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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员古天乐是演艺界的
一股清流，用实力和人品让大家
喜爱。古天乐不仅是一位明星，
还是有爱心的慈善家，他是联合
国的儿童基金大使，有自己的基
金会，在内地已经赞助修建上百
间学校。

“成功的另一个名字正是努力”

古天乐 1970年出生，15岁
时便进入社会打拼，做搬运工和
麦当劳的服务员，16岁时去服装
店当售货员、保安。20岁时因为
交友不慎锒铛入狱，一次朋友打
劫，他帮忙望风，但讲义气的他为
朋友承担了一切，被判刑入狱 1
年多。古天乐出狱后经人介绍辗
转进入了演艺圈，之后一直兢兢
业业拍戏。

1995年，古天乐在《神雕侠
侣》中首次担任男主角，因饰演杨
过而成名。他勇于尝试不同的角
色，出演过《寻秦记》《保持通话》

《窃听风云》等影片，在剧中的形
象非常百变，警察、瘾君子、有钱
多金的帅公子、走私贩毒的狂徒
……在演艺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自
己，给观众呈现着一些经典角
色。2017年，他主演动作片《杀
破狼·贪狼》，终于夺得亚洲电影
大奖、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和
香港电影导演协会最佳男主角
奖。

古天乐出道二十几年，现在
变得很黑，大多是拍警匪片。他
说：“没有人能不流一滴汗就成
功，成功的另一个名字正是努
力”，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

默默地做着慈善事业

大家都知道古天乐是一个高
大帅气、演技精湛、才华横溢的演
员，没想到的是他一直默默地做
着慈善事业。

2014年，导演尔冬升在微博
上晒出了一份古天乐捐建学校的

统计表，那个时候古天乐已经捐
建了49所学校了。

事情的起因是 2008年汶川
地震，古天乐跑去帮忙，结果看到
天灾摧毁了很多孩子的家园，学
生读书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就决
定出手帮忙。自 2009年古天乐
成立“古天乐慈善基金会”以来，
深入贵州、四川等地，赞助修建上
百间学校。

古天乐上榜“2017中国慈善
名人榜 TOP30”，2018年荣获第
16届世界杰出华人奖。在他看
来，有能力帮助别人这是正确的
事情，他告诉那些他帮助过
的人，只要他们长大后有能
力，也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

“用我的名字命名
如果出问题都可以找我”

其实，古天乐做慈善已

经很久了，一直很低调。
人红当然是非多。每次看到

古天乐做慈善建小学的新闻，有
些人说古天乐是做样子之类的。
有人问古天乐为什么自己捐助的
学校，非要用自己的本名来给学
校命名，要知道这样是很高调
的。都说做好事不留名更让人钦
佩，而古天乐既然都低调做慈善，
又为什么会在建小学上这么高调
的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呢？“用我的
名字命名，日后如果出了什么问
题都可以找我！”古天乐的回答却
让质疑者羞愧。 （杨晓过）

本报讯 10月22日，首届德旺基
础教育论坛开幕式暨合作组建福建德
旺基础教育研究院签约揭牌仪式在福
建师范大学举行。仪式上，福建师大与
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签署组建福建德
旺基础教育研究院框架协议。教育部
副部长朱之文、福建省副省长杨贤金出

席论坛开幕式。
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福耀集团

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先生向福建师大捐
资 1亿元，专项资助研究院打造高水
平、有特色、专业化的区域基础教育支
持服务平台。

据福建师大党委书记李宝银介绍，

学校已在整合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及各有关学科、学院力量的基础上，形
成了研究院基本架构。后续，研究院将
加强与省内各地教育部门、教师教育院
校、教育教研机构、一线中小学校的协
同，为福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
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樊晓丽）

捐资1亿元
曹德旺力挺福建基础教育

本报讯 25年前创建于厦门、如
今已享誉内地的一家综合性民营企业
——福信集团，行善不辍，于10月22日
晚，再度捐赠2500万元人民币，分别支
持一所大学和一所小学的教育事业发展。

当晚，福信集团25周年慈善晚会
在厦门举办。现场，福信集团旗下陈章
辉福信慈善基金会向集美大学捐资
1500万元，向闽南师范大学泉州市洛
江区附属小学捐资1000万元，用于助
力两所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据介绍，早在1993年福信集团创
办之初，就为集美大学捐赠100万元，
设立“福信教育基金”；2003年，再次认
募800万元参与发起建立集大教育发
展基金；2008年至2015年，福信集团
还先后向集大捐建“陈章辉楼”“福信
楼”“大唐楼”，倾力支持学校建设。

福信集团还助建漳州市芗城区实
验小学元光校区、新华北校区和广西南
宁市龙岗小学、和合小学，并向芗城慈
善总会和同安第二实验小学捐资设立

助学支教基金和奖学金。
除了在漳州华安县建美村建设农

业产业园外，福信集团还向甘肃临夏州
捐赠30万元，投入精准扶贫工作。

当晚的慈善晚会，汇聚歌舞、拳击
舞、情景短剧等精彩节目，并穿插集团
慈善事迹、扶贫项目访谈。福信集团董
事长吴迪表示，福信集团的善行，就是
要“用企业的担当和务实的行动践行社
会责任，助力国家实现强国富民的‘中
国梦’。” （许丹 冰冰）

本报讯 10月19日重阳节，迎来
了厦门市慈善总会金莲慈善基金会成
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厦门市老领导潘世
建、曾国玲，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蔡琳娜
和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

去年重阳节，由香港企业家、台湾
安美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莲女士，
向厦门市慈善总会认捐100万元人民

币，设立“金莲慈善基金会”用于资助生
活在市社会福利中心的老人儿童精神
文化生活。一年来李金莲数十次到社
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金山养老院看
望老人儿童，送去生日礼物、中秋月饼、
组织老人和儿童外出游览聚餐，投入善
款10多万元。

潘世建说，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好

人好事层出不穷，李金莲慈善壮举赢得
海内外乡亲的赞扬，受到厦门市政府有
关领导部门表彰。

活动中，举行了文艺表演和敬老活
动，90多岁的厦门大学教授、书画家卢
荣珍现场书写“金光千道点点星”“莲开
万朵片片情”两幅大字，献给李金莲。

（海余 秀香）

本报讯 在纪念陈嘉庚
先生诞辰144周年之际，10
月 18 日下午，作为厦门市
2018嘉庚精神宣传月活动
之一，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
金会2018年度陈嘉庚奖学
金颁奖仪式暨集美学村奖教
奖学金颁奖仪式在厦门集美
福南堂举办，约1000人齐聚
一堂，见证嘉庚精神的传承
与延续。

“嘉庚精神的核心内涵
是爱国、爱乡，不仅如此，嘉
庚先生的勤俭、正直、无畏同
样是我们应该传承的道德品
质和精神力量，值得在全社
会弘扬。”厦门市委副书记陈
秋雄在颁奖仪式上说道。

陈秋雄表示，奖学、奖教
是宣传和弘扬嘉庚精神的一
种方式，他呼吁陈嘉庚奖学
金获得者要成为对居住国有
用的人才，成为中国与居住
国之间的友好使者，成为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成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行者，成为嘉
庚精神的践行者。受到表彰
的集美学村教师和学生们要
珍惜荣誉、懂得感恩，把荣誉
化作继续进步的动力。

据介绍，今年是陈嘉庚
奖学金项目实施的第二届，
今年2月1日至5月15日，7
所招生院校共收到638份报
名申请材料。经过初审、复
审、终审等环节严格把关，最
终，共有203名来自泰国、越
南、印度尼西亚等“海丝”沿
线8个国家的学生成为陈嘉
庚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厦门
各校学习生活。据悉，与去
年相比，今年陈嘉庚奖学金学生专业达65个，分布
更为广泛，较去年的25个专业增加了40个。此
外，申请人数增加了近一倍，招生质量明显提升。

此外，当天还颁发集美学村奖教奖学金。这
是陈嘉庚基金会为表彰集美学村各校的优秀师
生，于1989年设立的专项奖教奖学金，截至2017
年，已有2684名优秀教职工荣获奖教金；10426
名优秀学生荣获奖学金；2099名在校贫困生获得
助学金，共计颁发奖金和助学金约961万元人民
币。2018年度集美学村奖教奖学工作于今年 6
月展开，经各校初评，基金会终审后确定，集美大
学郑志谦、许翠霞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郑雪芳3
位老师获得突出贡献奖，集美学村53名优秀教职
工获得奖教金，402 名优秀学生获得奖学金。

（许丹 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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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一场以“青春扶贫 微
爱圆梦”为主题的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
动在仙游县西苑乡西苑村村部举行。
200多名留守老人欢聚在一起，度过一
个幸福的重阳节。

活动由仙游团县委联合县青少年
宫、仙游义工协会、县医院团委和西苑
乡举办，安排了夕阳红茶话会、圆梦行
动、青春走访送温暖、爱心午餐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
在夕阳红茶话会上，仙游义工协会

的志愿者与老人们开展互动，10名志
愿者分成 10 组与老人聊家常、玩游
戏。重阳圆梦行动中，8位爱心理发师
现场为老年人免费理发。现场不少老
人披上婚纱，穿上西服，拍起了婚纱照，
个个喜笑颜开。县医院10多名医护人
员为西苑老人带来免费健康体检和义

诊。爱心企业带来食材，志愿者包水
饺、煮面，为老人献上一顿丰富的午餐。

团县委副书记林媛、县青少年宫主
任郑丽群一行走访慰问了9名60周岁
以上的贫困留守老人，送去棉被、油、米
粉等慰问品，并组织志愿者前往老人家
中免费理发、健康体检、打扫卫生，将青
年一代的关爱送到老人身边。

（陈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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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留守老人的幸福节日

感恩重阳节 爱在福利院

福信25载善行不辍 再捐巨资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