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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救童心、网佑新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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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

在这个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

的地方，普遍缺氧，先天性心

脏病的发病率高于平原地区，

但是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没有

治疗先心病的医疗条件，再加

上很多家庭由于贫困无法支付

医疗费，孩子们只能选择默默

的忍受病痛。幸运的是，“爱

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一直在西

藏开展，给许多急需救助的患

儿童的家庭带去新生的希望。

2013 年 12 月，又有 9

名藏区儿童进京到爱佑的定点

医院接受治疗。最小的孩子只

有 4 岁，最大的孩子是 14 岁。

2014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人们身边。
跨年那一刻，欢腾的气氛让人深受感动。爱
佑的同事们在中国各地遥相祝福。北京、上海、
深圳、武汉、南昌、成都、重庆……一个个爱
佑的在地机构，就好像蒲公英的种子，散布在
东西南北，为患病的孩子们撑起一角爱的天空。

新年伊始，爱佑人检视过往、展望未来。
愿以一贯的专业严谨，救助更多孤贫病患儿
童，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创造希望和未来。
回顾2013我们走过的路，艰辛中带着欢乐，
曲折中迈向前进，在困难中我们突破自我。
每一次成功的救助，每一次项目的推进，都
是我们对于自身使命与信念的不断肯定。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爱佑的朋友和我们
一起走过2013年。在你们的关注和激励下，
爱佑救助的患儿总数突破2万名，各个项目
取得长足进展，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014年，是爱佑注册成立的第十个年头。
宝贝们，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么？我们的爱，
不离不弃，会跨越一生一世。我们会穿越山
海的距离，把新生的机会带给你！

201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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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54,279.04 元
 限 定 性 ：16,875,714.08 元 
 非限定性： 28,278,564.96 元

爱佑童心
病患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新审核通过：1345 人

治愈出院：739 人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

新审核通过：34 人

共救助：38 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正在养护：112 人

新进患儿：24 人

养护结束：27 人

62.63%
善款总额

45,154,279.04
37.37%

这些孩子平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到北京，对一切都充满

了新奇。

6 岁的卓措勇敢上手术台前，通过翻译跟项目同事说，“我

一点都不害怕手术，因为病好了，就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了！”出生于 2008 年的小朋友“奥运”眼神中满是期待，希

望能赶快治好病出去尽情玩耍。10 岁的阿郎说等他病好后要赶

快去看天安门……孩子们的希望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

用心期盼着，祝福他们第一时间康复。

    《中国慈善家》发布“2013 中国十大社会变革推动者”。

李连杰、王石、李亚鹏、马化腾、许家印、王振耀、邓飞、崔

永元、马军、罗昌平上榜。

http://gongyi.hexun.com/2013-12-12/160525050.html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 12 月 5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保护制度的基础上，

民政部将积极争取将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

围，同时积极探索推进儿童保护制度。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2/09/

content_1986493.htm

    2012 年 8 月，国家有关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各地陆续出台推行居民大病

保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依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

原则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承接大病保险，逐步为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划句号”。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6/

c_118454175.htm

“爱佑童心”项目首例先心病患儿

顺利康复出院

今年 10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携手昆

明同仁医院开展“爱佑童心”贫困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11 月

7 日，受资助的首例先心病患儿已

经康复出院。

http://news.kunming.cn/

health/content/2013-12/11/

content_3459031.htm

11 名西藏先心病患儿来渝免费治疗

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重庆新桥医院

开展的“爱佑童心”项目 , 专门为

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实施免费康复

手术。该项目开展 8 年来，先后

有重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

1000 余名贫困患儿受益。

http://news.hexun.com/2013-12-

17/160652214.html

王兵：中国不缺捐款人 缺乏有效率

的捐款机构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在2013

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启动仪式上

表示，用企业方式做慈善包括商业

思维、企业化运营、企业家运营三

个方面。他提出中国不缺捐款人，

而是是缺乏有效率的捐款机构。在

中国社会创新的空间是很大的。

http://www.cnwnews.

com/html/biz/cn_sjrw/

jdrw/20131202/558384.html

爱佑新生开封养护康复中心正式启

用孤残儿童搬新家

昨天上午，坐落于我市福利园区内

的爱佑新生开封养护康复中心正式

启用，首批39名孤残儿童喜搬新家，

这也标志着这个国内目前规模最大、

设施最先进的重症孤残儿童养护康

复基地在我市正式运行。据了解，

正式启用后，爱佑新生开封养护康

复中心每年将为来自我省各地社会

福利机构的 350 名重度孤残儿童提

供术前术后养护与康复服务。未来

5 年，将有上千名孤残儿童在这里

获得新生。

http://news.

kf.cn/2013/1227/76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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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3 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周坚女

士、北京华信医院党委书记关兆东先生亲临爱佑慈

善基金会，三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强强联手，共

同免费救助大理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

2013 年 12 月 28 日 深圳市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

心举办公益性培训，来自台湾的儿童职能治疗师罗

一凯先生和“爱佑和康”的康复训练老师们为深圳

地区 300 多名自闭症患儿家长做专题讲座。

2013 年 12 月 28 日 爱佑的合作伙伴，善淘网和

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进军“年度十

大青年公益项目”前十强，宝贝之家获“最受市民

欢迎公益项目”单项奖。

2013 年 12 月 29 日 爱佑新生项目赴南昌、武汉、

重庆、成都儿童福利院巡视，推进项目进展。

2013 年 12 月 27 日 热心网友探访爱佑·银泰北京小

婴儿之家，为生活在那里的孤儿们带去温馨和祝福。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北京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心举

办圣诞节主题活动，为患孤独症的孩子们和他们的

家长带去温暖。

2013 年 12 月 20 日 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
之家举行今年第四次开放日，一汽 - 大众奥迪进取
先锋、著名模特、演员高以翔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 12 名志愿者跟孩子们一起提前度过了一个分外
温馨的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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