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 2015 年工作总结和 2016 年工作计划

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2016 年 3 月 30 日）

各位理事、监事：
现将我会 2015 年工作情况和 2016 年工作规划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2015 年工作总结

2015 年是我会成立以来开展工作的第三年，全体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奋力拼搏，始终
保持着全力冲刺的势头，努力在“国家一级社团”的高度、“大文化”的广度和“中国与世
界”的深度上开展各项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主要工作如下：
一、公益文化项目活动开展情况
1、品牌活动：鲁迅文化论坛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我会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会“鲁迅文化论坛”在北京召开，主
题为“新媒体·新思想·新传播”，一共分为主论坛和分论坛两场。
主论坛于 12 月 4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分论坛于 12 月 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
行。邀请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权威媒体及研究机构的新媒体运营负责人、专家，中国出版集
团、乐视网、共识网、今日头条等产业运营机构，部分孔子学院院长、文化传播学者，探讨
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技术条件下，新媒体传播的政策环境及媒体担当、媒体融合与产业实践、
新媒体技术与信息传播、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外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及国际传播力等议题，在
当代全球及中国创新发展语境下，理解和认识文化传承和思想传播的新路径。
本届论坛由我会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获得光明日报社、搜狐
新媒体、北京银行、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全国政协、中国文联、相关部委及
北京、上海、广州、绍兴等鲁迅足迹城市的代表，全国鲁迅校际交流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部分师生 300 余人与会。
2、品牌活动：大师对话
（1）5 月 26 日至 6 月 5 日，以周令飞秘书长为团长的大师对话访问团顺利出访俄罗斯
托尔斯泰故乡及回访法国。

（2）在绍兴分会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各方的大力支持下，10 月 12 日至 15 日俄方托尔
斯泰的玄孙、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统的文化顾问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和波良纳托尔斯泰庄园
纪念馆馆长、英国剑桥大学教师、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叶卡捷琳娜·托尔斯泰等来访上海、绍
兴两地。上海方面由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接待，上海星迪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办。绍
兴由本会绍兴分会负责安排代表团来华的主场活动。
俄方代表团到上海首先和鲁迅中学的师生见面，当晚出席在和平饭店隆重热烈的欢迎晚
会。周令飞秘书长及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原宝钢党委
书记刘国胜等社会名流 100 多人出席活动。13 日代表团拜谒了鲁迅墓，参观鲁迅纪念馆和
鲁迅故居，与我会和鲁迅纪念馆交换了礼品。之后，代表团访问绍兴，获得绍兴市委市政府
的高规格接待，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了“2015 大师对话：鲁迅对话托尔斯泰”论坛活动，
俄方小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分别作了热情友好的演讲。绍兴市
政府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绍兴鲁迅纪念馆与俄方签订了姊妹馆友好协议。
（3）对于“大师对话”活动的成功经验，我会在年中主动向刘云山同志作了书面汇报，
得到重要批复，中宣部领导高度重视，在约谈我会时表示会给与新闻报道和延伸活动部分资
金支持。“大师对话”还获得浙江省委宣传部“对外文化创新奖”的嘉奖。2016 年将在 15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活动范围和加强力度。经联系，“2016 大师对话：鲁迅对话泰戈尔”
活动已确定印度客人将于 2016 年 5 月中旬来访北京、绍兴和上海，中方将与 11 月回访印度。
（4）为了大师对话活动的深化发展，我会 2015 年 12 月成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并与文学研究院商谈了 16 年大师对话活动的合作细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战略合作协议也已在之后的 2016 年二月初签订。
3、品牌活动：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我会挂名指导的第七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活动，由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东方教育时报根
据协议实施，已于 12 月 20 日在华东师大举办了颁奖活动，评出大奖一个、特等奖一个、一
等至三等奖共 50 个。
4、鲁迅交响乐组曲
为了给我会留下永久的文化成果，2015 年年中我会前往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
厅、浙江交响乐团会商，与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先生多次磋商后，终于于 11 月 14 日签订了
三方合同，确定委托叶小钢先生创作一部以鲁迅为主题的大型交响乐组曲，时长约 70 分钟，
2016 年 7 月底前交出作品初稿，2016 年 8 月在浙江预演，9 月或 10 月择日在国家大剧院首
演，计划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共投资约 650 万（叶小钢的创作稿费 150 万元，连税共
计 178 万余元），经与浙江多次磋商，我会负责 128 万余元，其余由浙江方面承担。第一期
项目预付款我会已经支付。
5、其他文化活动
（1）鲁迅校际交流会
2015 年校际交流会于 10 月 15 日到 18 日在四川大弯中学举行。会议主题是鲁迅作品教
学研讨，邀请了著名鲁迅研究和鲁迅作品教学专家郜元宝教授到会讲解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作

品，并请 2004 年全国鲁迅作品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邓虹老师到会
为大家作教学辅导。本次会议对校际交流会的章程做出了修改，新方案获得了一致通过，选
出了新一届校际交流会执行理事会班子，由四川大弯中学校长赵泽高、绍兴树人小学校长寿
越强、海南鲁迅中学校长詹荣辉、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群加上基金会督导共五人组成。201
6 年年会按计划由绍兴树人小学主办。
（2）成立“中国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是鲁迅先生诞辰纪念日，在北京西城区八道湾十一号周氏三兄弟旧居、
北京市第 35 中学校内，由我会二级组织“中国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教育部、
中国文联及北京市西城区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我会理事李英杰讲话，我会特邀顾问顾明远、
刘国胜先生和鲁研专家黄乔生等做学术报告。12 月 5 日，研究会执行理事会在北京市第三
十五中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校际交流会与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的联合运作等问题展开了
讨论，决定在立人教育研究会的基础上，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申请创办全国鲁迅立人教育
学校联盟，未来在全国设立 100 所立人教育实验学校和示范学校，鲁迅校际交流会也将在此
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全国鲁迅立人教育联盟的融合。
（3）德邻学堂慈善项目
由我会资助的辽宁省孤儿学校“德邻学堂”相关教育设施配备及志愿者组建已经完成，
先期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落实。截止 2015 年，鲁迅文化基金会立人教育专项基金德邻学堂
项目累积募款 31 万余元（含东亚银行专项捐款），2015 年度项目支出为 288350 元。该项
目被人民日报报导，并在人民网和凤凰网转载后，引起了如东亚银行等企业的关注，并予以
合作资助。
（2016 年主要事项为争取辽宁省民政厅对该项目的进一步支持与辅导，争取能纳入“社
会公益服务采购项目”。具体操办事宜以当地项目组为主，基金会提供相关指导。考虑进一
步开展已经对接好的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东亚银行专项基金的公益活动共同合作，及寻找合适
主题与机会在辽宁省开展更进一步的项目活动。）
（4）“爱的收纳箱”慈善项目
我会尝试与浙江妇女儿童基金会合作，2015 年推动“爱的收纳箱”关心留守儿童上海
站项目，我会募捐了运动服装 3000 套。同时计划通过该项目在上海的实施，为今后沪办独
立展开此类项目打下基础。
（5）中韩慰安妇演讲活动
2015 年 9 月 18 日我会获韩国社会贡献财团方面函邀合作，与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
中心共同合办 “慰安妇演讲”活动。韩国慰安妇幸存者李容洙老人和中国海南慰安妇幸存
者现场作报告，韩中双方专家出席，媒体进行了大规模报道。
（6）《鲁迅是谁》赴俄展览
获文化部支持，拟由我会将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合作，轮流在各国（已设中国文化中心
的城市）中国文化中心举办《鲁迅是谁》展览，文化部资助部分旅运资金。原拟 2015 年 10
月到 11 月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举办首展，并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达成合作举办此次展览的
意向。由于文化部方面的原因，推迟到 2016 年 8 月举办，目前正在准备之中。
6、绍兴代表处活动

绍兴代表处自成立以来，在李露儿理事长的领导和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各方面工作有条不紊
全面展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5 年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举办“鲁迅对话托尔斯泰”出访俄罗斯活动；
（2015 年 5 月 26 日，由鲁基会绍兴代表处组团，理事和理事单位代表一行十一人，绍
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俊杰带队，赴俄罗斯托尔斯泰故乡图拉进行友好访问。）
2、组织回访法国雨果故乡活动；
（6 月赴雨果的故乡滨海塞纳省开展回访活动。绍兴鲁迅纪念馆将一尊高 80 厘米、重
约 70 公斤的鲁迅雕像作为礼物送给雨果纪念馆。滨海塞纳省的 7 所学校与以鲁迅命名或与
鲁迅相关的中国 18 所学校签订协议，开展交流活动。）
3、举办鲁迅与托尔斯泰在绍兴的三天对话主场活动。
（其中包括：绍兴文理学院的大师对话演讲会，绍兴鲁迅纪念馆与托尔斯泰雅斯纳亚·波
良纳庄园博物馆友好博物馆签约仪式，“大师的容颜——列夫·托尔斯泰影像展”和俄语文
学专题讲座。）
4、在绍兴隆重召开“‘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鲁迅文化论坛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鲁迅’
学术研讨会”。
（由绍兴代表处和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承办，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
鲁迅研究会和绍兴文理学院共同主办，来自海外和国内几十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和出版机构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文化论坛和学术研讨会。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加顺同志、中
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郁教授、周令飞秘书长到会致辞。）
5、建立了“日行一善、同心助梦”慈善资助资金项目；
6、成立鲁字号学校校际联谊组织；
7、举办中小学生“走近鲁迅”活动；
8、开设绍兴新闻网鲁迅文化基金会绍兴代表处浏览窗口，编辑、出版《故乡》杂志第三、
第四期等。
二、宣传出版与学术研究
1、学术研究及出版工作
（1）上海办事处成功协助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申报《鲁迅思想系统研究》项目，12
月 12 日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复同意，开展编辑出版《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
料汇编（1983—2015）》、《国际鲁迅研究大系》和建立专题数据库工作。正联络相关大学，
拟合作开展实施；
（2）重新编印《鲁迅是谁》小册子。鉴于上海鲁迅中学、迅行中学和鲁迅初级中学三
校建成了“鲁迅办学联盟”重新编辑印刷了《鲁迅是谁》，充实了大量新资料，调整了原有
内容，使之更加准确和适用。小册子已于 5 月间印成 10000 册，并已将其中 6000 册送达办
学联盟各校；
（3）《鲁迅文化基金会两周年纪念册》编辑、设计、印制工作，补充整理文稿约 1 万
字、图片 200 张；
（4）编辑整理“鲁迅诗文箴言选萃”一种约 1 万 5 千字，选录整理“鲁迅语录 200 句”
一种约 1 万 2 千字；
（5）落实《鲁迅思想系统研究》出版工作，签订出版合同，校对书稿，预计 2016 年 3
月出版；
（6）落实《世界各语种鲁迅研究精选集》资助方式，已签订资助协议，预计 2016 年上
半年完成首期 2 册（韩国卷、日本卷）出版工作，每卷资助人民币 3 万元。第二期 2 种（俄
罗斯卷、英语卷）已经启动；

（7）参与成立“中国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继续开展“鲁迅立人教育思想研究”课
题申报及“立人二十四节课”试验；
（8）策划并组织实施立人教育研究会系列活动，开展“立人讲坛”四讲、鲁迅逝世 79
周年纪念活动讲座等；
（9）参加中国鲁迅研究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年会，并作学术评议。
2、形象宣传工作
（1）为搜狐文化频道编撰“今日鲁迅”150 条约 3 万字，并在 35 中校园网同时展示；
（2）八道湾十一号“周氏三兄弟旧居”参观宣读，并筹备旧居展览设计等。
三、行政管理及外联工作
1、2015 年 3 月和 8 月，组织筹备召开了基金会第一届第六次和第七次理事会，其中第
七次理事会以网络联系的方式完成。
2、完成基金会财务年度审计，完成民政部年度检查网上填报和纸质《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向主管单位中国文联报审以及向民政部报送。7 月，民政部公告第 351
号，基金会 2014 年度检查结论公告（第一批），我会年检合格。
3、完成北京、上海、绍兴三地行政和财务的联系沟通。北京、上海、绍兴三地现金使
用报销符合规定，工资发放正常无差错，报销凭单基本符合要求，项目开支基本符合预算和
财务规定。
4、分类建立基金会资料档案，计有基金会资质、国家管理规定、内部制度、合同协议、
财务凭据、会议记录、正式收发函件等类别。
5、保持基金会官网和公众号正常运作，及时上传基金会相关动态信息图文和公示披露
内容。2015 年基金会出《简报》8 期，并循例报送。
6、继续与中国文联、全国政协相关领导和部门、绍兴市党政机关保持紧密联系，同时，
与文化部外联局、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建立了工作往来。
四、财务状况
1、年度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鲁迅文化基金会账面净资产 3107 万元。
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2500 万元，限定性净资产 606 万元。
年度总收入 867 万元，其中捐赠收入 736.1 万元（绍兴代表处 64 万元），投资收益 94.
8 万元，利息收入 20.9 万元(北京利息 1.1 万元，绍兴利息 19.8 万元），政府补助收入 15
万元（绍兴市文联转汇的文化补助经费）。
年度总支出 770.1 万元，其中公益项目支出 705.8 万元,行政、人员及管理费用 64.3
万元。占总支出的 8.35%，公益支出占上年基金余额 23.45%，
相比 2014 年度，鲁迅文化基金会净资产总额增加了 97 万元，符合国家基金会要保值增
值的要求，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 。
详情请参见中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和专项审计
相关页。
2、2015 年接受北京银行捐赠“鲁迅文化论坛”赞助资金 100 万元；绍兴代表处劝募绍
兴银行赞助总额 120 万元（分五年捐赠，第二笔 24 万已到账），劝募绍兴咸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 万元，劝募绍兴工业设计研究院房屋租赁费 20 万元；搜狐网“鲁迅专版”宣传广
告捐赠折算 490 万元。

3、2015 年，接受实物捐赠计有：上海星迪时装捐赠价值 70 万元的 3000 套儿童服装；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300 条高级羊绒围巾价值 8.8 万元。北京办、上海办办公用房
免费使用权价值约 42 万元；秘书长捐赠公务接待费约人民币 5 万元。
五、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基金会成立已有三年多，其中有几个问题始终困扰我们：
1、没有自有的办公场地。北京唐人街办公室由于老板资金链断裂可能很快无法使用。
曾向国家文物局、北京绍兴商会求助无果。
2、募捐形势严峻。由于国家总体宏观经济下滑，2015 年拟推动的成立咨询理事会募捐
工作受阻，寻求民间企业支持十分困难，2016 年的募捐形势势必将更加严峻。我会将尝试
多种模式，在寻求民间企业的支持同时，积极努力的争取政府部门的资金。
3、原始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大家都知道，在现行规定下，原始基金不得减少，亦不得
用于非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去年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非公募基金增长的渠道和模式，如何
增加劝募，如何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如何永续运营”的难题，依旧摆在我们面前，2016 年
将寻求破解之道。
4、员工工资过低。造成人才引进困难和人才流失。拟在 2017 年合理完善我会薪资结构，
为下一任期的理事会工作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

2016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是鲁迅先生诞辰 135 周年、逝世 80 周年的重要纪念之年，我会的主要工作是在
做高做广的基础上，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我们要认真谋划，全力以赴，专心做好今年的各
项鲁迅纪念活动，确保各项活动圆满成功。2016 年的主要计划工作有:
一、公益文化项目活动
1、重点一：鲁迅文化论坛
2016 年因“鲁迅年”扩大举办“鲁迅文化论坛暨纪念会议”。主题定为“站在过去与
未来之间”，拟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择举办，正在邀约国家
领导人出席。
2、重点二：鲁迅纪念演出
交响乐组曲《人间鲁迅》由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创作，浙江省交
响乐团担纲演奏，预定于 9 月上旬至 10 月期间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正在邀约国家领导人出
席。我会负责创作和首演工作。
3、重点三：大师对话
2016 年大师对话将以“鲁迅对话泰戈尔”为主题，参照 2015 年模式，将邀请印度文化
部门和泰戈尔家乡、泰戈尔纪念机构于今年 5 月到访上海、绍兴和北京，开展主题对话，与

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挂牌，11 月我方组团前往印度泰戈尔家乡回访等等。同时深化拓
展法国雨果纪念机构、托尔斯泰纪念机构交流项目。8 月间我会将在俄罗斯举办的“托尔斯
泰与世界文学论坛”上举办“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分论坛，并结合论坛举办相关展览。
4、策划举办《鲁迅是谁》巡回展
由我会主办、文化部资助项目《鲁迅是谁？》展览，争取作为品牌活动之一逐年推向海
外各国。
5、其他鲁迅诞辰 135 年、逝世 80 周年纪念活动
除我会的活动外，我会还将在各地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1）与虹口区、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举办一个纪念会，一个纪念演
出（由上外组织）和一个展览；
（2）方正集团的“鲁迅体字库”首发。由鲁迅家属授权、方正集团投资并设计制作的
鲁迅体字库，将于 2016 年上半年制作完成。该字库基于鲁迅手迹制作，计划在今年的纪念
活动前后对外公益首发，为鲁迅纪念年增光填色。
（3）我会后援南京市演艺集团原创演出话剧《来自民国的你》的纪念演出计划。
（4）与广州文史馆合作筹备 2017 年鲁迅来穗 90 周年活动。
6、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2016 年我会将继续指导第八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举办，在前几届举办经验的基础上，
争取 2017 年更大的合作空间。
7、鲁迅校际交流会活动
2016 年 9 月由绍兴树人小学主办年会，在绍兴举办“为鲁迅爷爷过生日”等相关活动。
8、其他公益活动
在能力范围继续支持单位或个人在我会公益平台上开展有特色的公益文化项目；同时探
索保底分成的公益文化合作项目。
（1）我会拟与保利文化集团合作，将交响乐组曲《人间鲁迅》和话剧《大先生》、现
代芭蕾舞《野草》三台节目组成“大先生来了”演出季，计划从 2016 第四季开始，在鲁迅
足迹城市巡回演出，我会正与保利集团探讨保底分成共赢的合作可行性。
（话剧《大先生》由文学评论家、剧作家李静编剧、赵立新担任主演，文化乌镇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出品。定于 3 月在北京首演。现代舞《野草》根据鲁迅散文同名作品改编，演出
由三部作品构成—“死火”、“影的告别”、“极地之舞”。）
（2）策划举办“为中华崛起，做中国脊梁”公益路跑活动。 计划在绍兴举办国际公益
马拉松及在鲁迅足迹城市举办主题文化跑，以表达对鲁迅先生特殊的纪念，更广泛的向全国
乃至于全世界传播和普及鲁迅精神。
9、绍兴代表处活动
2016 年，继续努力开展多项工作：
1.继续开展第二期“鲁迅故乡好少年”的评选活动；同时将“大师对话”活动做得更精
致，实现更有效的对外文化交流成果；继续办好“走近鲁迅”活动；精益求精地编辑出版《故
乡》杂志。

2.在绍兴文理学院建立“鲁迅文化交流”专题展馆；3.依托绍兴文理学院音乐学院创排
情景音乐剧《鲁镇词调》项目争取在 6 月底前基本完成创作排练工作，并可搬上舞台进行试
演。4.2016 年将进一步依托市委宣传部，联合媒体部门，继续办好绍兴新闻网鲁迅文化基
金会绍兴分会网站窗口。
二、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
1、持续参与基金会品牌项目、合作项目和创新项目的前期策划、调研和准备工作，特
别是精心选择鲁迅文化论坛的议题和发言嘉宾；
2、做好鲁迅思想系统研究滚动课题：将组织课题组，由上海、北京两地三个子课题组
构成，分别查收数据，集中输入数据库。上半年组织团队并开题，今年预收集 100 种的目标；
3、拟在上海开展“左翼文化文献数据库”项目。上半年争取落实部分资金，组织团队，
制订实施计划，争取第三季度启动，今年内初步展开资料收集工作；
4、完成《鲁迅文化论坛讲演录》的制作工作；
5、正式申报“鲁迅立人教育思想研究”国家课题，拟向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进行两
项申报；
6、在北京市三十五中学正式启动“鲁迅立人教育二十四节课”试验，2016 年上期在该
校初二、高一、高二开设鲁迅立人专题选修课第一轮；
7、策划出版“鲁迅文化基金会丛书”及“鲁迅日历”等鲁迅文化衍生品、纪念品物的
设计制作；
8、计划出版书籍《鲁迅思想系统研究》一种及《世界各语种鲁迅研究精选集》二种，
继续资助“世界各语种鲁迅研究精选集”二种。
三、财务预算
2016 年度预计收入 995 万元，其中预计投资收益 90 万元、利息收入 20 万元、项目募
资 700 万元、绍兴代表处预计收入 145 万元、其它收入 40 万元。
2016 年度预计支出 947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848 万元（含绍兴代表处预计支出 145 万
元）、管理费用 88 万元、其他支出 11 万元。
（详见《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6 年度预算表》。
四、行政管理及劝募工作
1、完成基金会审计年检工作和信息公示；
2、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会规章制度办事，包括合同审定和财务流程，把好关，当
好家；
3、厉行节约，合理开支；
4、调整、完善北京和上海办事处人员班子，招募培养领导干部和专业经理人员。研究
合理的薪资制度；
5、进行国家各部委、各省市资助、补助文化项目活动的调研，申请项目资助和补助。
6、完成 2016 年基金保值增值和劝募工作。

秘 书 处
2016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