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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照亮回家的路，回中国文化的家”
——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耿瑩
本报记者 王敏 朱晨辉

很多年纪稍长的人都知道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七十年代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但对
作为耿飚长女的耿瑩
瑩 却不一定知
晓。耿瑩
瑩 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民族
文化的推介和保护事业，于 2007
年创立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在基金
会成立十周年庆典的前夕，
《中国
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基金会创会
会长耿瑩
瑩。

“保证‘小灯泡’能够
24 小时不停电”
说起耿瑩
瑩 成立中国华夏文化
遗产基金会的“发心”，还得倒退
回 14 年前。2003 年的一天，耿瑩
瑩
和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女儿们一
次聚会闲谈中，对中国传统文化
逐渐消失表示出担忧：老北京的
胡同和四合院越来越少，万里长
城只剩下 2500 公里，龙门石窟上
的雕刻工艺已经失传……于是，
她们决定“利用自己这点影响力
成立一个基金会，为传承中华文
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们称
之为贡献“剩余红利”。
在基金会会议室里，已近杖
朝之年的耿瑩
瑩 依然精神矍铄，谈
及基金会十年来的发展史，老人
兴致盎然。筹备期的奔走呼号，
初创期的捉襟见肘，个中曲折自
不必说。所幸，十年来，基金会的
发展日渐兴盛，虽有坎坷，也有欣
慰和成就。谈及做基金会的初
心，老人坦言，
“ 就是唤醒人们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孩子们需
要 唤 醒 ，成 年 人 同 样 需 要 唤 醒 。
这个话题说起来比较大，也比较
虚 无 缥 缈 ，那 我 们 就 一 点 一 点
做。”老人言语中透露着坚定，
“世
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已
经中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在延
续，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没有
断代。
”
基金会于 2007 年 8 月 28 日被
批准正式成立，彼时已经到了改
革开放的第 30 个年头。改革开放
伊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束缚已
久的国人都开始扎堆做生意，本
应该是“先定规矩，后做生意”，而
我们是“先做生意，后定规矩”，所
以那时破坏了很多东西，比如北
京的典型建筑四合院，在那一时
期就被拆除了不少。
“但我坚信一点，我们五千年
的历史文化在每一个炎黄子孙心
里都有一颗种子，只不过今天这
颗种子不知道埋在哪里了，它还
没有萌芽。等有一天孩子们玩儿
够了，他在这个包围圈里回头，而
我们基金会这个‘小灯泡’会给孩
子们照亮回家的路，带孩子们回
到中国文化的大家庭。我使出浑
身解数只能保证这个‘小灯泡’能
够 24 小时不停电，这就是我们的
初心。
”
老人赤子之心拳拳，她提出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样文化
就会一代一代地传承，
“ 传承”变
成“承传”。
“这就是我们基金会的
一些理念。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财
力，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我们只
有一个力，就是尽心尽力，力所能
及。
”

“你以诚心待人，人
家就会诚心待你”
耿瑩
瑩 向记者回忆起早些年在
兰州大学的某场讲座中与现场学
生互动的情节，这也从一个侧面
生动地印证了老人“尽心尽力，力
所能及”的做事理念。
“耿奶奶，您是不是认为自己
是栋梁？”
“我不是栋梁。
”
“为什么？”
“我不是那块料，我不是栋梁
的料。
”
“那您是什么？”
“ 我 连 椽 子 也 不 是 ，我 是 柴
火。
”
“为什么要做柴火？”
“我就是做柴火的料。如果
你去野营晚上冷得要命，我给你
点一堆火，让你取取暖，给你增加
点安全感，可以吗？如果你走累
了，把脚走出水泡来了，我给你烧
点热水，
给你泡泡脚，
可以吗？”
“你以诚心待人，人家就会诚
心待你。”谈及基金会的引领带动
作用，老人不无激动，坦言基金会
创立后的前五年一直在做“丐帮
帮主”。虽然国务院批了“中国”
字头，但没有国家资金的投入，房
租、人员工资、保护项目等资金都
要到处去“化缘”。
“因为我的诚心，或者在交流
过程中对方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觉得应该对中国的文化尽一份责
任，所以，后面的五年基本上是别
人来找我”。老人谦虚地说，
“这
里面有一点点的‘得道多助’，有
很多朋友愿意帮助我。一是出于
对我的信任，再一个是他们觉得
我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而言是
一种醒悟，而对国家而言也是一
件好事。
”
在为保护文化遗产鼓与呼的
这些年里，有很多充满了人情味、
让人深感欣慰的事件。耿瑩
瑩 回忆
起五十年代的文物局局长谢晨生
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的往事，
言语
里充满感激和敬佩。
“有天谢老打电话让我去麻线
胡同 2 号院，到地方之后发现 2 号
院的墙已经拆了一半，
一个大型推
土机正在那里，
谢老搬个凳子在那
儿坐着，看到我后才去找人，最后
这个院子才没被拆成。
”
耿瑩
瑩 还讲起修建地铁 6 号线
时候的一段经历：
“ 当时 6 号线地
铁本打算从故宫底下穿过，
基金会
用了两年的时间去跟地铁修建方
辩论，找专家来计算，最后证明对
方算的不对，最终 6 号线地铁绕开
了故宫。故宫的建筑是一流的，
集
结了古人的智慧。它的地下有十

耿瑩
八层，这十八层是立着的木桩，并
不是随意的立着，
而是以各种图样
呈现的，很难想象如果地铁 6 号线
从故宫底下穿过会造成怎样不可
估量的后果。
”
当然，
在为保护文化遗产奔走
呼号的过程中，
也有令人扼腕叹息
的事件。
老人提到，
全国的壁画里有一
个空白，就是缺失了明朝的壁画，
但在北京的法海寺有十张明朝壁
画，
十分精美。
“法海寺是明朝六个
皇帝的家庙，
对明朝六代皇帝的研
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史料。”老人
对法海寺的历史沿革如数家珍，
“你现在要去看，没有别的科学办
法，只有不让阳光进来，拉着黑帘
子。我就希望能把帘子打开，
让阳
光进来，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些壁
画，想要做到这样就需要技术保
护。
”
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遗产的
珍视以及想要把绚美瑰丽的遗产
发扬光大的心情，
老人向有关部门
提议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来调集
全国的壁画保护专家商量修护壁
画的方案，
等到方案执行的时候再
另行捐赠。但是这件事情由于诸
多原因，
最终没有做成。

“华夏文明赋予我们
自信、
包容的品质”
上一代人的熏陶，
铸就了耿瑩
瑩
敢想敢为的坚韧性格。多年的艺
术经历使她与华夏文化结下了不
解之缘，
正是这种时间与经历凝聚
而成的厚重，
让年近八旬的她坚毅
地选择了一条执着于追寻探索华
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理想的人
生道路。
“华夏文化博大而精深，
正
是华夏的文明赋予了我们中华民
族自信、包容、刚柔并济、果断、凝
静、胸怀浩瀚的品质，使之多个民
族和谐相融，历经数千年依然璀
璨，
直到今天还能够自强不息。
”
谈
到华夏文化遗产保护时，
耿瑩
瑩感慨
万千。
然而从想法到落地，
从最初的
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基金会到正
式注册通过的中国华夏文化遗产
基金会，却经历了四年的时间，期
间耿瑩
瑩跑了很多个部门，
盖了很多
个章，可谓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非

常来之不易。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是
我国第一个以发现、
研究、
唤醒、
保
护和传承中华文化遗产为宗旨的
全国性社会公益组织。十年来，
基
金会不仅开发和保护了许许多多
中国的文化遗产，
也为世界文化的
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如五年前耿瑩
瑩 会长致辞时
所说：
“我们去印度播种中国文化
的种子。印度古老文化和中国的
古老文化对话、交流，告诉印度朋
友，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是
‘和’
。
”
“我们到巴基斯坦，带去传统
文化。告诉巴基斯坦的朋友和人
民，
中国和巴基斯坦人民的友谊万
古长青。两国人民是永远的好朋
友、
好兄弟。
”
“我们去台湾延续几千年的华
夏魂。带着中华的传统文化，
我们
是来探亲的，
来与久违的兄弟姐妹
们叙家常。
”
“我们去日本，带着我们的传
统文化与日本的传统文化交融，
延
续一衣带水之情。
”
记者从基金会官网上看到，
仅
最近五年，
耿瑩
瑩会长就先后应邀到
访或接待来访的巴基斯坦、
澳大利
亚、朝鲜、纽约联合国总部、比利
时、加拿大、埃及、英国、日本、丹
麦、瑞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几十个国家
的文化部门和组织。仅最近一年，
耿瑩
瑩 会长就亲自出席各类文化活
动近 40 场。而基金会活动也是非
常频繁，
包括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
麦迪文·休斯夫妇访问、应邀出席
庆祝 2017 年联合国日纪念活动、
应邀参加巴基斯坦独立日庆祝活
动、
“东方之韵”
北欧行等重头戏。

“文化丢了，这个民
族就灭了”
基金会肯定离不开基金，
那么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都有哪
些基金呢？
耿瑩
瑩会长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
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成立的专项
基金已经超过十个，项目不同，使
用用途也不同。
比如，
通过与国家战略及相关
项目对接，
对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
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实施落地的

“一带一路专项基金”
；
以宣传和弘
扬三晋文化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为
指归，为文化从业者、非遗传承人
提供创作空间，
改善文化从业者居
住空间的晋文化发展专项基金；
中
原文化专项基金则是致力于发掘、
保护、弘扬、传承五千年的中原文
化遗产,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致力于尧舜禹汤
及先秦时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
古籍史料及民间演绎传说的研
究、整理，以公益性系列活动带动
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尧舜文化专
项基金；
独具藏族特色的绘画艺术
形式、
具有
“黄金艺术”
之美誉的唐
卡专项基金；致力于古籍的保护、
研究、整理、出版以及古籍研习场
所——书房的研究与推广等发展
事业的古籍专项基金等等。
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的掌门人，
耿瑩
瑩深感中国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任重道远，
深知单靠
基金会的努力远远不够。政府的
支持、全社会的关注、大量人财物
的投入是保护现有文化遗产的迫
切之需。只有将中国文化遗产保
护行为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让大
家从被动到主动，从意识到行为，
将保护文化遗产当做每个中国人
的事业，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在
现实中才能永不褪色。
“在遗产保护这条路上，我们
碰到了很多的沟沟坎坎，
不是你想
保护就能保护得了的。”老人的言
辞中难掩遗憾：
“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们发展了经济，
但我们丢了一件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坚持了上千年
的诚信。这个我坚信通过几代人
可以捡回来，但是文化丢了，这个
民族就灭了。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耿瑩
瑩
会长直接领导的第一个五年，
基金
会开展了
“华夏文化遗产万里行”
、
“文化名城名镇的标识系统工程”
、
“华夏儿童民族艺术展演”
、
平遥古
城文化获资助性保护等一系列重
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有力地促进
了中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
与交流，
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事业的顺利发展。在第二个五年，
基金会更多的时候则是由女儿耿
静理事长处理日常事务，
也是做得
风生水起，
在公益界崭露头角。
耿瑩
瑩 会长说，人生选择，时间
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在机遇
面前，
有的人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
用完了，
再去寻找；
而另一种人，
使
用机遇，同时创造自己发展的机
会。这就是创新——不断利用机
遇并创造新的机会。
对于下一个十年，
耿瑩
瑩会长展
望说：
“基金会办会宗旨是为唤醒
公民责任、
募集资金保护中国历史
文化遗产，配合政府调动社会力
量，推动文化保护工作。具体来
说，
包括酝酿中的和故宫的合作以
及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夏遗
产的修复、鉴定工作等。这种细
致工作，目的旨在首先摸清自己
的家底，才能知道中国人的文化
自信用之不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