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钟岩参加活动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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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安安钟钟岩岩：：在在扶扶贫贫助助残残路路上上一一直直迅迅跑跑
帮数千残疾人实现驾驶梦

1993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汽车开始走入家庭，学会开车已成为人们的渴望，
早已放弃安稳工作的安钟岩从这股消费热潮中看到了
新的机遇， 不失时机创建了 “丰顺驾驶员培训学校”。

“以德立业、以诚待人”是安钟岩逐梦的基石。 科学
化的管理， 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 员工的良好素质和
行为规范， 使驾校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百家驾校评选出的八个明星驾校中，丰顺驾校位列榜
首， 安钟岩也荣膺了 “北京十佳驾校校长” 的称号。

中国有8300万残疾人， 其中肢体残缺者有3000万。
2009年4月， 公安部第111号令颁布， 允许五类残疾人
考取驾照。 由于安钟岩曾为帮助残疾人实现开车梦想
呼吁过、 努力过， 所以毫不犹豫主动请缨承担培训残
疾人学习驾驶的任务， 交通局由此将丰顺驾校列为首
批培训残疾人驾驶技术的学校， 从而开创了双下肢残
疾者学车的先河。

丰顺驾校招收残疾人学员的通知一公布， 天津、
河北、 辽宁的残疾人学员纷纷涌向北京 。 报名那天，
丰顺驾校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在驾校学习的残疾人学
员们切身感受到这里的方便： 坡道， 扶手， 无障碍卫
生间， 低位的洗手池， 学车时教练抱上抱下， 特别是
那些大小便失禁的学员， 有专门的坐垫， 坐垫下垫上
了尿不湿， “安校长安排得太细致周到了。” 而安校长
则格外理解她的残疾人学员们， 她说： “残疾人要真
想自立， 必须从家里走出来， 学会开车， 我们作为一
家企业， 尽一份社会责任是应该的。”

2010年7月15日， 丰顺驾校举办了首批C5车型驾
驶员毕业颁证仪式。中残联主席张海迪专程赶来出席这
次盛会， 其中10位已经通过C5车型考试合格的残疾朋
友怀着异常的喜悦从张海迪手中接过了盼望已久的驾
驶证。学员们还把鲜花、亲手制作的工艺品、书画作品郑
重地送给教练， “当我第一次驾驶着汽车/行驶在同样
属于我的大地……我冰冷的双腿/此时似山峰般屹立/
我炽热的双臂此刻化成了翱翔的双翼/……这样的拥有
让我加倍珍惜/自由的移动让我更加激励/我的理想空
间不再虚拟/我的生活半径延伸千里” 当诗朗诵 《腾飞
的翅膀》结束时，学员们流下了喜悦与激动的泪水。

丰顺驾校是残疾人实现驾车梦的地方。 9年来它让
全国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拿到了驾驶证， 是全国残疾
人实现开车梦的 “梦工厂”。

在贫困县建爱心图书馆

随着企业的日益壮大， 安钟岩那颗做公益的心也
澎湃起来了。 做力所能及的事， 为社会上有需要的群

体送去关爱， 成为她的一种情怀。
竹溪县是地处湖北十堰的贫困县， 为南水北调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保障水源不受污染， 他们不能
搞工业建设， 不能发展养殖业， 只能外出打工。 一次
偶然的机会， 竹溪县进入安钟岩的视线， 看着报纸上
一组组照片， 一张张留守儿童无助的脸， 安钟岩柔软
的心被深深牵动了： 丰台区和十堰市的张湾区早已结
成了帮扶对子， 帮扶张湾区的哪个群体呢？ 安钟岩首
先想到儿童， 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 一向快言快语、
雷厉风行的安钟岩立刻行动起来， 迅速安排把床、 被
子、 电脑、 电子黑板等生活、 学习用品送到了张湾区。

随后安钟岩来到了竹溪县， 竹溪县县长对她说，
想建一个图书馆， 这和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她心里十
分明白，个人的能量是小的，只有集体才能发挥无穷无
尽的力量。 她跟北京女企业家协会的姐妹们一说，大家
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开始分头找资源。 共青团
的一个基金会与各大出版社关系密切， 当出版社的同
志听说要给贫困地区捐建图书馆， 愿意以最低价提供
图书！ 安钟岩和她的企业家姐妹们， 一下子出资450
万， 买下了20万册图书， 帮助竹溪县建起了图书馆。

“阿姨， 有了这些书， 我们今后的读书学习， 使
用工具书就更方便了。 我们也可以跟北京的孩子一样，
享受到图书资源了， 我相信我和许许多多小伙伴的命
运， 也许会因这些图书而改变。” 当地一个小姑娘的
话， 让安钟岩落泪了， 能让这帮孩子改变命运， 这是
多好的爱心之举啊！

安钟岩前后去了竹溪县很多次， 她的善举不但带
动了北京的女企业家， 连湖北当地的女企业家们都动
员起来了， 她们动情地说： “连北京的安姐都伸出援
手， 奉献爱心了， 我们当地的女企业家们有什么理由
不行动呢？” 基于安钟岩对十堰的贡献， 当地授予她一
枚勋章， 她忙得根本抽不出身， 便委托当地的一位女
企业家前去代领， 在 “安姐精神” 的感召下， 当地的
同志没有空着手去， 而是送去了许多生活用品。 那一

年的冬天， 湖北下了大雪， 安钟岩想到了当地的孩子
们， 她动员了北京、 湖北两地的女企业家们， 组织了
上百箱棉被、 棉衣、 手套、 帽子等应急用品， 装满了
一辆大卡车， 顶风冒雪驶向十堰， 给孩子们送去春天
般的温暖……近些年来， 安钟岩和北京女企业家协会
累计为湖北十堰地区捐款捐物千余万元。

不遗余力关爱弱势群体

在帮扶路上， 女环卫工人逐渐进入安钟岩的视野。
这些环卫工姐妹们为了城市的整洁， 不怕脏不怕累，
让安钟岩深深感动。 她从2014年起， 便开始实施关爱
环卫女工行动， 她向首都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发出倡议：
只要环卫女工走到我们的门前， 就一定要为她们提供
休息、 用餐的地方， 免费热饭， 送热水。 天气寒冷时，
她会和女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为环卫女工送去羽绒背心、
手套、口罩；天气转暖时，又送上美丽的纱巾。 每逢三八
妇女节， 安钟岩和女企业家协会的姐妹们就为环卫女
工安排各种各样的慰问活动。 每年安钟岩都要为环卫
女工奉献大型专场音乐慰问演出———安钟岩亲自租订
11辆大巴车运送环卫女工， 在中国木偶剧院与妇联、
工会领导共同观看北京金璇民族管弦乐团的精彩演出，
赢得女工们阵阵赞誉。

“你们辛苦了。” 2018年， 安钟岩又来到丰台环卫
中心， 不仅为600名环卫女工带来了节日的问候， 还为
她们送去了精美的手工皂制作磨具、 贴心的纯棉礼盒
男女袜和精装女性养生杂志， 同时为现场的环卫女工
代表送上了手工皂成品。 她贴心的关爱让环卫女工们
感动不已。

除了环卫女工， 安钟岩还十分关爱老人， 2017年
的重阳节， 安钟岩和20余名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的姐
妹们与200余位老年人共度佳节。 他们以 “大爱重阳，
孝悌天下” 为主题， 在幸福里社区摆开 “百老宴”。 秋
风送爽， 气氛温馨， 安钟岩不但向老人们赠送了价值

20余万元的血压计、 食品和礼物等， 还精心编排了文
艺演出， 为老人们送去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关爱。

安钟岩的公益之路越走越广， 关爱的群体也越来
越多。 每年的世界助残日和六一儿童节， 都是安钟岩
最为忙碌的日子， 她看望残疾人， 送去慰问金和礼物，
她走访北京儿童抚育机构， 陪同这些孩子们一起过节
日。 2018年， 安钟岩的走访慰问团， 不但给残疾人带
去慰问金和礼物， 还给儿童福利院和自闭症的孩子们
带去价值数万元的生活用品、 玩具和食品， 安钟岩始
终把扶残助弱当作自己的分内事， 累计资助贫困学生
30余人， 关爱残疾人士和自闭症儿童200人以上。

在爱心助弱的路上不停奔跑

近些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展开， 正在以
新的思路引领着潮流， “京津冀协同发展， 真正的协
同是什么？ 我认为是心灵的一体化， 爱心的一体化。”
这些年， 安钟岩没少往河北深山区跑。 作为女性，她的
关注点一直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孩子们的教育、 文
化生活， 一直牵扯着这位女企业家的心。 安钟岩来到
当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工作和牺牲的河北唐县， 无
论走进校园， 还是贫困家庭， 走进一间间低矮、 破旧
的农舍， 她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孩子们缺少
好书！ 一个没有好书的环境， 用什么滋养一颗颗幼小
的心灵呢？ 她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她的企业家姐妹们，
告诉了妇联组织。

爱心迅速在丰台区蔓延传播， 一本本图书来自一
个个家庭， 除了爱心捐赠， 余下她自掏腰包， 汇集了
两万册图书， 为这里的孩子建立起了小型图书馆， 除
了图书之外， 她还捐赠了200套新课桌椅， 解决了孩子
们自带板凳翻山越岭上学的困苦。 唐县农舍里一个叫
小花的女孩， 拿到 《儿童文学》 后那兴奋的眼神， 给
安钟岩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小花从我手里接过一
本 《儿童文学》， 流着泪说： ‘我和同学借过一本 《儿

童文学》， 没头没尾都翻烂了， 俺家穷， 要不是村干部
和老师上俺家来动员， 俺爹娘本不让我上学， 更别说
看书了， 您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好的图书， 俺做梦也没
想到啊。” 这一幕曾让安钟岩感动到流泪。

在河北省涞源县塔崖驿乡中心小学， 一个小男孩
告诉安钟岩： “俺今年三年级了， 从来就没有用过书
包， 今天我得到了您送来的新书包， 太高兴了。 这个
星期的作文课，我就要写写我的新书包。”听了这个小学
生的话，安钟岩欣慰地笑了。这次涞源之行，她不仅带来
了书包，还带来了被罩、床单、毛巾、袜子等生活用品。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 安钟岩往唐县跑了有七八趟，
她和当地的教育局对接， 与山阳小学等许多学校结对
子， 捐助了桌椅、 图书、 床等学习生活用品， “我觉
得献爱心也要像扶贫一样， 讲究精准献爱心， 要走村
入户的实地调研， 弄清楚贫困户缺什么， 做好有针对
性的扶贫。”

每到一所学校， 食堂、 宿舍是安钟岩必去的地方，
当她看到食堂没有餐桌椅， 孩子们只能站着吃饭， 有
的宿舍根本没有床， 把铺板直接放在地上， 在回城的
路上， 安钟岩一言不发， 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正
好北京有一位女企业家马国强， 她的宾馆在中轴线上，
必须疏解， 得到这个消息后， 安钟岩马上联系了丰台
区妇联主席姜萍， 一起去走访， 找到马国强大姐， 建
议她把客房和餐厅的设备捐出来。

当马国强大姐得知河北老区学校的孩子们有这样
的困苦时， 二话没说， 立即把宾馆的床、 电视机、 桌
子等所有设备都捐了出来， 安钟岩连夜找来运输车辆，
带领几十名员工， 将物资整整装了两大卡车。 天亮时，
物资被送到了河北唐县教育局门口， 教育局的工作人
员们紧紧握着马国强大姐和安钟岩的手激动地说 ：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

安钟岩就像永远奔腾向前的大海浪潮， 总是奔忙
在扶贫的路上， 身边的朋友见到她时也常说： “你不
是在扶贫的现场， 就是在去扶贫的路上。”

为了帮残疾人圆驾车梦， 她在创办的
驾校为全国残疾人率先开班， 2000多残疾
朋友在这里拿到了驾照；

为了让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孩子读上与
北京孩子同一档期的图书， 她与女企业家
联手， 在湖北竹溪县办起了爱心图书馆；

为了让女环卫工人欣赏到高雅音乐会，
她租订10多辆大巴， 将1万多环卫女工送进
了影剧院；

为了让河北山区的儿童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一体化发展， 她将扶教
当做自己的事业， 为之奔波不休；

多年来 ， 她把扶残助弱当成分内事 ，
真诚投入， 认真做实事， 赢得了广泛的尊
重。 在她的身边， 已经凝聚起来了一支以
女企业家为主体的爱心队伍———

她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
京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
董事长、 总经理———安钟岩

劳动午报： 就在前不久， 您还荣获 “首都慈
善奖”。 对于这个奖项，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安钟岩： 首都慈善奖是首都慈善界最高奖
项。 能够获得此项殊荣， 是政府和社会对我多年
从事公益慈善的高度肯定， 我当然感到高兴和振
奋。 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永远追求的是利他情怀，
永远追求的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 永远追
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爱。 因此， 我个人获
得什么奖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样进一步把公
益慈善事业推向更好的境界。

劳动午报： 未来， 在公益之路上， 还有哪些
计划？

安钟岩： “动真心、 见真情， 扶真贫、 真扶
贫” 是我一直以来在心里为自己立下的规矩， 我
至今记得中国残联在聘请我为爱心形象大使时的
一句评语： 不拘一格做慈善， 实实在在献爱心。
做慈善是形式， 献爱心才是实质。 爱心需要一定
的形式来表达， 但不必拘泥于某些形式。 哪里有
需要， 公益慈善就会出现在哪里， 我也会出现在
哪里， 这是我不变的初心， 也是我永恒的使命。

劳动午报： 请用几个词评价下自己。
安钟岩： 真诚投入， 认真做事， 一辈子做个

好人。

劳动午报： 请概括一下多年做公益， 自己最
大的感触和收获。

安钟岩： 做公益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
式， 选择了一条生活道路。 做公益这么多年来，
可以说感触深刻， 收获很多。 突出的有三点：

首先是奋斗共振。 做企业需要不懈奋斗， 那
些遭遇挫折与不幸的人也需要奋斗。 企业要奋
斗， 事业才有发展； 不幸的人生更需要奋斗， 才
能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这些做公益慈善的人， 只
不过是在他们奋斗过程中拉了他们一把， 往前推
了一下。 我们在人生奋斗这一点上做到同频共
振。 我在残障人士的奋进中汲取力量， 在失学儿
童的努力中看到希望， 我尽自己的力量在物质上
帮助一些人， 但他们在精神上却给了我别人无法
给予的滋养。

其次是心声共鸣。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
活。 企业家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是为了社会更美
好， 需要关心关爱的社会群体同样向往美好的生
活。 企业家做公益， 就是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中
寻 找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 让 人
民 的 心声和谐共鸣， 产生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
精神动力。

最后是幸福共享。 “幸福的人都是相同的 ,
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把各自的不幸
转化为共同的幸福， 那么感受到幸福的人就会更
多。 人生虽然充满偶然和不确定性， 但我认为，
幸福的感染力要远远超出不幸的传染性。 在帮助
他人的过程中， 我也确实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
福。 投身公益慈善事业能够让我感受到快乐与幸
福， 我相信， 这种快乐与幸福是一种共享式的幸
福， 不仅我能够感受到， 受助的人能感受到， 社
会上有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所以， 就像歌词唱
的那样：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 我以此勉励自己和身边人， 也希望有更多
人能够加入献爱心的行列来， 我们给予爱， 也在
给予的过程中收获爱， 赠人玫瑰， 留有余香， 从
而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对话安钟岩】

不拘一格做慈善
实实在在献爱心

安钟岩在河北承德市丰宁县塔沟小学 安钟岩在扶贫捐助活动中 安钟岩与新疆和田的孩子结对认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