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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05

十大公益之星事迹

天津市慈善协会于 1995 年
11 月成立， 是国内较早成立的
慈善组织。 22 年来，在社会各界
的广泛支持下，紧紧围绕扶贫帮
困、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的
宗旨， 大力弘扬中环传统美德，
广泛传播慈善理念， 严格自律，
形成了慈善助困、助学、助医、助
老、助孤、助残、支持公益、灾害
救援等 8 大类、40 余个救助项
目，成为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补
充，为天津的慈善公益事业做出

了积极贡献。 截至 2017 年 6 月
底，全市各级慈善协会组织累计
募集善款 17.9 亿元， 开展慈善
救助支出累计达到 14.2 亿元。
该市及外埠有 200 余万人次的
困难群众受益。 还先后参与 10
次国内、国际重大自然灾害救援
募捐和部分西部地区的灾害救
助，救助对象遍布全国 25 个省、
区、市、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
区。同时，大力推动组织建设。在
2014 年形成了市、区、街乡镇的

慈善组织网络，和“上下联动、整
体推进、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
工作模式，积极引领了天津慈善
事业的发展方向。

该市慈善协会先后荣获国家
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先进社会组
织”、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
慈善突出贡献奖”；三个项目荣获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连
续多年被市政府授予“天津市先
进社会组织”；2013年， 被评定为
天津市“5A 级社会组织”。

宋声扬，男，汉族，1927 年
12 月生，1946 年参加革命工作，
中共党员， 南开大学离休干部。
夫人程毅也是共产党员。上世纪
90 年代， 宋声扬在校园食堂看
到：家境好的同学会轻松买些好
菜，家境差的同学在买菜时总要
盘算一下。“他们学习紧张，需要
营养，应该帮助一下。”宋声扬和
老伴一商量，就把捐资助学的事
定了。从此两位生活简朴老人为
实现捐资助学的心愿坚持了 20
多年。 2016 年 7 月 12 日，宋声
扬夫妇决定将积攒的 100 万元
捐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
“宋声扬、程毅助学基金”。 2016
年 8 月、9 月分别将 20 万元、50
万元汇到校教育基金会。 2016

年 9 月底夫人程毅不幸离世，为
了尽快实现与老伴捐资助学的
共同心愿， 宋声扬忍着悲痛，将
未到期的存款取出汇到基金账
户，10 月 31 日，最后一笔 30 万
元到账。 老人还决定百年后，将

所藏的图书和剪报捐给学校，供
师生借阅。宋声扬夫妇的事迹感
人至深，成为激励南开学子勤奋
读书、 奉献社会的宝贵精神财
富。 宋声扬 2016 年获南开大学
杰出教育贡献奖。

� � 栗岩奇，男，汉族，195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天津市和平
区司法局退休干部。 从 1986 年
参加无偿献血至今，31 年献血
270 余次，54000 多毫升， 相当
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的十几
倍。 栗岩奇多次参与人体器官
捐献宣传活动， 借助“道德讲
堂”等平台，前往一些机关、学
校等， 宣讲器官和遗体捐献科
普知识及切身体会， 带动更多
人加入到志愿者行列中。 自
1994 年起就通过“希望工程”、
红十字会等机构资助农村失学
儿童、孤儿求学，至今已资助 20
余人。 2015 年，当选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服务总队副队长，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代表。 栗岩奇同志不
仅自身成为志愿者， 还带动全
家报名， 全家三口共同办理了
人体器官及遗体捐献志愿报名
登记手续， 成为天津市第一个
作“双捐”登记的家庭。 栗岩奇
还成为第十三届全运会形象大
使及开幕式场内火炬传递的第
三棒火炬手。

栗岩奇荣获 2012 年“感动
天津十大人物 ”、“真情天津
2012 都市年度人物”、天津市优
秀志愿者；2013 年天津市五一
劳动奖章、天津市第三届“助人
为乐”道德模范、入选“中国好人
榜”，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2014 年天津市人体器官志
愿捐献爱心使者；2016 年，天津
市红十字会杰出公益人物、全国
首届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天津师范大学的社会实践
活动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自
1986 年起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校
外社会实践活动。 在这一年的
暑期，500 名师大学子怀着青春
的激情，参加了沂蒙、太行、燕
山三山服务考察活动。 同学们
在“三山” 老区 4 个县、19 个
乡镇，近 100 个村，义务授课
2000 学时，开办各种讲座 100
余次。 为 500 多人进行了普法
讲座和咨询，对 400 名中小学
生进行了第二课堂辅导，创办
了 15 个广播站， 写出调查报
告、实践体会千余篇。 从 1986
年至 1992 年， 天津师大组织
了老山行、三山行、七县行等
多次专题实践活动，逐步形成

“三山行”公益品牌。1999 年团
中央开始实施中国青年志愿

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
团项目。 自 2002 年至今的 15
年来，天津师范大学共计输送
159 名优秀研究生前往国家级
贫困地区甘肃定西、 重庆开
县、 新疆哈密开展支教工作，
践行着“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志愿服务、薪火相传”的师大
支教精神。 2016 年，为了致敬
并纪念社会实践 30 周年，学
校组织开展了“青春建功十三
五 携手共筑中国梦”暑期“三
山行”活动，重返沂蒙、太行、燕
山开展社会实践。

针对贫困地区自身状况，
切合基层的实际和需要， 运用
科学方法对社会实践目的地精
确识别、精准帮扶。 从 1986 到
2016， 社会实践的青春足迹迈
入第 30 个年头。

� � 赵红艳，女，汉族，1973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武警后勤学院

医生。在 2003 年抗击非典中，不
幸被感染致残，全身 6 大关节缺
血性坏死。但她始终坚守岗位，
被患者称为“最美轮椅医生”。
她定期到敬老院义诊，多次到
天津 SOS 儿童村帮扶孤儿，为
贫困手术患者捐款。 2016 年，
被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聘为“助残爱心大使”。 2017
年，在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下成立赵红艳专项基金，专
项用于救助残疾儿童。 赵红艳
2013 年 3 月被武警部队后勤

部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11 月
被推荐为全国爱岗敬业道德
模范候选人、12 月荣立个人二
等功；2014 年 3 月被天津市妇
联表彰为三八红旗手、被中国
残联评为全国自强模范、5 月
被团市委授予“五四青年奖
章 ”；2015 年 4 月被共青团中
央表彰为“全国百名向上向善
好青年”、6 月当选第四届天津
市道德模范， 并为第五届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2016 年当选
全国三八红旗手。

扶贫公益：天津市慈善协会

家庭公益：宋声扬

健康公益：赵红艳

社区公益：栗岩奇

校园公益：天津师范大学“三山
行”社会实践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