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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里安，我们去长城拍照
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社会，沟

通高效便捷之外，出名好像也变得
不再那么困难。 最近,一个叫“D-
STRONG”的口号，就“不辞辛苦”
地横跨整个太平洋从美国赶来，着
实过了一把“网红”瘾……

一大堆人纷纷手持写有这
一口号的牌子拍照并上传到社
交网络。 照片的背景都是一样，
都是长城……

这背后有一个温馨而让人
感动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2016 年 1 月 12 日， 一篇号
召北京网友去长城拍照的帖子
在贴吧疯转。 帖子的源头指向一
个叫多里安(Dorian)的美国孩子。

多里安今年 7 岁。 这原本是
一个充满童真与奇思妙想的年
纪，但生命总是会跟人类开玩笑。

2012 年 4 月 19 日， 年仅 3
岁的 Dorian 因为右腿肚肿大，前
往医院接受了 X 光检查，结果显
示他的右膝软组织有异常肿大，
腓骨附近有皮质增厚， 病因不
明，医生建议进行 MRI(核磁共
振)检查。

2012 年 4 月 23 日，Dorian
的父母带着他去 Hasbro 儿童医
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
他的腿上有一个肿瘤，有可能是
横纹肌肉瘤，需要进一步做活检
才能最终确定。

2012 年 4 月 24 日，Dorian
再次来到医院进行了 CT 扫描、

核磁共振，而这次核磁共振的部
位并不仅仅是原先的右腿，还包
括了多里安的脊椎和脑部。 检查
完毕后，Dorian 随即被安排入院
治疗。

2012 年 4 月 25 日，Dorian
做了一个手术，在他的胸口放置
了一个电源端口(化疗端口)。 这
是一个大概四分之一磁盘大小
的东西， 放置到他的皮肤底下，
有一根线直接连到了心脏。 以后
他所有的化疗药物、抽血、静脉
注射药物、输血等都通过这个端
口来完成。 同时，医院对 Dorian
的淋巴结和骨髓做了活检。

2012 年 4 月 26 日， 经过数
日的检测，Dorian 被正式确定为
第四期腺泡状横纹肌肉瘤，检测
结果显示在他身体多处有肿瘤，
而 80%的骨髓已经被癌细胞侵
入，接下来留给他的就是漫长的
肿瘤治疗。

2013 年 6 月 10 日，Dorian
接受治疗的最后一天，在过去的
一年多时间当中， 他共接受了 6
次手术、53 次放疗、54 次化疗，癌
细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2013 年 12 月 29 日，
Dorian 癌症复发，随即开始继续
接受治疗。

就在 2016 年 1 月 2 日，最新
一次对 Dorian 的诊断结果显示，
癌细胞通过脊髓液已经扩散到
了他的整个脊柱和大脑，他已经
无法再接受治疗，化疗也无法延
长他的生命。

此时，7 岁的 Dorian 做出了

不再接受治疗的选择，并得到了
父母的支持，他们决定在最后这
段时光，一家人能好好享受每一
天珍贵的生活。

一则请求传递的温暖

1 月 11 日，多里安的妈妈在
Facebook 发布一则请求：有谁认
识在中国的朋友，愿意为多里安
发一张举着“D-STRONG”标语
的照片。 因为这也许是他人生中
最后的一个愿望。 随即上传了多
里安与父亲的对话。

对话内容是这样的：
Dorian：爸爸，你知道我在去

天堂之前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吗？
Dad：(忍住眼泪)什么事？
Dorian：我想在中国成为名人。
Dad：中国？
Dorian：是的，因为他们有那

个大桥。
Dad：大桥？ 你是说中国的长

城吧？
Dorian：是的，它就像一个大

桥一样，人们可以在上面走。
Dad：哦，是的。不过谁知道呢，

说不定你在中国就是很有名呢。
这一消息一经发布，Dorian

的妈妈便收到了成千上万张带
有“D-STRONG” 标语牌的照
片，为的就是让多里安看到他喜
欢的长城。

那些无法去到长城的人们也
希望能够为多里安做些什么，于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各自城
市举着“D-STRONG”标语牌的

照片纷至沓来，他们希望化身成为
Dorian的眼睛，在生命最后的旅程
中，领略更多美丽的风景……

看到这些照片，Dorian 应该
会相信父亲那句“也许你在中国
很出名”。 但事情到这里还并没
有结束，因为“D-STRONG”这
一传递温暖的行动已经传递到
了全世界，掀起了爱的浪潮……

不需要任何语言，只需要一
张举着“D-STRONG”标语牌的
照片，也许这并不能够拯救多里
安的生命，却能够给他一份坚强
的信念，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上， 唯有爱是能够超越国家，超
越民族，超越文化，将我们紧紧
相连。 此刻，只为了将那些最美
的风景带给这个小男孩。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接受捐赠、表彰先进、专项资助、国际交流、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基证字第 0103 号

2009-01-12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82】幢恒通商务园 B23 号楼 D 栋 101-1

59756366 互联网地址 www.csaf.org.cn

许嘉璐 原始基金数额 1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15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2,685,352.71

本年度总支出 44,425,519.5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2,195,638.0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719,853.17

行政办公支出 996,132.6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8.8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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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2,234.72 7,199,731.17 58,721,965.89

51,522,234.72 7,199,731.17 58,721,965.89

51,522,234.72 7,199,731.17 58,721,9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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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9,687.54 46,502,613.59 流动负债 45,494.00 112,156.31
其中：货币资金 10,152,288.38 10,829,478.5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41,609.66 574,887.43 负债合计 45,494.00 112,156.31

净资产合计 29,976,700.82 46,981,644.71
资产总计 30,022,194.82 47,093,801.0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0,022,194.82 47,093,801.02

无形资产 40,897.62 16,300.00 限定性净资产 19,596,069.92 37,778,659.3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380,630.90 9,202,985.4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887,458.85 58,547,004.61 61,434,463.46

其中：捐赠收入 1,175,271.11 57,546,694.78 58,721,965.89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二、本年费用 44,425,519.57 0.00 44,425,519.57

（一）业务活动成本 42,195,638.09 0.00 42,195,638.09

（二）管理费用 2,230,218.50 0.00 2,230,218.50

（三）筹资费用 -337.02 0.00 -3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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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64,415.23 -40,364,415.23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173,645.49 18,182,589.38 17,008,943.89

投资收益 1,389,086.54 0.00 1,389,0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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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坤 胡连萍

多里安一家

为了实现多里安的愿望，网友在长城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