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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Editorial

参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013 年 12 月 6 日，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病逝。这位享

誉全球的人物曾说：“我们的世界仍旧充满痛苦、疾病、贫

困和压迫 ；世界在你手中，让我们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个世界会好吗？”世纪大儒梁漱溟问到。没错，

在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不美好——很多孩子因身患重

疾，面临夭折或残疾的危险；很多家庭因病致贫，陷入无

助和困顿；还有很多孩子刚一出生就被抛弃，孤苦伶仃，

甚至生命都岌岌可危……如果生命都不能被解救、被尊重，

世界何来美好？

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相信善的力量，带着饱满的激

情和希望，通过公益慈善创造一个美好社会。当你亲眼目

睹过一个原本危在旦夕的先心病孩子或一个奄奄一息的弃

婴经过手术治疗，完全康复起来的时候，相信你也会跟我

们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我们相信你会通过观察

和参与，更深刻地得体会到公益慈善的深处是一种参与，

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生命，是何等的贵重。我们邀请你一起，同所有正在

前行的人们一道，行动起来，给生命一次机会，让世界变

得更美好。

《爱佑微刊》编委会  yanggang@ay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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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救童心、网佑新生项目！

爱佑捐赠 Donate

2013 年 11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

收入简况（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善款总额：19,532,353 元
 限 定 性 ：11,500,000 元 
 非限定性：  8,032,3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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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救助 Programs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新审核通过：827 人

  治愈出院：770 人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

  新审核通过：6人

 共救助：51 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正在养护：118 人

 新进患儿：35 人

 养护结束：31 人

爱佑故事 Story

● 爱佑理事长王兵在 TALK 对话上说：

“从爱佑的实践来讲，我们就希望经

过这九年时间，把我们的所有资源都

带进来，我们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和商业手法，把这个生态逐渐地完善

和建立。”

● 爱佑理事马云在 “TNC 中国之夜”

上说：“公益和慈善最大的差异是慈

善捐的是钱，公益表达的是行动，是

每个人可以做一点的事情……，今天中

国缺的不是钱，中国缺的是年轻人的

关注。” 

● 爱佑理事冯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总体来说，公益和慈善对企业而言

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个保健品，

不是吃了就起死回生，但是经常吃虫

草、燕窝，对身体一定有帮助。” 

爱佑观点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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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动态 News

媒体报道 Promotion

新华网云南频道 2013 年 11月 16日

文章《云南：0至 14 岁贫困先心病儿

童可获“爱佑童心”医疗救助》

今年 11 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与爱

佑慈善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正式成

为“爱佑童心”定点医疗机构。据介

绍，“爱佑童心”救助对象为年龄在

0-14 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

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

动脉瓣狭窄）的贫困儿童，每名患儿

按病种划分可获得的最高资助金额为

13,000 元。

http : / /www.yn . x inhuanet . com/

newscenter/2013-11/16/c_132893032.

htm

中国新闻网 2013 年 11月 18日文章

《2013“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

宝贝之家”第三次开放日》

14 至 15 日，“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

上海宝贝之家”第三次开放日如约而

至，一汽 - 大众奥迪英杰汇进取先锋、

中国著名赛车手程丛夫先生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 16 名志愿者相聚在“爱

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

来陪伴宝贝们渡过温暖的一天。

http : / / f inance .ch inanews .com/

auto/2013/11-18/5515991.shtml

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2013 年 11 月

18 日文章《开封市“爱佑新生”项目

每年将助数百名残疾孤儿重获新生》

“从 10 月起，已经有 30 多名孤残儿

童来到开封，我们招募的护工也已开

始接受专业的培训。”王睿莉充满期

待地说道，“‘爱佑新生’项目每年

将帮助数百名残疾孤儿重获新生，传

递大爱，一路向前。”

http://www.henan.gov.cn/zwgk/

system/2013/11/18/010436186.shtml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晓东女士、董事长助理金波先

生、市场部白梅女士带着全体银泰员工的祝福和礼物来到位于

北京市顺义区的爱佑 • 银泰北京小婴儿之家，看望那里生活着

的孤儿们。

2013 年 11 月 8 日

“爱佑 • 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第三次开放日活动成

功举行，来自奥迪英杰汇及全国各地的 16 名志愿者陪伴宝贝

们渡过温暖的一天。

2013 年 11 月 14-15 日

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定点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前往湖北十

堰开展义诊，为 50 多名孤贫儿童提供了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2013 年 11 月 20-21 日

民政部慈善事业法立法调研组考察深圳市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

心，进行参观和座谈。到访成员包括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副

主任刘新华、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健、民政部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郭玉强以及广东省民政厅、深圳市民

政局领导等。

2013 年 11 月 28 日

41.1%善款总额

19,532,353
58.9%

艺术与慈善的完美结合

“完美计划”

慈善是关爱生命的事业，在慈善的最深处，是人与人之间

互相体恤与关怀的大爱。而艺术，作为人类最光辉灿烂的基因，

探讨生命与关怀，以一种博爱的精神激励人类前行。这两者可

否发生互动？假设二者可以结合，这种跨界的大爱，会否为生

命带来更多机会？ 

>张晓刚先生的装置绘画作品《晚八点的新闻广播》

> 隋建国先生的雕塑作品《苹果绿》

2013 年，爱佑慈善基金

会以慈善为名，发起由中国顶

级当代艺术家作为志愿者参与

的泛主题性艺术创作，以他们

各自的独特风格、创作手法、

作品形式和个人体验，向公众

提出“在社会中什么是完美”

这个问题。这一独特的跨界项

目名为“完美计划”，不仅内

容新奇有趣，还实现了艺术与

公益慈善的深度结合，实为国

内首创。

> 王广义先生的雕塑作品
《冷战美学——戴防毒面具的人》

艺术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见仁见智，想来一千个哈姆雷特肯

定已经让你着迷。什么是完美的？怎么解读这一概念？设想你

把这个问题抛给一群中国顶级当代艺术家，会收到怎样千奇百

怪的回答？去哪儿才能看到这些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们特立独行

的思考？

> 朱加先生的摄影作品《我们是完美的——太行山脉》

该项目邀请艺术家志愿者围绕主题进行创作，爱佑慈善基

金会将安排这些艺术作品在社会公共空间做巡回展示，与不同

空间碰撞出情境火花，促进艺术的交流讨论。这些作品还将参

与爱佑的慈善拍卖，为急需救助的孤贫病患儿童筹集善款。该

项目借助基金会的平台面向社会大众介绍相关艺术作品，同时

与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和企业合

作，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资助，以

推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完美计划”将成为连接艺术、

慈善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桥梁。我们

相信，艺术的无限魅力和强大感召

力，将为慈善公益事业引来更多的

社会关注。

2013 年下半年，首期“完美

计划”艺术项目作品已隆重推出。

这些作品不仅在“爱·传递”——

2013 爱佑慈善夜上大放异彩，不久还将跟大家见面。在此，特

别感谢 Ray-Ban 雷朋，Alfred Dunhill, Dior 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