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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海内外资金、接收捐赠、国际合作与交流、修缮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0094

2007-08-28 业务主管单位 文化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 号中青旅大厦 1009 号

58156230 互联网地址 www.cchfound.org

耿静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7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878,573.27

本年度总支出 6,016,902.3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841,523.9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51,349.21

行政办公支出 53,488.3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4.9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39%

� �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2,931,000.00 0.00 12,931,000.00

12,931,000.00 0.00 12,931,000.00

12,931,000.00 0.00 12,931,00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3,829,211.25 20,233,112.05 流动负债 6,105,282.60 5,120,736.17
其中：货币资金 11,471,726.57 18,370,350.8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10,000.00 11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2,392,671.40 12,298,904.00 负债合计 6,105,282.60 5,120,736.17

净资产合计 20,226,600.05 27,521,279.88
资产总计 26,331,882.65 32,642,016.0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6,331,882.65 32,642,016.0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8,379,311.54 24,945,473.2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847,288.51 2,575,806.6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530,582.13 11,781,000.00 13,311,582.13

其中：捐赠收入 1,150,000.00 11,781,000.00 12,931,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016,902.30 0.00 6,016,902.30

（一）业务活动成本 5,841,523.94 0.00 5,841,523.94

（二）管理费用 175,378.36 0.00 175,378.36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5,214,838.31 -5,214,838.31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728,518.14 6,566,161.69 7,294,679.83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贺晓明

一位失独母亲的自我救赎
100 公里，20 多座山头，36

小时，柳红刷新了个人新纪录。
这是这位 60 后连续参加“乐

施毅行者”的第三个年头。 48 小
时之内完成 100 公里徒步，四人
团队必须共进退———这项发起
于香港的公益步行筹款活动，已
经有 35 年的历史， 并且正逐渐
在国际社会得到积极响应。

“儿子希望我活得好”

为公益挑战自身体能极限
的“毅行者”，柳红又为自己增加
了一个新身份。 在此之前，她的
另外两个身份更为大众所熟知：
作为经济研究专家，她为中国经
济学界泰斗吴敬琏做过 9 年的
助手；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她生
养了文学天才子尤，又在儿子年
仅 16 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位失
独者，一个伤心的未亡人。

2006 年丧子之后，柳红经历
了一段人生中最悲痛欲绝的时
光。 照顾生病的孩子两年零七个
月， 她的精神和身体极度透支。

“孩子走了， 我的身体和精神也
垮了。 ”

朋友们不希望柳红从此生
活在悲伤中无法自拔，耐心劝导
她去做做瑜伽。 经过几次推脱，
柳红勉为其难答应了。 在开始的
一次训练中晕倒后，柳红突然意
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
的边缘。

“一定要活下来，儿子也希

望我活得好”成为了柳红重新开
始人生的最初动力。 她去百望山
顶做瑜伽，体验精神和自然的融
和； 她每周都要步行近 20 公里
去墓地看望儿子。 从 2008 年开
始，她开始接触马拉松，并在第
二年子尤生日的时候，跑出了第
一个一万米来纪念儿子。 柳红用
奔跑和徒步的方式，完成了一位
失独母亲的自我救赎。

从失独的悲伤走出来以后，
柳红用自己的经历为更多人带
去坚强和力量。 她发起和参与了
诸多民间公益活动，鼓励那些自
认为是精神和身体上的“弱者”
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

没有完成不了的“毅行”

2013 年，受民间公益一线行
动者寇延丁女士的邀请，她第一

次参加了“乐施毅行者”的活动。
组内的四位队员来自不同的城
市，她在北京，寇女士在泰安，还
有一位在成都， 还有一位在云
南。 她与其他两位队友互不认
识。 对于“乐施毅行者”是怎么回
事也不是很清楚。 带着无知无畏
的精神，她参与到了活动中。

四人一个团队，募集 7200 港
币获得参加抽签资格，经过选中
后才可加入正式活动。 倘若募集
32000 港币， 便可以优先参加下
一年的活动。 于是柳红和队友每
次都争取募集到 32000 港币，尽
最大可能获得参加的机会。

争取捐款的过程，对柳红来
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她说：“学习
募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鲜的
事情。 因此我也确立了一个原
则：小额的，大众的。 首先我要向
人说出口，向人要钱，我们其实
真的没有这样的习惯。 在任何一
个成熟文明的社会里，募捐常常
拿出一点点来帮助别人，都是习
以为常的，这也是日常生活的内
容。 但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这
种行为其实不是很多。 我们可能
有个急事儿会帮忙，但募捐还没
有变成日常的行为。 平时的突发
事件，我们能看到很多人捐了几
千万， 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每个公民都做一点点，是很重要
的。 这也是社会良善的一个表
现。 这个过程我也在学习。 ”

经历了队友两次因故退赛，
柳红终于在 2015 年拿到了团队

成绩。 36个小时的成绩算不上出
色，但这三年来在“毅行者”的活
动中， 柳红不断突破自己的体能
极限。“每次快走不动的时候，常
常要数数，数路边的杆子，从 1 数
到 200，然后再往前数，硬挺着。行
走的时候，总是有种声音说，明年
不能来了。但每当结束时，总会告
诉自己，下次还会回来的。 ”

不断挑战自己的柳红，在跟
内心深处的自己对话：开始了就
不中断， 就朝着自己的方向走，
因为没有完成不了的“毅行”。 有
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是
突然自身能量的开关开启了，就
又发动起来了。

她通过鼓励人们改变，用生
命感染生命。 她希望和她一样遭
遇不幸的人们能够“自助助人”。
在谈到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柳
红说：“我们是有不幸遭遇的人，
我们也是得到过很多关怀的人。
我们的人生价值该怎样才能变
成最美的一段？ 我们不是为别人
活，而是为自己活。 爱孩子，最好
的方式是让自己好，让我们的生
命价值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

2016 年，在子尤去世的第十
个年头，一位失独母亲依然选择
用脚步丈量自己的余生。“2016
年， 我要争取 30 个小时走下
来。 ”她这样说。

关爱失独暖心助养计划

柳红是众多失独群体的一

员， 但是对于多数失独老人而
言，却达不到她这样的豁达。 一
个家庭的经济、精神、情感支柱
和依托轰然倒塌，精神上受到重
创，经济上失去靠山，不仅面临
生活困境和窘境，也将失去精神
寄托。

数据显示，全国失去独生子
女的家庭超过百万户。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失独家庭的数量将增
多。 如何帮助失独老人走出阴霾
和困境，积极地面对人生呢？

“关爱失独暖心助养计划”
是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北京
尚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并与
各地公益组织联合实施的，旨在
帮助失独老人改善生活状态的
公益项目。 计划在 2016 年投入
不低于 50 万元，在河北、福建、
江苏、天津、北京等五省市资助
不少于 100 位失独老人，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困难，缓解经济和精
神压力，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
帮助他们从痛苦和孤独中逐渐
走出来。

这项计划将向每位失独老
人提供 3600 元生活费，同时还
组织各种关爱活动和个案及小
组关爱 ， 让他们慢慢走出阴
霾，拥抱阳光。 同时，项目还希
望推动全社会形成关爱和帮
助失独老人的广泛共识。 通过
动员各种传播力量，推动建立
以社会爱心力量、社区、公益组
织、 志愿者为纽带的失独老人
帮扶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