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
S e p t e m b e r  2 0 2 2



数据及项目进展

·9月收支数据

·9月各项目数据



9月收支数据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审计报告为准

9月善款收入（单位：元）

爱佑童心项目 4,386,473.15

爱佑天使项目 646,056.75

爱佑晨星项目 877,139.56

爱佑新生项目 2,483,605.16

爱佑安生项目 930,616.92

儿童医疗未定向捐赠 2,086.78

儿童福利未定向捐赠 581.51

医疗行业支持项目 552.44

公益创投项目 124.66

其他 20,065,267.3

总计 29,392,504.23

9月善款支出（单位：元）

爱佑童心项目 7,532,938.45

爱佑天使项目 1,551,015.72

爱佑晨星项目 1,765,721.91

爱佑新生项目 3,060,583.73

爱佑安生项目 1,376,567.06

医疗行业支持项目 6,967,704.41

总计 22,254,531.28



9月各项目数据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审计报告为准

救助人次：

415

爱佑童心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

术救助项目

爱佑天使

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

医疗救助项目

爱佑晨星

大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救助人次：

101

救助人次：

102

爱佑童乐园

守护住院儿童的童年

开展主题活动265次，服务覆盖2,418人次



9月各项目数据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养护完成（人数） 18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审计报告为准

爱佑安生——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组织活动（场） 284

参与儿童（人次） 4,749

家访（次） 1,772



爱佑动态

“DOU爱公益日”正式启动！上抖音，一
起开心做好事

飞吻童心相约嘉里，99公益日我们一块做
好事

关注重疾患儿，和哔哩哔哩“益”起向前
冲

95公益周落幕，感恩万千爱心和爱佑一起
相信爱，在发芽

中华慈善日丨“这十年”与您携手慈善，
用爱佑护更多孩子的童年



爱佑动态

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七个“中华慈

善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征程上，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慈善事业，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真善美，传递向善

向上正能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中华慈善日”

的主题定为“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慈善活动，

激发全社会的慈善热情，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善，持续提升社会文明进

步水平，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华慈善日
“这十年”与您携手慈善，用爱佑护更多孩子的童年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的主要载体，做

好慈善项目，更好地服务受益群体，

以更公开透明的姿态，回应更广大参与慈善的大小主体的爱心爱意，是

爱佑慈善基金会所始终坚持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爱佑慈善

基金会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与更多“有爱”的你携手，让慈善的光能照亮更

多的地方。

“慈善这十年”，爱佑慈善基金会也

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公众更加积极地

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无论是越来

越多的爱心企业为慈善项目进行捐

赠，还是广大网友在互联网平台上

通过行为公益、志愿参与的方式为

慈善项目贡献一份力量，让无数的

爱相遇。在这个属于“爱”的特殊日

子，也要感谢每一位与爱佑携手同

行的伙伴，正是这些爱意的汇聚，

带给了慈善事业十年来的成长。



爱佑动态

飞吻童心相约嘉里，99公益日我们一块做好事

今年99公益日，北京嘉里中心携手爱佑

慈善基金会发起“飞吻童心”公益计划。9

月7日-9日之间，“飞吻童心”公益市集正

在北京嘉里中心火热进行，50余家爱心

商家和众多爱心人士，用一场爱与温暖

的接力“飞吻童心”，为困难家庭先心病

患儿送去更多治愈的机会！

“飞吻童心”公益市集筹集的善款，将全

部转化为满满的爱意，送到需要手术的

困难家庭先心病患儿身边，每一个参与

公益市集的伙伴，都用自己的行动帮助

到身处逆境的孩子。

95公益周落幕，感恩万千爱心
和爱佑一起相信爱，在发芽

9月15日，今年的阿里巴巴“95公益周”正式落下帷幕！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佑童心”和“爱佑晨星”两个项目

在“95公益周主会场”获得超过88,000人次爱心支持，

并通过参与到各种好玩有趣的公益活动中，让更多人

关注和了解到大病患儿医疗救助公益项目。

诚挚感谢每一位“相信爱，在发芽”的爱

心捐赠人，在本次95公益周选择与爱佑

并肩同行，与我们一起度过一段充满爱的

旅程。

最终，爱佑晨星项目荣登“95公益周”为

爱一起捐笔数排行榜第一名、金额排行榜

第四名。



爱佑动态

“DOU爱公益日”正式启动！上抖音，一起开心做好事

9月4日-7日，字节跳动公益平台首个9·5“DOU爱公益日”圆满举办。

活动期间，爱佑慈善基金会“病房里也有童年”（爱佑人文医疗项目）、

“守护困境儿童的童年”（爱佑安生）在“DOU爱公益日”活动主会场与所有

用户见面，用户在观看有笑、有温暖、有干货的公益直播或短视频时，可

以开开心心做好事，用一次点击、一次转发、一次捐助，为孩子们送去更

关注重疾患儿，和哔哩哔哩“益”起向前冲

由哔哩哔哩公益特别支持的《哔哩哔哩向前冲》是一档水上实境闯关节

目。在节目中，哔哩哔哩公益联合爱佑慈善基金会，推广“重疾儿童医疗

救助”项目（爱佑晨星——大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号召更多用户和

UP主一起上B站，做好事，为重疾患儿送去更多治愈的机会。

多的关爱和陪伴！

活动期间，抖音千万粉级创作者“天

元邓刚”也线下探访爱佑人文医疗项

目，记录和分享关于开心做好事的

瞬间，号召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公

益中来。

作为哔哩哔哩公益平台首批上线项目，截至目前，“重疾儿童医疗救助”

项目（爱佑晨星——大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已累计收到23,255 人次

捐赠的 383,021.46元爱心善款，帮助来自9个省份的14名困难家庭

大病患儿度过艰难的治疗阶段，为孩子们送去更多“生”的希望。



爱佑故事

·别怕，“天使”会陪你走过漫漫征途



爱佑故事

别怕，“天使”会陪你走过漫漫征途

“嘘，他在睡觉呢。”乐乐（化名）妈妈提醒道，我们注意到妈妈

背后藏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照进不大的出租

屋，使房间格外亮堂。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乐乐本应和其他小朋

友一起外出玩耍，探索世界。然而就在去年，一切都被打乱

了......

乐乐原本是个活泼好动的

孩子，爸爸妈妈抱着他出

门时，他在怀抱里总是不

安分，总想自己下地走一

走才“善罢甘休”。

去年11月的一天，妈妈突然注意到乐乐走路有点慢，摇摇晃晃有

点趔趄，跟平时很不一样。“乐乐，你是不是不舒服？”乐乐闻声

回头，一脸委屈。妈妈连忙抱起他，摸摸额头和脸蛋，凉凉的，

不可能是发烧；仔细检查乐乐身上，也没有明显外伤。“怎么回

事呢？”妈妈心里嘀咕着，乐乐出生后一直在自己的精心呵护下

成长，几乎没生过病，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委屈的表情。妈妈各种

放心不下，决定立刻带儿子前往市里的医院。

第二天，市医院的诊断结果显示，乐乐患上了滑膜炎。医生嘱咐

乐乐爸妈让孩子多休息，应该二十几天就能康复。可回到家没有

两天，乐乐爸妈就意识到情况并不乐观，因为乐

乐越来越不愿意自己走路，甚至连站都站不稳。

再一次前往市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他们前往上

一级医院，“咱们这确实无能为力了。”



爱佑故事

当天，他们就把上初中的大儿子托付给年过七旬的父母，然后就带

着乐乐启程赶往长春，踏上跨省求医的道路。

令他们意外的是，长春三甲医院

也未能确诊，“怎么还查不出来

了？”乐乐爸妈悬着的心更加紧张

了，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们立刻

办理了住院手续。接下来的一个

月，住院治疗的乐乐病情始终不

见好转，心情也越来越低落，不

仅对以前很喜欢的玩具视而不见，

他也开始完全不说话，只用动作

和眼神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始终找不到病因加上治疗无果，让乐乐父母的心再一次揪了起来，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知道原本健康的儿子究竟怎么了。“去北

京看看吧。”其实在医生建议前，乐乐爸妈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但

是在长春治疗的一个多月，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如果不

是乐乐的姑姑借了20万，我们根本没法来北京。”患难时家人们的

支持，是乐乐爸妈当时唯一的依靠。

2022年1月，乐乐跟爸妈抵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但出乎

他们意料的是，乐乐仍未能很快确诊，医生说乐乐的情况很复杂，

需要专家会诊。对于已经辗转求医几个月的他们来说，继续的等待

让他们觉得无比漫长。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这次求医会不会也像

以往一样，最终无功而返？尽管两人心中充满疑虑，但能做的只有

继续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他们也总互相打气，好迎接每一个不

确定的明天。



爱佑故事

腊月二十九那天，乐乐终于拿到了确诊报告——儿童非霍奇金淋巴

瘤。在原本应该阖家团圆、喜迎新年的日子里，还差两个月才满2

岁的乐乐，被确诊为恶性肿瘤。

再强大的心理建设，对当时

的乐乐父母都没什么帮助，

他们呆坐在医生办公室，愣

愣地望着手里的诊断报告。

上面一行行的医学指标陌生

而晦涩，他们其实看不懂，

而就是这么几张纸，却把他

们活蹦乱跳的孩子和癌症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医生说了很多话，他们大都也没听进去，唯一特别清楚的，

就是医生告诉他们，乐乐的病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康复希望还

是很大的，最近几年国内治疗这个病的水平也一直在提升。眼下

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开始治疗，化疗、放疗、肿瘤切除手术一整

套下来，他们起码要在北京呆10个月。

来不及考虑太多，乐乐爸妈就开始分头行动配合孩子的治疗。妈

妈负责在医院陪护，爸爸开始在医院附近寻找合适的房源。

在病友的介绍下，乐乐爸爸

找到了医院附近一处老居民

区，虽然房屋破旧也没有电

梯，但步行至医院只需15-

20分钟。让这位不惑之年的

父亲非常震惊的是，小区里

一套两居的房子月租金近万

元，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爱佑故事

没办法，他和另外一个患儿家长一起租了一套顶楼的房子，他选

择了10平米左右的次卧，里面放了两张床后，只剩一条单人走道，

好在还有个小阳台，稍微能放点东西，还能晾晒衣物。

心如刀割，却还一直想办法逗乐乐开心。乐乐哥哥说，他好想爸

爸妈妈和弟弟，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抽空回来一趟。

乐乐的状态还算不错，好几次被爷爷奶奶和哥哥逗得发出笑声，

但依旧没说一个字。一家人聊着聊着，新的一年也悄然而至，他

们都许下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乐乐一定要早日回家，健康长

大。

除夕刚过，乐乐就开始了化疗。

大年三十晚上，妈妈陪乐乐在病房，

爸爸在租住的小房间。视频电话接

通后，屏幕上出现爸爸、妈妈、乐

乐，还有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和

哥哥，一家人只能以这种方式团聚。

看着小孙子躺在病床上，爷爷奶奶

第一次化疗结束刚出院，乐乐就

出现了感染的情况，不得不从急

诊又住进医院。因为感染严重，

甚至推迟了第二次化疗的时间。

这样的情况一直反复出现，这让乐乐的医疗费用大幅度增加，很

快家里人就吃不消了。

“房租加上治疗费，有时候一个月就得两三万块钱。”乐乐爸爸有

时也会后悔，怪自己没能早点带孩子来北京，“如果一开始就来了，

钱就都能花在刀刃上了。”



爱佑故事

因为一直在外，乐乐爸妈只能把家里的地租给别人耕种，基本没

什么收入。家里亲戚也都借了个遍，他们已经不太好意思张口，

眼看借款也要见底，他们很担心无力支撑孩子接下来的治疗。正

在一家人走投无路之际，医生告诉他们，可以申请“爱佑天使”——

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他们赶忙提交了申请资料，

很快就审核通过，紧绷的心弦终于能稍微放松一点——乐乐可以继

续治疗了。

肿瘤的治疗对患儿和家长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化疗期间，乐乐

产生了严重的烦躁情绪，喜怒哀乐的变化十分不稳定，会因为搭

不好积木就大喊大叫，被邻居投诉扰民；也会因为看到了自己很

喜欢的动画片，就高兴地特别配合治疗。孩子的一哭一笑，总是

牵动着父母的心弦。

半年的化疗和手术后，现在的乐

乐已经可以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

对化疗的反应也相对适应。一天，

爸爸发现乐乐一直盯着手机屏幕

里的视频，是天安门上的升国旗

仪式。爸爸问乐乐，“你想去天

安门看看吗？”乐乐轻轻地点了点头。

来北京半年多的时间，乐乐跟爸妈一直都围着医院转悠，根本没

有去过其他地方，哪怕就是路边的街心公园，因为怕人多感染，

他们也从来都没去过。去门诊上药的时候，乐乐爸爸询问了医生

的建议，“目前孩子身体状况稳定，适当的外出也有助于治疗。”

乐乐快乐的身影给了父母莫大的安慰，尽管前路依旧漫长，

或许还有不少坎坷，但此刻的幸福，将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动力，在医院、家人和“天使”的共同守护下，相信乐乐一

定会更加勇敢地与病魔斗争下去！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如何支持我们】

还可以通过淘宝店铺、
支付宝app、腾讯公益、
微博等，搜索“爱佑慈善
基金会”，支持我们

【媒体关注】

腾讯网|爱佑与爱心慈善伙伴帮儿童公益项目获得更多
配捐

https://new.qq.com/rain/a/20220926A06885

00

凤凰网|99公益日期间，与爱佑一起解锁更多配捐助
力儿童公益

http://hn.ifeng.com/c/8J7JZAH7fUY

搜狐网|爱佑“重疾儿童医疗救助”项目与哔哩哔哩公
益用户共建爱心新通道

https://www.sohu.com/a/588445003_172459



给生命一次机会

给孩子一个未来

A chance for life, 

a future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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