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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不断“奔跑”的公益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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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113 号

2013-02-27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垂虹园 8 号楼 18A

88877006 互联网地址 www.txzef.org

张春生 原始基金数额 21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97

陶行知教育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1,552,444.51

本年度总支出 28,037,683.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6,493,067.1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26,979.83

行政办公支出 695,368.8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22.9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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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492.00 24,600,000.00 27,750,492.00

3,150,492.00 24,600,000.00 27,750,4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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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6,869.83 21,747,052.92 流动负债 64,810.00 53,274.02

其中：货币资金 16,842,390.75 14,965,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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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4.68 23,524.12 负债合计 64,810.00 53,274.02

净资产合计 21,552,444.51 21,717,803.02

资产总计 21,617,254.51 21,771,077.0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1,617,254.51 21,771,077.04

无形资产 1,750.00 500.00 限定性净资产 1,592,930.00 6,171,817.8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9,959,514.51 15,545,985.1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03,041.51 27,600,000.00 28,203,041.51

其中：捐赠收入 150,492.00 27,600,000.00 27,750,492.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8,037,683.00 0.00 28,037,683.00

（一）业务活动成本 26,493,067.16 0.00 26,493,067.16

（二）管理费用 1,422,348.66 0.00 1,422,348.66

（三）筹资费用 122,267.18 0.00 122,2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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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1,112.16 -23,021,112.1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413,529.33 4,578,887.84 165,3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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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齐亚琴

公益微博阅读量 10.8 亿，发
起大病医保百万计划，邀请网友
一起抢 50 万份“公益红包”，用
行动对抗全球变暖……同他在
火爆真人秀“奔跑吧，兄弟”里正
能量爆棚的“大黑牛”形象相得
益彰，李晨不知疲倦地奔跑在公
益之路上。

作为娱乐圈的宠儿和媒体
头条的常客，李晨将镁光灯引向
了更需要社会关注的公益事业。
他凭借超高人气和号召力，成功
地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公益
事业的受益者。 面对打工子弟小
学的孩子们时，他与孩子们约定

“以后一起打怪兽， 做英雄”；面
对环卫工人时，他发起“晨路公
益计划”，集结公众共捐出 30 万
元的暖心物资，帮助工人们抵御
寒冬；面对环境问题，他参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微公益共同
发起的“挑战两个地球”行动，呼
吁公众节能减排；面对人生的另
一半，他与女友范冰冰一起奔走

“爱里的心”，为阿里地区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带去生的希望。 李晨
说：“公益在行动中的体现远远
胜于口号。 ”

自 2010 年，李晨的公益行为
从未停歇和间断，为的不仅是提
供临时性的帮助，而是能够持续
投入时间和精力，给人们带去希
望。 他在微博里介绍自己是“一
个人生的观光客”，但这位“观光
客”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公益之

路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公益时
报》对李晨进行了专访。

《公益时报 》：2015 年 ，你在
公益事业上非常活跃，参加了很
多公益项目 。 你怎样理解公益
呢？

李晨：公益从字面上讲就是
公共的利益、共同的利益，我觉
得作为社会当中的个体，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去回报社会，这就
是公益。 而我们作为公众人物，
除了投入自己的时间、 财力、物
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群体之外，
更要去号召更多的人关注公益，
并参与其中，然后慢慢地形成社
会集体的一种意识和力量。

《公益时报》：你参加的公益
活动众多，请问你选择公益活动
的标准是什么？

李晨 ： 没有什么特殊的标
准，无论是偏远山区、贫困儿童，
还是城市“黄马甲”，那些需要帮
助的对象都是公益直指的方向。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带给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希望。

《公益时报》：多年来的公益
活动，有没有对你在哪些方面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晨：影响肯定是有的。 我
觉得公益是一种意识，这些年一
直做公益，自己慢慢就会形成这
种意识， 并不断地去告诉大家，
号召大家一起和我做这样的一
个事情，同时也会觉得这是自己
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从中看到

自己另一个层面的价值。
《公益时报》：作为“奔跑吧，

兄弟 ”的一员 ，你借助这个节目
也参与了不少公益活动。 你如何
看待娱乐与公益的结合？

李晨：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
棒的结合方式。 一般来讲，大家
对娱乐的关注度可能是高于公
益的， 能通过娱乐与公益的结
合，引领更多人去关心和帮助需
要帮助的群体， 是一件很棒的
事。

《公益时报 》：2015 年 ，你在
公益界也获奖颇多，你如何看待
自己在公益上的影响力？

李晨：我觉得我们演员或者
说一些公众人物，如果能通过自
身的努力，去带领更多人参加到
公益项目中是很棒的，我很高兴
自己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我也希
望在未来的日子，多传递一些正
能量，能够引领更多的人参与到
公益中。

《公益时报 》：公众人物 ，尤
其是娱乐明星往往是舆论关注
的焦点。 有不少人认为，明星参
与公益活动是为了给自己树立
一时的正面形象，真正坚持下去
亲力亲为的并不多。 你怎么看待
这样的观点？

李晨：公益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行为，不是说只为了个人形象
去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如果把
它当成了一种树立形象的任务
的话，就完全违背了它的存在意

义。 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希望自
己能够将公益
这个事情继续
坚持下去，并成
为一种引领的
力量。 这些年我
去过很多地方，
做过很多公益，
其实公益并不
仅仅是说要带
给他们一种临
时性的物质帮
助，还要不断地
把自己的时间
跟精力放在这
上面，给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带
去希望，带去精
神上的陪伴与
支持。

《 公 益 时
报 》： 回顾整个
2015 年，给你留
下印象最深刻的公益活动是什
么呢？

李晨：2015 年， 自己参与过
一些公益项目，也发起过公益行
动，无论是“爱里的心”、“大病医
保”，还是“晨路公益计划”、“阳
光跑道”等，每一个活动都关系
到不同的社会群体， 有贫困山
区，有关爱儿童，也有环境动物
保护，每一个群体都是确实需要
帮助的。 对我来说，能够凭己之

力有所改善的，就都是行为价值
的体现。

《公益时报 》：2016 年 ，你将
为公益活动做哪些努力呢？

李晨：公益一直是我工作内
容中重要的一个部分，2016 年也
会继续。 无论是环境保护、动物
保护，还是关爱儿童、关心市容
环境等方面， 我还是会尽己所
能，将公益行为持续下去，并引
领大家一同关注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