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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月

一、接受捐赠情况

2021 年 12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接收淘宝网爱心网友善款共 448,390100 元，具体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捐赠金额

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 19,033100

爱佑晨星——大病患儿医疗救助 51,998100

爱佑天使——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医疗救助 5,107100

爱佑童心——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救助 46,667100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 206,418100

非限定 100,972100

儿童医疗非限定 18,163100

儿童福利非限定 32100

总计 448,390100



二、执行情况

1、儿童医疗项目执行情况概述：

2021 年 12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医疗项目中（爱佑童心、爱佑晨星）患儿救助部分共支出

公益网店爱心网友捐赠善款 367,984186 元，陪伴 22 人次患儿进行治疗。项目整体情况如下：

类别 项目名称 受益人次数 支出金额

患儿救助 爱佑童心——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救助项目 17 235,668170

爱佑晨星——大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5 132,316116

金额小计 22 367,984186



患儿救助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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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佑童心

周** 16,597144
室间隔缺损（直视）,卵圆孔未

闭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李** 20,000100
室间隔缺损（直视）,卵圆孔未

闭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高** 8,624119 室间隔缺损（经胸）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刘** 1,990199
房间隔缺损（直视）,动脉导管

未闭（直视）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何** 1,975171 室间隔缺损（直视）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潘** 12,747195

肺动脉高压（轻度）,房间隔缺

损（直视）,动脉导管未闭（直

视）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姚** 12,246168 室间隔缺损（直视）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薛** 6,301144
部分心内膜垫缺损,二尖瓣关闭

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75

马** 1,586102
室间隔缺损（直视）,房间隔缺损

（直视）,肺动脉高压（中度）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青海省 19

陈** 21,972100 主动脉弓畸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安徽省 124

焦** 12,441100 完全心内膜垫缺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安徽省 124

张** 15,688127
房间隔缺损（直视）,室间隔缺损

（直视）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 45

于** 20,000100 室间隔缺损（直视）,卵圆孔未闭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 45

张** 21,309136 冠状动脉起源异常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135

张** 3,187150
房间隔缺损（直视）,三尖瓣关闭

不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135

张** 19,000115 二尖瓣脱垂,主动脉瓣狭窄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吉林省 116

张** 40,000100 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山西省 116

爱佑晨星

丁** 20,000100 先天性胆道闭锁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山东省 71

黄** 15,439136 早产儿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安徽省 72

刘** 16,87618 先天性巨结肠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湖南省 73

姜** 40,000100 早产儿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

医院
黑龙江 41

姜** 40,000100 早产儿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

医院
黑龙江 41

小计 367,984186



付款凭证：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80,484140 元，救助 8 人次爱佑童心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586102 元，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救助 1 人次爱佑童心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34,413100 元，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救助 2 人次爱佑童心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35,688127 元，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救助 2 人次爱佑童心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24,496186 元，救助 2 人次爱佑童心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59,000115 元，救助 2 人次爱佑童心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20,000100 元，救助 1 人次爱佑晨星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5,439136 元，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救助 1 人次爱佑晨星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6,87618 元，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救助 1 人次爱佑晨星项目患儿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80,000100 元，救助 2 人次爱佑晨星项目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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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医疗项目（爱佑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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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12 爱佑天使——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462



2、儿童福利项目：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共支出淘宝网爱心网友捐赠善款62,357170 元，具体详情如下：

该笔汇款中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62,357170 元，支持 1名先天性心脏病病患孤儿的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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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00 元，主要用于支持 3名

学生 1个秋季学期的学费，具体详情如下：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000100 元，支持 2名凉山小学生 1个秋季学期的学费。



该笔汇款使用淘宝网爱心网友捐款 1,200100 元，支持 1名称多县的初中生 1个秋季学期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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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爱的合伙人”没有支出。

三、项目故事

三年前，患有罕见兽皮痣的阳阳被送到养护中心，一见到养护妈妈们，他就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当时出

生只有 13 天的阳阳，需要面对长期的治疗，如果养护不利，还存在恶变的可能。



阳阳来到爱佑养护中心的那天，一见到养护妈妈们，他就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性格非常活泼，妈妈们都

觉得他是个人见人爱的小机灵鬼。

在养护中心的日子，小机灵鬼阳阳以大家意想不到的速度快速成长着，在养护妈妈们的照料下，他第一次

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喝奶粉、第一次说话、第一次长牙、第一次爬、第一次站起来、第一次学穿衣、第一

次摔跤……所有的第一次都是阳阳长大的证明，都是他从小不点长成一个小男子汉的过程。

经过一年的精心养护，阳阳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稳定，接下来的日子里，阳阳大大小小做了好几次手术，但

他一直坚强、勇敢，保持着乐观、活泼的模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阳阳的性格愈发活泼，妈妈们逐渐发现他原来是个十足的“淘气包”：比如他误以为营

养钙片是药，于是把它扔进垃圾桶；在外面草坪玩的时候，偷偷从兜里拿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零食去喂蚂蚁；

还总把妹妹的红围巾抢来戴在自己头上，假扮超人，摆出各种酷酷的造型；洗澡的时候故意蹦蹦跳跳，看到水

溅到澡盆外面就会开心地哈哈大笑。

虽然有点小淘气，但阳阳看到护士妈妈就会吓得躲起来，生怕护士妈妈要给他打针，虽然从小就经历了各

种手术，但看到针头还是本能地恐惧。看到老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会主动迎上去，拉着老师的手高兴地说：

“我们去上课吧？我们去园子里捉虫子吧？老师我想去看飞机！”正是好奇心强的年纪，阳阳总是想要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其实很多时候阳阳也非常懂事，他会给忙碌的养护妈妈们捶捶背，一边捶一边还时不时地做个鬼脸逗妈妈

们开心。看到别的小朋友流鼻涕了，他还会帮忙给妈妈递纸巾。阳阳的自理能力特别强，两岁半就会自己主动

吃饭了，每次吃完饭还会告诉妈妈：“你看我的碗，吃得干干净净！”妈妈们也会纷纷竖起大拇指夸他：“阳阳

真棒，不浪费粮食，给你大大的赞！”

三周年那天，妈妈们特意为阳阳准备了“加餐”，一块小小的蜂蜜蛋糕，但是阳阳却不停地在一旁玩空盘

子，发出很大的声音。养护妈妈“威逼利诱”无果，于是和另外三个妈妈商量好瞬间安静，不再理会他。几分

钟后，阳阳突然感到奇怪：为什么没人理我了？接着阳阳跑过来拉着养护妈妈的衣襟问：“妈妈，你们在干什

么呀？”凑上来想一看究竟。养护妈妈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小孩子不可以听。”他一

下着急了，非要听。养护妈妈提了个条件——必须安安静静地听，不能随便动东西。阳阳马上高兴地答应了，

安静地坐下来。

后来大家恢复了正常的谈话声调，阳阳也再没捣乱，一直认真地听，有时还插上几句话，像个小大人一

样……或许阳阳的淘气，只是为了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罢了~



三岁正是孩子想象力丰富的时候，阳阳也不例外，他的脑子里总会有许多新奇的点子，这时，他就会拿画

笔描绘出他脑海里的灿烂世界。阳阳平时活泼好动，但只要阅读和玩玩具的时候，就变得异常专注，眼睛里满

是对世界的好奇，每天都要缠着养护妈妈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时不时还会自己嘟哝，仿佛也有许多“读后

感”想和大家分享。

对于机灵的孩子来说，好奇是他的天性，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十万个为什么等着问：“妈妈，为什么小鸟在

天上飞啊？”“人为什么一天只吃三顿饭啊？”“为什么要晚上才能睡觉啊？”“护士妈妈，为什么打针的时候

要打屁股啊？”“医生奶奶，为什么只有我头上有黑黑的东西啊？你们头上为什么都没有呢？”“玲妈，为什么

你老是表扬别的小朋友呢？”“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阳阳的问题每次都让大家又奇怪又好

笑，他总是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养护妈妈和医护人员都拿出超级多的耐心，积极地给他回应，竭尽全力

地解答他的奇葩小问题。

有时候，阳阳会跑到妈妈的房间缠着让妈妈带他出去玩。看到妈妈后，他会一下子冲到妈妈怀里，先是一

阵撒娇，然后就是一阵甜言蜜语：“妈妈今天天气真好啊，外面有太阳~”说完还用小手指了指屋外的天空，心

想着妈妈会带他出去撒个欢。可是妈妈们怕他受凉，或者因为疫情防控要求不能出楼。这时，阳阳就故意大哭

大闹，想用他的独门绝技“吓唬”大家，博取“同情”。妈妈们心软了，就抱着他哄他、安慰他。孩子的烦恼

来得快也去得快，妈妈打开电视放了他最爱的动画片，阳阳又马上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的主人公，其实，阳阳自己也像故事里勇敢的主人公一样，击败一切困难阻碍，在跌跌

撞撞中不断学习、不断成长。2021 年行将结束，希望疫情早日褪去，大家早日恢复正常生活，也祝愿小阳阳

能够早日手术，恢复成一位更“靓”的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