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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将爱心奉献到底”
——记安徽淮南红十字志愿者曾家英

■ 陈玉琴

70余岁的曾家英，退休后热衷
公益，27年来省吃俭用捐款超百万
元，资助本地和四川、青海、西藏等
地贫困学生，并荣获中国红十字会
会员之星、安徽好人、感动江淮志愿
服务优秀典型、淮南市道德模范提
名等荣誉。

近日，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对
淮南市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曾家英
的事迹作出批示：“这是一位有善心
的老人。赞扬这位无私奉献的老志
愿者。”

乐捐成性

出生于革命家庭的曾家英退休
后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生性乐
于助人的她却闲不住，总想为社会
多做点什么。

26年前，当曾家英得知还有一
些贫困家庭孩子上不起学时，她开
始了爱心助学路。在本市，她长期
资助父辈曾战斗过的潘集区架河镇
齐王庙小学和贫困学生，帮助凤台、
潘集、谢家集区等多个贫困家庭的
孩子；在市外，她资助安庆、六安、合
肥等地的贫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
在省外，她更是坚持资助四川甘孜
州石渠县格蒙寺孤贫学校的藏族学

生、青海和西藏的贫困学生 20 余
年。

2005 年、2006 年，年过花甲的
曾家英不顾路途遥远，多次来到海
拔 4000 余米、没有公路、没有水和
电的这些学校看望孩子，并捐赠 4
万元。每次需要来回奔波十几天，
一路上舟车劳顿，还要忍受高原反
应，十分辛苦。曾家英却不以为然：

“做好事，心中快乐，就不觉得累和
苦。”此后，她又资助了玉树、西藏等
边远地区的6个贫困孩子。

每月 20日左右，曾家英的退休
金一到账，她就把资助款和捐赠衣
物等一笔笔寄走，只给自己留下三
五百元生活费，其余钱全部捐给淮
南市红十字会。她个人生活十分俭
朴，只吃素菜。全家人都很支持她，
逢年过节儿女孝敬她的钱，也都由
着她“想怎么捐就怎么捐”。

听说本地有什么困难家庭，或
遇上国内外发生大灾大难，她就第
一时间到红十字会捐款。至今，她
已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各地累计捐
款100余万元。但曾家英从不愿意
对外人说，也不向对方透露她是谁。

奔波不止

曾家英是闲不住、坐不住、在家
待不住的人。年迈的她比年轻人跑

得还勤，经常跟着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和其他志愿者走村串户到处忙
活，到百里外的王家玉孤儿院，到乡
村敬老院、农村小学，到病患者床
头、特困户家中、残疾人面前……她
总是从随身携带的挎布包里掏出一
个个红包塞在贫弱者手中。

一天晚上，曾家英刚从淮南市
凤台县回到市区家中，得知次日一
早市红十字会要带领年轻志愿者到
大别山革命老区贫困乡村学校考
察、帮扶，她也一定要去。第二天，
她和其他志愿者一道翻山越岭、马
不停蹄地奔波近千公里，一直忙碌
到半夜，一点儿都没掉队。风尘仆
仆赶回淮南，满脚泥土满身汗水，又
连夜去参加另一场公益活动。

吃苦耐劳对曾家英来说不在话
下。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 38℃，
市红十字会要去潘集区架河镇看望
留守儿童，刚从外地赶回的她一听
是要到自己的老家所在地，一大早
就跑过来，帮忙搬装物品。在村里，
满头大汗的曾家英像年轻人一样忙
着搬卸货物，给孩子们发放物品，和
留守儿童谈心。临近中午活动结
束，大家要回市区了，可曾家英不愿
走，她说这儿交通不便，好不容易来
一趟，一定要去看看她资助的齐王
庙小学。大家劝她，天太热了，下次

再去吧，可曾家英头也不回地沿着
田间小道走了。“三四里路，我一会
就走到，就当我到公园散步吸收新
鲜空气了。”她抹着头上的汗水，乐
哈哈地安慰大家。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半夜才从
外地赶回来的曾家英得知红十字会
要去寿县偏远的扶贫村看望留守儿
童，她早上4点多就起来，公交车不
通，就走了 10 余里路赶到红十字
会，给孩子们送上红包“见面礼”。

不仅春节、中秋、六一，重阳、三
八这样的节日，曾家英也积极参与
日常志愿服务活动。别人担心她累
坏身体，她总是哈哈一笑，说：“可别
把我看成老人，我和小伙子一样！”

潘集区夹沟镇双目失明坚持做
爱心鞋的聂道美、淮南有名的“义
丐”谢傻子、唐山镇贫困中独自抚育
3 个孩子成人的孙全莉、泥河镇贫
病交加的徐侠、丁集镇一贫如洗的
老常一家、关店乡患先心病的三胞
胎……许许多多贫弱老人、妇女、孩
子的面前，总能看到曾家英亲切的
笑容。

永不衰老

“不要担心我，我不累，我是 70
多岁的人，30岁的心脏，快到 80岁
了还是这样，到 100 岁我都不老。

我的爱心路还长着呢！”
从行动中看，曾家英也的确不

像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耳不背眼
不花，腿脚灵活，反应灵敏。为了证
明她的年轻，不让大家担心，她经常
在活动中、在红十字会办公室的走
道里劈叉、高抬腿给人验证。

2022年初，一次意外耽误了曾
家英的志愿者活动，这可把她急坏
了。当天，她下楼时没注意，一脚踩
空摔倒在地，当时左半身就疼痛难
忍。她怕家人担心就没有说，自己
悄悄跑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关节
扭伤、软组织损伤，腿和胳膊都肿
了，需要静养。平时抬脚就走的她
急坏了。2 月下旬，她觉得腿脚没
事了，赶紧跑到邮局给资助的孩子
们汇款。

2022 年，曾家英荣获该年度
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安徽省
感动江淮志愿服务优秀个人典
型、安徽好人、淮南市第三届道德
模范提名、淮南市十佳模范红十
字志愿者等多项荣誉。她的事迹
经众多媒体报道，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如今，曾家英依然脚步匆匆，走
到哪里，就把温暖欢乐和力量送到
哪里，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留下她矫
捷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

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2023年博爱送万家活动（一）

江苏 近日，南京市六合区
红十字黄久超爱心公

益服务队10名志愿者带着2万余元
慰问金和慰问物资来到冶山街道
和雄州街道，看望了 13 户因残疾、
失独、疾病等因素导致生活贫困的
困难家庭。

1月5日，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
字会召开春节博爱送万家专题工
作会议，计划救助500户，共计发放
救助金19.2万元。

淮安市洪泽区红十字会开展
博爱送万家系列慰问活动，为全区
76 名麻风病人送去了食用油、大
米、牛奶、饼干等价值 1.4万元的慰
问物资；走访慰问洪泽经济技术开
发区 20余家企业中的 40名困难职
工，为他们送上价值 1.5 万元的棉
被、大米、糖果等慰问品；前往区疾
控中心慰问相关工作人员，为59名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送去了价值
11800元的水果等慰问品。

1 月 10 日，徐州市铜山区红十
字会来到徐钢集团慰问困难职工，
向 20名困难职工每人发放 1000元
慰问金。

山东 1 月 6 日，济南市红十
字 会 2023 年 春 节 博

爱泉城送温暖活动正式启动。价
值 89 万余元的粮油物资和生活用
品，包括温暖箱、大米、面粉、食用
油、家庭箱和毛毯等 6 类 11140 件
赈济物品，将在春节前发放到困
难群众手中，为 6000 余户家庭送
去温暖。

浙江 1月10日，宁波市2023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市红十字会慰
问宁波市第237例器官捐献者王淑
的父亲王有林和市红十字人文关
怀服务队，送上慰问金和爱心健康
包。

近日，温州市红十字会举行博
爱送万家公益活动，市红十字会向
各县（市、区）红十字会、龙港市社
会事业局和红十字志愿组织分发
物资清单。市红十字会共募得总
价值 530 余万元的博爱送万家物
资，包括冬被3795条、衣服2159件、
毛巾被 6430 条、被套 700 套、食油

360瓶。
1月9日，温州市龙湾区红十字

会联合龙湾农商银行开展“爱心营
养餐 幸福老年人”慰问活动。活动
共投入 9 万元慰问物资，包括 2160
袋大米、1080桶食用油。区红十字
会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总计划
投入 100 余万元，这是其中一项。
下一步，将陆续慰问环卫工人、医
务人员、困难农户等。

陕西 近日，渭南市合阳县红
十字会 2023年度红十

字博爱送温暖活动启动，工作人员
入户走访花园、古莘等社区，为 200
余户困难群体送去大米、食用油等
生活物资。同时，通过各镇（办）、基
层组织、会员单位为全县300余户困
难群体送去生活物资。

四川 近日，成都市新津区
红十字会赴宝墩镇开

展博爱送万家慰问走访活动，为宝

墩镇 30 户困难家庭现场发放了红
十字博爱家庭箱。春节前，区红十
字会将为全区205户困难家庭送去
价值82000元的慰问款物。

1月5日，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
会启动 2023年博爱送万家·暖冬行
活动，为双流区 200 户最易受损群
体送去价值总计 14 万元的慰问金
和慰问物资。

1月5日，成都市郫都区红十字
会联合爱心企业——成都明旺乳
业有限公司开博爱送万家系列活
动，捐赠 400 余份爱心物资慰问友
爱镇卫生院和郫都区二医院医务
人员。接下来，区红十字会将在 10
个街道（镇）慰问158户城乡困难家
庭。

1月 10日，成都市锦江区红十
字会向锦官驿街道 6 个社区、书院
街道三献家庭等20名困难群众、空
巢独居老人，送上棉被、保温锅、大

米等生活物资。
1月9日，内江市红十字会在资

中县银山镇双糖坊村举行 2023 年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仪式，
向20户困难群众捐赠了棉被、防寒
服等生活用品。今年，市红十字会
共筹集 75 万余元用于博爱送万家
活动。

江西
1 月 10 日，南昌市红
十 字 会 启 动 2023 年

博爱送万家活动，向受助单位及
对口帮扶村发放慰问物资 1145
份，并通过市卫健委向全市乡村
（网格）医生发放指压式脉搏血氧
仪 2840 台。青云谱区红十字会联
合江西兵哥送菜实业有限公司在
益民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开展博
爱送万家活动，共发放 22 份由江
西兵哥送菜实业有限公司捐赠的
家庭温暖箱。红谷滩区红十字会
走访慰问厚田乡东屋村脱贫户，

并发放慰问金。
1月6日，樟树市红十字会启动

2023年博爱送万家活动，走访慰问
了樟树市 4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并赴店下镇敬老院及农户家中看
望老人，送上慰问金及江西五洲医
药公司捐赠的爱心箱、食品等慰问
品。此外，五洲医药公司向市红十
字会捐赠价值 100 万元的医药物
资，包括2.4万盒肠胃类药品及5万
个医用防护KN95口罩。

1月6日，上饶市红十字会深入
广信区华坛山镇革畈村开展博爱
送万家走访慰问活动，为监测户、
脱贫户、困难老人和驻村工作队干
部送去60份温暖箱，4箱口罩，款物
价值 22752 元。据了解，市红十字
会今年共筹集45.9万元慰问款物用
于博爱送万家活动。

1月9日，吉安市泰和县红十字
会将筹集的13万余元爱心善款，采
购米、油、鸡蛋、对联等生活物资制
作成 600 个温暖箱，在春节前陆续
发放到孤寡老人、脱贫不稳定户、

“三献”家庭等群众手中。
1 月 11 日，九江市德安县红十

字会到县医院走访慰问南丁格尔
志愿者，开展博爱送万家走访慰问
活动。

吉安市峡江县红十字会走进
巴邱镇晏家、泗汾、学府公馆和福
民宋家等社区，将大米和油、木耳、
香菇等物资，发放到器官捐献者家
属和困难群众手中。

安徽 1月10日，黄山市红十
字会来到祁门县塔坊

镇群星村看望驻村工作队成员，并
对结对帮扶对象进行了春节慰问。
同一天，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前往歙
县桂林镇石河村、双河村、登第桥
村慰问困难家庭。

1月9日，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
会启动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春节慰
问活动。今年，黄山区红十字会共
筹集款物价值7万元。本次活动共
向全区 16户困难家庭和遗体捐赠
者家属发放慰问金 3 万元，为 220
户困难家庭送去大米、食用油、面
条等慰问物资。

平度发放142.4万元救助金
本报讯 （平红）1 月 3 日，山

东省平度市红十字会向全市 233
个 因 病 致 困 家 庭 发 放 救 助 金
142.4 万元。最低救助金额 4000
元，最高救助金额 2 万元，覆盖
143个病种。

渭南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刘静）近日，陕西省

渭南市红十字会在站南街道朝阳
社区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主题宣传
活动，发放应急救护手册、宣传彩
页及宣传物品200余份。

成都开展应急救援培训
本报讯 （成红）1 月 5 日、6

日，四川省成都市卫健委联合市
红十字会，分别在成都市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基地和百花潭公园开
展了 2 期 AED+CPR 专项培训，
培训学员101人。

宁波向医务人员发放慰问金
本报讯（甬红）近日，爱心企

业宁波市四明湖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向浙江省宁波市红十字会捐赠
10 万元善款，用于慰问医务人
员；宁波市江北区爱心企业领肽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捐赠 20 万份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慈溪
市红十字群狼公益救援队采购
10台指尖式血氧仪，捐赠给观海
卫镇五里村10位老人。

长丰为老人捐赠66840盒牛奶
本报讯（庐红）近日，伊利向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捐
赠牛奶66840盒，总价值207万余
元，为长丰县 19个养老机构的老
人送去关爱。

满洲里第二批AED投入使用
本报讯（满红）1月9日，内蒙

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在长途
汽车客运站、行政审批大厅、万达广
场、北湖公园博爱驿站、党政机关大
楼投放了 5 台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并配备集救援、宣传、募捐
功能于一体的超大屏智能机柜。

盐都区保障110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王金海 季华）1月

10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
字会组织骨干救援队员，全程参
与和保障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
开展的全国第37个“110宣传日”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并 现 场 演 示
CPR+AED规范操作流程。

彭州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彭红）1 月 10 日至

11日，四川省彭州市红十字会在
彭州市通济镇黄村坝社区开展
2023 年第一场红十字救护员培
训，共有 50余名村（社区）干部和
返乡大学生参加。

隆昌爱心企业捐赠爱心食品
本报讯（隆红）2022年12月

28日，旺旺集团隆昌总厂向四川
省隆昌市红十字会捐赠 4093 箱
爱心食品，总价值约30万元。

西湖区多地投放AED
本报讯（夏舒祎）近日，江西

省南昌市西湖区红十字会在南站
街道、广润门街道、绳金塔街道江
电社区、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绳
金塔二期商业街区、西湖区红十
字会等多地投放AED。

绍兴向医务人员发放防疫物资
本报讯（郑耀）2022年12月

23日，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积
极发动爱心企业（组织），向绍兴
市卫生健康系统紧急转赠调拨一
批防疫类生活类物资，包括头戴
式N95口罩 2500只、防护服 2010
件及 1批保健品，总价值 62万余
元。

封丘获捐10辆救护车
本报讯（封红）2022年12月

30日，爱心企业新乡市丰成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向河南省新乡市封
丘县红十字会捐赠负压救护车 3
辆、转运型救护车 7 辆及医疗器
械设备3套，总价值240余万元。

海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海红）2022年12月

26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红
十字会在西海镇金湖冰雪嘉年华
活动开展志愿服务，设置应急保
障服务车，准备急救箱、热水、口
罩、毛毯、大衣等保障物资。

鞍山志愿者协助120急救工作
本报讯（鞍红）2022年12月

21日，辽宁省鞍山市红十字会动
员 30 余名有救护技能的红十字
志愿者协助120急救工作。

（上接一版）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红 十 字 会 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成立红十字春运
志愿服务队，每年组织百余名红十
字志愿者，春运期间在呼和浩特
站、汽车站等场所开展行李搬运、
电子购票、乘车指引、防疫消杀、应
急救护等便民志愿服务，用爱心和
热情为春运增添一份感动与温暖。

安装“救命神器”，培训“生命天使”

护航春运的功夫更多用在平
时。近年来，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
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行

动，因地制宜，越来越多的机场、车
站能看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的显著标识。

2022 年 1 月，青海省红十字会
协调机场、车站、高校及市民中心
等 9 家机构，集中投放 25 台 AED，
填补了该省公共场所无 AED 的空
白。青海省红十字会计划在“十四
五”期间以每年 25 台的配置规模，
累计完成100台的投放任务。

2022年初，贵州省红十字会向
贵阳铁路办事处捐赠了 8台AED，
配置在贵阳火车站、贵阳北站和贵
阳东站等地。同时成立贵阳站、贵
阳北站和贵阳东站红十字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队，春运期间在全省铁
路系统持续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
志愿服务活动。

2022年 1月 25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北海市红十字会在市火车站
安装AED，并组织应急救护师资对
火车站管理人员、客运人员和安检
人员进行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

2022 年 10 月 25 日，吉林省松
原市红十字会组织干部职工、志愿
者、捐赠方相关工作人员及专业技
术人员，先后前往市公路客运站、
松原火车站、查干湖机场，共投放 3
台AED。

2022 年 12 月 23 日，广东省红

十字会与南航培训中心签署框架
合作协议，在广州南航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举办共建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广东省红
十字会大力支持下，该基地已设有
6个可用于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的教
室，并具备完整的师资力量和教学
教具。基地下一步将建设应急救
护学习模拟机、交通安全智能模拟
机、3D互动家庭安全测评一体机、
VR 地震模拟台、飞机灭火训练模
块、航空特色应急撤离、红十字文
化传播等七大展示体验模块，努力
打造“红会特色、民航品牌、国际接
轨”的一流基地，为航空安全和健

康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在各地红十字会努力下，“救

命神器”AED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陕西、江苏、山东、北京、上海、安
徽、四川、河南、广西、湖北、山西、
黑龙江等多地红十字会积极联合
相关部门，在火车站设置AED。同
时，越来越多的红十字应急救护师
资走进机场、火车站，向空乘人员
和列车员传授应急救护技能。

一名参加过红十字救护培训
的列车员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
重要，学习急救技能，就是要在旅
客需要的关键时刻变换角色，挺身
而出，当好列车上的‘生命天使’。”

山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会员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