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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捐赠情况

2020 年 5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接收公益网店爱心网友善款 9,599 笔，共 87,887.00 元，具体收入情况如
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订单数量 捐赠金额

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 326 18,099.00

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 5,417 24,103.00

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救助 233 20,455.00

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 3,208 12,989.00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 306 11,928.00

保“贝”计划 4 13

非限定 45 195.00

儿童医疗非限定 40 60.00

儿童福利非限定 20 45.00

总计 9,599 87,887.00





二、执行情况

1、儿童医疗项目执行情况概述：
2020 年 5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医疗项目中（爱佑天使、爱佑晨星）共支出公益网店爱心网

友善款 96,820.98 元，陪伴 7 人次患儿进行各项治疗，项目整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受益人次数 支出金额

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5 82,950.20

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2 13,870.78

总计 7 96,820.98

救助患儿信息如下：
捐赠项目 患儿

姓名
救助费用 病种 救助医院 所在省 汇款

批次

爱佑晨星 许** 40,000.00 先天性巨结肠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安徽省 56

李** 3,624.68 早产儿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 32

李** 4,111.52 先天性胆道闭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四川省 1

张** 22,948.08 早产儿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 32

梁** 12,265.92 早产儿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安徽省 59

爱佑天使 丘** 5,150.79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98

黄** 8,719.99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西省 98

小计 96,820.98

付款凭证：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40,000,00 元，救助 1 人次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4,111.52 元，救助 1 人次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26,572.76 元，救助 2 人次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2,265.92 元，救助 1 人次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3,870.78 元，救助 2 人次



2020 年 5 月，“薄荷糖”爱心福包计划产生了 17,474.88 元，采购物品分装 250 个爱心福包，在河
南省胸科医院（以下简称“河南胸科”）和南京市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南京儿童”）发放，详情：

福包内容 实付金额 数量 备注

棒棒糖&牙膏牙刷套装 3,700.64 209 套装采购医院分装，2 张单据，河南胸科 84 件（单据号
44925442）南京儿童 125 件（单据号 88963320）

图画本&水彩笔 3,522.50 250 3 张单据，河南省胸科 100 套（单据号 2673609）；南京
儿童 150 套（单据号 88519803、44439295）

无汞体温计 4,974.99 250 2 张单据，河南省胸科 100 支（单据号 92840964）；南
京市儿童 150 支（单据号 10088564）

免洗消毒液 50ml 2,094.75 250 2 张单据，河南胸科 100 瓶（单据号 38748628）南京儿
童 150 瓶（单据号 46214702）

毛巾（5 条装） 1495 50 2 张单据，河南胸科 20 套（单据号 37316600）南京儿童
30 套（单据号 37316699）

卡片 312.00 250 1 张单据（单据号 74871158），运送至医院分装

帆布包 1,375.00 250 1 张单据（单据号 2113906），运送至医院分装

总计 17,474.88

付款凭证：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511.02 元，采购牙刷牙膏套装（每套包含 3 个牙膏牙刷套装）34
件，棒棒糖 125g 装 50 件（每件 20 个棒棒糖）给河南胸科。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2,189.62 元，采购牙刷牙膏套装 50 件（每套包含 3 个牙膏牙刷套装），
棒棒糖 125g 装 75 件（每件 20 根棒棒糖）给南京儿童。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919.00 元，采购图画本、水彩笔哥 100 件给河南胸科。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603.50 元，采购图画本、水彩笔各 150 件，给南京儿童。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990.00 元，采购无汞体温计 100 支给河南省胸科医院。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2,984.99 元（实付金额），采购无汞体温计 150 支给南京市儿童医
院。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837.90 元，采购免洗手消毒液 100 瓶给河南胸科。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256.85 元，采购免洗手消毒液 150 瓶给南京儿童。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598.00 元，采购毛巾（5 条装）20 件给河南胸科。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897.00 元，采购毛巾（5 条装）30 件给南京儿童。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312.00 元，制作 250 张卡片分别给河南胸科和南京儿童。



该笔花费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375.00 元，制作 250 个帆布包袋分别给河南胸科和南京儿童。
此外，还产生了项目执行相关费用，将于年底统一进行公示。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数据

为准。
2020 年 5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医疗项目中（爱佑童心），暂未使用公益网店爱心网友捐赠，项目整体

情况如下：
年 月 项目名称 救助人次

2020 5 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68

2、儿童福利项目：
2020 年 4 月，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共支出淘宝网爱心网友捐赠善款 12,125 元，善款主

要用于玉树称多县儿童冬衣采购，约 70 件。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2,125 元，采购冬衣约 70 件。
此外，还产生了项目执行相关费用，将于年底统一进行公示。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数据

为准。
2020 年 5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福利项目（爱佑新生）暂未使用公益网店爱心网友捐赠，项目

整体情况如下。
年 月 项目名称 养护完成（人数）

2020 5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79



三、项目故事

才仁卓玛：向阳村娃娃的妈妈
才仁卓玛是典型的藏族姑娘，性格外向、能歌善舞，从小就喜欢跟孩子们打交道。成为爱佑安生项目儿童

福利主任以来，很多上门家访的孩子都亲热地叫她“妈妈”。

才仁卓玛就职的寄宿学校共有 1800 多名孩子，除了日常的班主任代课，她还负责着学校里的爱佑儿童之
家，定期向孩子们开放，组织各类主题课程和活动。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很多孩子还会到她家里坐坐，不
管是跟她说说话，还是一起吃点零食、看会电视，孩子们总是特别喜欢跟她在一起。

她负责的孩子们主要来自牧区，一方面因为寄宿的缘故平常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另一方面单亲孩子的比例
也比较高，所以孩子们格外喜欢黏着她。

去年 3 月一个午后，卓玛第一次去到格桑家里。格桑的妈妈因为生病去世了，他和弟弟妹妹由爸爸一个人
辛苦地照顾着，年纪最大的格桑四年级，最小的妹妹才刚刚学会走路，格桑爸爸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一进门，格桑的弟弟妹妹就轻轻拉着卓玛的衣角，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却一直都跟在卓玛身后。放下营养
包和生活包，卓玛一一跟孩子们聊了聊，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健康和卫生常识，然后仔细记录了之后还需要补
充的物资。

临走的时候，年纪最小的弟弟妹妹拿着卓玛给的苹果站在门口，用藏语轻轻地说：“妈妈，你下次还来看我
们好不好，给我们带好吃的好不好？”卓玛一下就红了眼眶。



因为工作的地方海拔高条件也差一些，卓玛的孩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县城生活，只有周末母子俩才能团
聚，平均一周也就只有一天半的相处时间。有时候没能及时接听到电话，6 岁的儿子就会用爷爷的手机发微信：
“妈妈你是不是喜欢其他的小朋友不要我了呀？”

卓玛每次都会耐心地哄完儿子，然后再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更努力地帮助那些孩子，不能让他们因为贫
困失去童年的快乐、家庭的温暖还有学习的机会。”

为了让这些长期寄宿在学校，周末也无法回家的孩子也能体会到家的温暖，卓玛经常会组织孩子们一起吃
饭、过生日，还会以小组为单位举行朗诵大赛，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2019 年新年，卓玛特意办了一个新年联欢会，孩子们都戴好小王冠，开心的吃上了甜甜的蛋糕。

担任儿童福利主任到现在，卓玛也曾遇到过让她伤心挫败的瞬间，但这份挫败瞬间被斗志取代。
一次，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把平时坚强的卓玛气哭了，但孩子的一句话又让她暗下决心。这一天，卓玛在

她的朋友圈中写到： “今天这一天，对我来说可谓是“惊心动魄”。因为你的无理取闹，让我有种想哭的感觉，
满身的委屈，可最后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我所有的委屈变成了动力。我不能保证你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我
会竭尽所能，通过各种渠道让你们不愁吃不愁穿的！”



后来，听卓玛说，这个调皮的小孩爱上了读书，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相处融洽，还会主动帮助别人。在家里，
也没有因为母亲不能给予他更多就产生负面情绪，而是帮母亲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他认真的学习、脚踏实
地的为未来努力，为自己，也为母亲。

卓玛很欣慰。
孩子们的妈妈不在身边，她愿意做他们的“妈妈”，让这些小树苗的未来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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