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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益言堂

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
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的出
台和 《慈善法 》被提上日程 ，2015
年可能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比
较迅猛的一年 ， 既会雨后春笋 ，
也会大浪淘沙。 可预期的成绩和
可预料的问题并存 。 但总的来
讲，公益组织要做好同社会的对
接准。

能力对接 ：现在政府购买已
露端倪 ， 资助型基金会也会更
多，公益组织尤其是大量的草根
组织能否接得住 、扛得起 ，倒会
成为新的问题。 这就要解决公益
组织自身的问题。 只为生存揽项
目，而没有特长特色 ，宗旨使命 ，
个个都是全能型 ，家家都是突击
队，恐怕不会长久 。 打铁必得自
身硬。

资源对接 ：公益慈善资源能
逐步扩大 ，但仍然是有限的 。 同
质竞争是市场化过程的产物 ，也
是公益慈善业内的杀手。 过分同
质 ，势必内伤 ，行业自组织十分
重要。 联合劝募，协商合作，减少
同质，开拓创新 ，才能各领风骚 ，
共享资源，扩大资源。

信息对接 ：每次救灾公益组

织都苦于信息的滞后和大量的无
效信息，致使一边对不上灾区，一
边答复不了捐赠者， 需求量和资
金量经常不对称， 造成大量后期
调整。 平时也存在需求调研不到
位、 需求信息不通畅等一系列问
题。 信息和政府、弱势人群、项目
需求、捐赠人等不能形成对接，会
大大制约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人才对接： 公益项目有的有
很强的专业性， 但从事公益的人
多数是“通才”，都懂都不懂，项目
质量专业性受到影响， 公益性也
会相应受到影响。 公益组织的开
放性人才政策很必要。 要真正做
到人才与公益对接、与专业对接、
与项目对接。

机制对接： 公益组织的架构
有其特殊性，不是机关不是企业，
也就不能机关化管理企业化管
理。 公益组织必须适应社会对其
的要求而完善机制的对接。 就目
前看， 至少就涉及具有实际功能
的理事会机制，透明机制，社会参
与、 监督机制， 行业自管自律机
制，公益慈善数据机制，公益项目
创新机制， 公益慈善正能量积聚
宣导机制等等。

公益组织要同社会对接
看到关于大凉山的影像与

文字，总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在那
里经历的点点滴滴:

那时候，我看到大凉山的不
是贫困，是彪悍、淳朴,是查尔瓦
上那黑色的、高贵的头颅，没有
妥协，自由帅气。两百年前，清廷
为了镇抚彝族，长期在大凉山推
行汉人移民和“改土归汉”政策，
才有了汉族与彝族的混居。即便
如此，当地彝族依然在土司和黑
彝的管理下，成为堪称奇迹的强
盛的部族。 红军经过此地也要与
小叶丹结盟， 远有自负有余的石
达开两次率领太平军从云南入大
凉山均被当地彝族武装与清军联
手击败，最终全军覆没大渡河。

时至今日，因为现代文明的
种种规则冲击，大凉山的一切都
在变化， 乡规民约已经毁掉，黑
彝头人或是为官， 或是经商，或
是移居西昌、成都和北京，剩下
的人中有些吸食毒品， 罹患艾
滋，旧文化溃不成军，新规则扶
不上墙。 落日黄昏时节，站到山
头上的不再是有巍峨的彝族男
人的身影眺望远处的群山，而是
依稀可见的童影在盼望父母的

归来。
大凉山已经成为公益组织

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他们使用
一种现代的姿势试图来帮助这
里进步，改变这里儿童的教育与
生存状况，然而没有文化做依托
的任何帮助， 在进步的同时，也
在加速消灭过去的一切，而鲜有
持续的生机。

大凉山彝族有种植鸦片的
习俗，清朝的命官没有根除过，
民国的军阀也没有根除过。 有
着百余年种植鸦片的传统 ，又
如何保证自己远离毒品， 当地
彝族自然也有自己控制吸毒的
古礼古法、乡规民约。 照例，如
有彝人吸食鸦片， 头人或族长
会派人将其捆绑起来， 罚其家
里杀牛一头， 邀请附近山寨的
族人前来分食， 继而鞭打以示
惩戒，巫师施法帮其驱魔，家人
控制助其戒毒。 这样，对于很多
彝人来说，虽然种植鸦片，从小
也知道这货不能单独吸食 ，只
能必要时用于疗伤治病。

按照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
来看，这些古礼古法、乡规民约
似有悖“法制的精神”，表面上看

自然是进步，现实中失却传统约
束， 风气却呈现出向下的趋势。
就彝人吸毒而言，现在的做法是
抓到戒毒所强行戒毒，涉毒想法
出来的彝人为了逃避头人或家
族的惩罚， 大多就远走他乡，而
把老婆孩子留在了山里。离开男
人，一些拖儿带女的女人就会想
办法改嫁找生活，而这些女人改
嫁又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 同
样，也因为大凉山种植鸦片的传
统，在外打工的彝族人也比其他
地方的人相对更容易接受毒品
或者参与贩毒，继而被传染上艾
滋或传播艾滋。

倘若回首我走过的路，大凉
山是我年轻气盛的拐点，也是公
益梦想的起点，而直到现在我却
不曾再去过那里。过去的大凉山
不缺少帅气勇敢的男人与温柔
耐劳的妇女，在我看来，若要把
大凉山从吸毒与艾滋的噩梦中
解脱出来，除了政府与公益组织
的努力， 那些离开大凉山去做
官、经商的彝族朋友，我们能否
停下匆忙的脚步，一起给大凉山
一些关怀。

吸毒与艾滋的后面其实有现
代文明未曾树立与传统文化已经
衰败的缘由， 当地需要重建内在
的文化核心， 显然是作为外人的
公益组织做不来的事情， 这些改
变需要的是部族内部自发的、持
续的文化再造，去重建这群人、这
个部族内在的自信， 而不仅仅是
针对小孩上学或者是某种技术培
训。 彝族人说藏族、汉族、彝族是
一个妈妈的三个孩子，大凉山面
临的困境，需要更多人关注的目
光与努力。

大凉山:梦想与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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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助贫困 设施建设 疾病预防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河仁慈善基金会 1073

2010-06-0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园二区宏路镇福耀大道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

北三环中路 29 号院 3 号楼 27 层）

82092066-0 互联网地址 http://www.hcf.org.cn/

曹德淦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29

河仁慈善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856,829,391.49

本年度总支出 269,537,151.5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27,418,707.3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252,669.35

行政办公支出 1,587,515.7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6.8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05%

� � 本基金会（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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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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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21,943.28 86,973,207.88 流动负债 763,688,616.66 755,818,000.33

其中：货币资金 20,416,846.06 20,143,121.2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543,300,000.00 2,404,1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96,064.87 241,983.42 负债合计 763,688,616.66 755,818,000.33

净资产合计 1,856,829,391.49 1,735,497,190.97

资产总计 2,620,518,008.15 2,491,315,191.3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620,518,008.15 2,491,315,191.3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856,829,391.49 1,735,497,190.9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48,204,951.07 0.00 148,204,951.07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69,537,151.59 0.00 269,537,151.5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7,420,185.02 0.00 127,420,185.02

（二）管理费用 142,116,966.57 0.00 142,116,9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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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21,332,200.52 0.00 -121,332,200.52

投资收益 145,000,000.00 0.00 145,000,00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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