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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刊首语

用互联网思维重新定义公益

移动互联网几乎颠覆了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在过的

一年里，我们看到众包、众筹、公益APP等方式席卷了

整个公益慈善界。互联网已经逐步成为了公益慈善事业

不可缺少的生态条件。作为公益行业的从业者我们要跟

上时代的步伐，勇敢地面对这种冲击，主动变革，克服

惯性思维。我们相信公益的未来需要不断的跨界融合、

颠覆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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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益+”跨界训练营在京举办
创业实战大咖教你如何用商业思维玩转公益

Updates 爱佑动态

2015年9月22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主办、摩根大通独家提供资助支持的“爱

佑益+”伙伴首次见面会暨跨界训练营开营仪式在亚洲大酒店成功举办。爱佑慈善

基金会理事长王兵、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高培德（Brett Krause）

等嘉宾以及30家公益机构的近百位公益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此次训练营营长由爱

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亲自担任。

本次活动以“跨界” 为主题，旨在将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前沿商业理念引入

到公益慈善领域，扩宽公益从业人员的知识视野，打破行业局限，从而推动整个慈

善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开营仪式上，爱佑慈善基金基金会理事长王兵、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行长高培德（Brett Krause）发表了致辞。王兵先生表示：颠覆，跨界，

融合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提升了传

统行业的生产效率，变革了传统行业的经营形态，同时也在冲击着慈善行业的发

展，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契机。2013年爱佑设立“爱佑益+”项目，一直把

将不同领域的先进理念引入到公益行业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此次与摩根大通合

作，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商业知识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最前沿的商业思考。希望公

益机构和社会企业也能插上移动互联网的翅膀飞的得更高、更远。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王兵先生致辞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高培德先生致辞

高培德(Brett Kraus)先生表示：摩根大通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开展促进经

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的公益项目。此次与“爱佑益+”项目的合作，不仅

将帮助社会企业进一步获得成长壮大过程中所需要的技能和资源，也充

分展现了摩根大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贯承诺。

我们相信“爱佑益+”的平台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优秀社会企业获得可持

续发展，希望他们的成功可以增加社会企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并通过

他们的事业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

王兵理事长（左）与宋涛先生（右）合影



参与本次训练营的30家机构均是“爱佑

益+”的资助伙伴。这些机构在各自领域

均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多数组织都是该

领域的领军机构。

如何让机构能够突破瓶颈走得更远、开创

更大的局面是他们当前面对的最大挑战。

因此本次训练营特别请来了”小鬼当佳“

国际时尚儿童摄影连锁机构董事长兼

CEO、“美时美刻”创始人宋涛；著名

主持人、“爱心衣橱”发起人、移动互联

网最大的亲子社群”凯叔讲故事“创始人

王凯作为此次训练营的跨界导师，为学员

们带来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作为国际顶尖

商学院之一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生，

几位导师不仅为训练营的同学们呈现了自

己多年的商业管理实践还带来了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最前沿的创业思考。

王凯先生演讲

讲师项小伟先生为大家授课

讲师丛志刚先生为大家授课

在导师分享环节，首先由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为学员们带来了《移动互联时代的

升维思考》，王兵理事长不仅在公益慈善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中国最早进入

投资领域的投资人对于未来商业趋势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此次他详细阐述了互联网时代

下公益慈善机构如何通过借鉴商业规律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本次训练营为期两天，之后还将由爱佑慈善基金会管理顾问、爱佑公益创投项目投

资委员会委员丛志刚、奥美集团培训总监项小伟，分别就将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如

何进行“企业战略管理”和“品牌传播”两个主题进行培训。力求从理论到实战为

训练营学员们提供一次全方位的学习过程，从而真正帮助到他们更好的成长。

在聆听了导师们的精彩演讲之后，训练营开展了公益产品设计PK赛。学员们根据规

定的公益主题，通过分组、讨论、演示等环节进行实际演练，由导师进行现场点评

。这一活动提高了大家的参与度，加深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彼此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

“爱佑益+”伙伴首次见面会合影



“爱佑天使”项目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厦门成功召开

Updates 爱佑动态

2015年9月24日，“爱佑天使”项目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正式召

开，与会专家均来自国内儿童白血病治疗领域的顶级医院。

爱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昭华首先在会上宣布“爱佑天使”孤贫白血病患儿救治项目专家委

员正式成立。接下来就项目未来发展方向各位专家展开讨论，针对医疗资助、社会工作服务、

人才培养以及科研资助等方面，专家纷纷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讨论十分热烈。

参会专家工作人员合影 专家发言

随后进入爱佑天使项目科研申报阶段

，各申报医院逐一进行课题介绍，并

接受现场各位专家的提问。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爱佑

天使”项目在儿童血液病资助领域迈

出了科研的重要一步，将项目推向了

一个更高的阶段，也为将来项目的深

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Updates 爱佑动态

娱乐宝梦想合伙人唐嫣 携手阿里公益发起造梦行动“心动益起来”

9月8日上午，唐嫣作为娱乐宝梦想合伙人联手阿里公益、爱佑慈善基金会，正式发起造梦

行动“心动益起来”公益众筹。今日“心动益起来”正式登录淘宝首页，邀您共筑先心儿

康复梦想。

娱乐宝梦想合伙人唐嫣在此次发起的“心动益起来”公益众筹项目已完成个人捐赠20万元

，最终筹得的善款将捐赠至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童心项目。如该项目公益众筹50万元目

标达成，爱佑慈善基金合作伙伴心平基金会将为“心动益起来”项目直接配捐50万，让爱

心翻倍（作为此次公益项目总体，但不纳入众筹总金额）。

“心动益起来”作为一次众筹活动，最大限度调动了公众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互动，让公

益触手可及。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今日在微博诚挚感谢了唐嫣、阿里娱乐宝、阿

里巴巴公益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



Updates 爱佑动态

99公益日
9月7日，腾讯公益发起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99公益日”。今年“99公益日”
主题为“一起爱”，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步数捐赠、
声音捐赠等行为，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

自9月7日零点开始，截至9月9日上午9点18分，99公益日爱心网友捐款超过1亿元，
共有137万网友参与捐款。

爱佑携手顺丰速运，发起的“先心儿童的心生”腾讯乐捐项目，也得到了众多网友
的支持。

感谢三天中，大家对先心病儿童的无私奉献。99公益日后，由爱佑发起的“先心儿
童的心生”腾讯月捐项目还将继续，期待大家爱心继续。每个普通个体的力量微不
足道，但汇聚到一起，所能释放的爱的力量超乎想象。
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但可以选择跟真实的自己在一起。

一种全新的连接叫99公益日!

你的行动决定世界的下一秒|99公益日最后一天



Updates 爱佑动态

9月8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携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完美计划“被动的图像——诗学
作为绘画的引言”艺术展，在“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隆重开幕。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新
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始人王兵、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艺术总监周铁海先生及众多艺术家、知
名企业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王兵先生和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艺术总监周
铁海先生

被动的图像展览开幕现场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新空间“瓷屋”上海开馆

9月8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新空间“瓷屋”在上海正式开馆，部分艺术作品在此展
出。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始人王兵及众多艺术家、知名企
业家参加了此次开幕酒会，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楠楠担任主持。

世界那么大 我要带你去看画

瓷屋外景 王兵先生带领嘉宾参观瓷屋



Program 项目进展

Donation 捐赠数据

2015年9月

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简况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

审核通过：45人

治疗患儿：163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129人

养护完成：146人

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审核通过：641人

治疗患儿：466人

限定性捐赠 3,029,290.00

非限定性捐赠 1,202,562.30

善款总额: 4,231,852.30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序号 康复中心
截止上月
在训人数

历史累计服
务人数

1 北京中心 43 87

2 深圳中心 104 308

3 湖北中心 63 72

4 宁夏中心 63 63

合计 273 530



Story 爱佑故事

【新生妈妈日记】“小白兔”飞菲的成长记

爱佑·万科武汉儿童养护中心的故事

“我叫飞菲，第一个飞是飞翔的飞，另一个同音的菲却是花草的香气很浓的菲菲。我的到来

，可能是让妈妈们感觉到了像糖果的气息，才会给我取个这么甜的名字吧，不过我还有个可

爱的外号---“小白兔”，有的时候，妈妈们还会叫我“唐朝大美女”。”

“六一”，全国都在庆祝小朋友的节日那天，我来养护中

心报到了，这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息……。记得刚来时

的我小小的，半个月大，体重3千克，六月天的我却还是感

觉好冷，医生妈妈说我的体温不升，肌张力偏高，还患有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肺炎、腹泻等疾病，让我住进了暖

箱里输液治疗！不过没有过多久，我就从温箱里出来感受

外面的气息。经过爱佑新生项目的妈妈们悉心照料，病情

一天天好转，体重也增加到5.6千克，皮肤变得很白皙，“

妈妈”总说把我抱在手上，能感觉到圆滚滚的身躯，在一

天天的变沉，现在的我已经变成白白胖胖的肥妞了，“小

白兔”的外号也诞生了。

小时候的我很乖巧，吃奶时总是默默的完成我的任务，吃

了就睡，睡醒了就吃。可是就是在不经意间，一瓶牛奶已

经满足不了我了，每餐我都是吃的最快的一个，不到一会

的功夫，奶瓶就见底了，然而喝完一瓶，就开始嗷嗷大哭

，不满的抗议，强烈要求加餐，妈妈们也在不断的满足我

，导致的后果，每次吃完奶肚子就成了一个“大西瓜”。



我记得爱佑新生项目的妈妈们曾经说过，小兔子是一种非常温驯的动物，任何人只要看到它

，都会情不自禁地过去摸摸它，人见人爱，就好像我一样，白白萌萌呆呆的。今天，我要离

开妈妈的大怀抱去寻找新家庭妈妈的温暖，相信新妈妈也会像这里的妈妈一样喜欢我、爱我

、守护我。而我，在新的家庭里，也会健康成长，在童年里，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在未来

，能够寻得属于我的一片天地，无忧无虑的生活，妈妈，我爱你！

本文供稿/爱佑·万科武汉儿童养护中心

关于新生妈妈日记

新生妈妈日记由爱佑新生项目所资助的儿童福利院的妈妈们共同完成。无论是正常的孩子还

是残障的孩子,他们都是上天降落人间的天使，福利院的妈妈们用自己的心记录下孩子们成

长中的片段，与我们分享这群小天使的一段人间奇遇。

可是我却还是欲求不满，爱佑新生项目的妈妈说我好

像成了个无底洞。“你是个女孩呢，女孩子吃的那么

胖，会不漂亮的，你看你，双下巴都出来了，脖子都

看不见了”，我却满不在乎，一心只想着吃，让妈妈

们也是哭笑不得，无奈得很，当然，看着我茁壮成长

，妈妈们内心其实是很高兴的。而我也很争气，现在

的我，会蹬腿站，趴在地垫上，会给她们展示我俯卧

位抬头的技能，我是想告诉妈妈：“看吧，我吃的多

，可不是没有用处的哟，嘿，看我啊看我啊”每次趴

在地垫上，我都会练习这项技能，渐渐地，只抬头也

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了，双脚会在那用力蹬，我想学习

爬行了！嘿嘿……

到了每周一和周四，便是奖励我的时间，“妈妈们”

会带着我去享受在水里的乐趣，第一次去游泳的时候

，从刚开始的不适应，渐渐地越来越喜欢这项活动，

不哭也不闹，任由水流飘来飘去，在水里，满满都是

悠然自得，享受的表情，游着游着，竟然睡着了，真

舒服啊！周三有空的时候妈妈们也会带我去开阔眼界

，有五颜六色的bobo球世界，有七彩琉璃的感官训

练室，也有鸟语花香的大草地……开心极了！



Story 爱佑故事

大家好！我是天津大学大二的学生于乃馨。

2015年的暑假，因为有了这次与爱佑慈善基金

会合作的“青春爱童行”回访活动，也许将会

成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暑假。

在这个学期末，爱佑的大学生志愿者暑期回访

活动以暑期实践的形式进入了天津大学。由16

名天津大学志愿者组成的实践队，开启了“青

春爱童行”的爱心见证之旅。我们共分为4个

队伍，分别去往沧州、石家庄、廊坊等地，回

访爱佑童心项目所帮助的河北省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家庭。

这次活动中我们小组负责回访沧州，因为我们

小组的成员都是第一次到沧州，并不很认路，

尤其是到了县里手机地图都无法使用了。每当

我们问路时，当地人总是特别热情的为我们指

路，有一个售票员甚至亲自打电话给我们要去

的孩子家，与家长商量我们在哪里下车更容易

找到。

而受访孩子的家长也是非常热心，每一家都会

到大路口来迎接我们小组的成员，有一位甚至

向工厂请了假找邻居借车来接我们。我们作为

志愿者，只是去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送去我

们的关心，其实我觉得自己能做的特别少，受

到了这样的欢迎与照顾，在感动之余，更觉得

自己应该继续努力为他们做更多。

小朋友对志愿者的相机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

患儿家长在门口迎接志愿者

志愿者和唱唱一家

总会有一个人穿越人海走到你身边



在这一趟旅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生

活已经恢复，有的依旧贫困。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

的是唱唱一家。唱唱一家人和奶奶叔叔一家住在一起，

一家十几口人住在60平米不到的土坯房里，爷爷瘫痪在

床，家中能工作的只有在工厂打工的爸爸，却要养活爷

爷奶奶和两个女儿。但在唱唱家人眼中，却没有丝毫的

沮丧与抱怨。在整个聊天过程中，大家始终笑着，大人

们不时逗逗两个小女儿。爸爸和我们说，“咱们努力工

作，总能把生活过好。”“只要人都好，就一切都好。

”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家人之间浓浓的爱让这

间小小的屋子中洋溢着幸福。这种积极的态度与对生活

的热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回访中志愿者还与小朋友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志愿者哄孩子玩耍，玩了一会就有了感情，

当志愿者抱着孩子时，家长哄逗孩子说：“和阿姨一起走吧！”孩子竟然和家长摆摆手说

：“拜拜。”然后抱住志愿者的脖子。这个情景逗笑了在场的所有人。

对爱佑慈善基金会，家长们都深怀感激之心，感谢爱佑给孩子们第二次的生命。有许多家

长由此进一步了解慈善事业，准备将爱心传递下去，为更多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贡献自己

的力量。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走访，大家感触颇多。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恢复了健康，既有对孩子们的

祝福，也有被家长朴素的感恩之心所感动。更多的是对于爱佑工作的真实见证。正是由于

爱佑，才让每一个家庭在绝望中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很开心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看一些之前没有看过的地方

。一些曾经与我距离很遥远的人和事，在这次活动中我可以走到他们身边，听听他们的想

法与心情，这对于我会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祝愿孩子们身体健康，快乐成长！

志愿者和受访患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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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媒体名称 新闻链接

1 基金会中心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gzNTY3MQ==&mid=209654148&idx=1&sn=adeba4a887cb3293092ff262def00b38&scene=1&srcid=09247
sp8L3vkHFwnQipsc87K&key=2877d24f51fa53844ae9e9081ed29533b61a7f9ea442f8f2cc018e1a5406c7259c0d5c72adf23b2876ae2f17cc8adb8b&ascen
e=1&uin=MzM5NzYyMjk1&devicetype=Windows-
QQBrowser&version=61001201&pass_ticket=hOGq0p3HBQ0K9v5YVcsK6QRMnro5%2BdYKkiqF7s6Wx%2BeeMsHaAudVWykYTH69%2BmZE

2 慈讯网 http://www.icixun.com/2015/0923/5141.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
nstalled=0

3 百度公益 http://toutiao.com/a6197529098211426561/?wxshare_count=2

4 腾讯公益 http://gongyi.qq.com/a/20150923/029950.htm

5 新浪公益 http://gongyi.sina.cn/gyzx/zx/2015-09-23/detail-
ifxhytwu5858489.d.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6 公益时报 9月29日上刊 报纸+官网

7 光明网

8 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a/20150923/44717842_0.shtml?from=groupmessage
&isappinstalled=0

9 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5/0923/15/B47679I100014Q4P_mobile.html?from=g
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0 法制晚报 http://www.fawan.com/Article/gghz/2015/09/23/145735307853.html?from
=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1 北京晨报 http://www.morningpost.com.cn/2015/0923/1032126.shtml

序 号 媒体名称 新闻链接

12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
09/24/c_128263020.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3 京华时报 10.13上刊 报纸

14 大公网（香港） http://talk.takungpao.com/video/2015-
09/3183066.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5 央广网 http://gongyi.cnr.cn/news/20150923/t20150923_519944590.shtml?from=gr
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6 中国经济网 http://gongyi.ce.cn/news/201509/23/t20150923_2875732.shtml?from=grou
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7 人民网 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5/0923/c151132-
27625138.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userconsent%23

18 中国网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5-
09/22/content_36652124.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9 今日头条 http://toutiao.com/a6197529098211426561/?wxshare_count=3&from=gro
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20 爱佑自媒体 http://www.ayfoundation.org/aydt/ayxw/2667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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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ayfoundation.org

微信公众号：aiyoufoundation

新浪微博：爱佑慈善基金会

腾讯微博：爱佑慈善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国际大厦24

层2408室

电话：+86 (10) 50948839

给生命一次机会，给孩子一个未来！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THANKS

http://www.ayfounda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