十字会选中， 成为培训团
首席讲师。

2010年， 叶如陵被选为首批
志愿者， 到上海世博会北京馆参
加志愿服务， 成为志愿服务团队
中最年长的一位。 “每当看到游
客响应我们的志愿行动， 我都很
有成就感， 因为通过我的工作，
可以把微笑、 爱心和志愿服务精
神传递给更多人， 这是志愿者工
作很大的一种意义。”

叶老服务归来， 与地区居民
分享世博会的经历时很自豪 ，

“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
片 。 虽然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很
大、 很辛苦， 但是我们时刻都感
受到自己对社会有用、 被别人需
要， 内心时刻充满阳光， 这是作
为志愿者最大的幸福。”

现在， 叶老有很多套不同颜
色代表不同身份的志愿者服装：
黄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虽然
他也搞不清不同类别志愿者有啥
区别， 但他知道， 黄色T恤是讲
课时穿， 红色是在社区站岗穿，
蓝色是志愿岗亭值班穿的， 绿色
是世博会上服务时穿的。 而无论
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 他都是一
名志愿者！

十余年来， 叶如陵以志愿者
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残奥
会、 上海世博会、 广州亚运会的
志愿活动， 还多次到新疆为少数
民族百姓看病， 到 “毛主席纪念
堂” 做志愿服务， 把志愿服务和
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在一起 。 现
在， 叶老还担任几所大、 中、 小
学的校外辅导员， 常常利用业余
时间到学校为年轻人讲党课， 带
领新党员宣誓， 重温入党誓词。

近年来， 叶如陵被评为全国
最美志愿者、 全国优秀党员、 中
国红十字 “志愿者之星” 奖章、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中华
孝亲敬老楷模 、 全国优秀志愿
者、 首都道德模范、 “北京奥运
会、 残奥会” 先进个人、 全国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 北京市群众心
目中的好党员、 北京市首批五星
级志愿者。

众多荣誉加身， 但叶老不会
忘记他的志愿服务。 他说： “我
是一个老党员、 退休社区医生和
志愿者 ， 我将用我的爱心和知
识， 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直
到永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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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汉族， 1940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 籍贯南
京， 历任西藏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 副院长等职务。 1970
年， 29岁的叶如陵支援西藏医疗卫生事业， 一干就是31年。 2000
年他带着 “老西藏精神” 退休回到了北京， 谢绝高薪返聘， 留在
社区， 作为社区志愿者和保健医生， 无偿为居民看病和咨询， 并
把家里的电话向社区居民公开， 成为咨询热线电话， 随时接受居
民的电话咨询。 他还组建了 “叶如陵团队工作室” ,由一些退休
的医务人员组成， 义务服务于孤寡老人。 叶如陵获评全国最美志
愿者、 全国优秀党员、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中华孝亲敬老
楷模、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北京市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 首
都道德模范等称号。

个人事迹介绍：

叶如陵

许月， 女， 1986年8月出生，
任北京聚牧源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许月推广有机饲料养猪因出
栏慢不被认同， 她便包下农场自
养并申请有机认证 。 价格上来
后， 为减轻合作农户负担， 她免
费提供饲料待收购生猪时才扣
除， 但严守质量关。 合作社还种
植有机蔬菜， 入社农户平均收入
高出非社员13%。 事业发展后她
“养老助残” 已覆盖31个村。

朱金元， 男， 1974年10月出
生，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

退伍律师朱金元自2008年起
即通过讲座、 座谈会、 模拟法庭
等形式为居民、 青少年和企业持
续义务普法。 近年来针对校园欺
凌事件， 他围绕侵权类型、 侵权
责任及特点等关键点在校园详
解， 并通过互动方式教给学生应
对各种校园欺凌及伤害的方法，
惠及师生上万人。 他还捐资助学
默默奉献。

赵小虎， 男， 1979年2月出
生， 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2006年， 赵小虎注册了家政
公司， 通过与甘肃、 河南、 山东
等省妇联合作， 缓解了首都家政
人员短缺和当地妇女就业问题，
如今已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万多
个。 开展业务之余他投身公益，
为30余个社区的孤寡老人残疾人
等提供理发修脚按摩家电修理等
服务， 义务保洁3500小时。

代红梅， 女， 1973年3月出
生 ， 大兴区魏善庄镇岳家务村
村委会委员。

从肝腹水到肝癌去世 ， 公
公重病6年丈夫在外打拼， 伺候
公公的责任在代红梅身上 。 每
当公公不忍心时她说 ： “我就
是您的亲闺女 ， 不能让您受委
屈”。 公公去世后， 婆婆患上脑
血栓 ， 她给婆婆喂饭穿衣还总
是笑呵呵的 ； 如今婆婆已痊愈
生活能自理街坊邻里夸赞不已。

李龙， 男， 1962年5月出生，
首都儿科研究所普通 （新生儿）
外科主任。

李龙师从小儿外科创始人张
金哲院士， 又留学海外将小儿外
科腹腔镜技术和肝移植技术带回
国， 并对全国2500多名小儿外科
医生进行培训。 他的系列新技术
让小儿患者不再留刀口疤痕， 已
覆盖儿外科80%以上病种居世界
领先水平。 他不怕担责， 敢于做
疑难手术， 一年手术近3000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