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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24日-27日，第三期

爱佑赋能社“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

练营”正在北京创享空间精彩进行。

来自爱佑益+伙伴、益+创客伙伴、

爱佑公益创业营伙伴及中国扶贫基金

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北京链

家公益基金会、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58集团等的五十余位

筹款业务或企业CSR负责人齐聚北京，

接受为期四天的系统课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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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佑赋能社“公益组织筹款新思

维训练营”旨在帮助公益组织筹款负

责人突破思维局限，拓宽视野，从筹

款思维的改变推动筹款能力的提升，

进而推动组织机构筹款能力的进步和

发展。未来，爱佑赋能社将继续致力

于构建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赋能平台，

努力成为公益慈善教育的入口、网络

和出口，推动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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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3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和辽宁省残疾人康

复中心共同主办，针对辽宁省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骨干
教师的VB-MAPP评估培训班在沈阳正式开班，320余
人参加培训。

• 2018年7月9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和北京市残疾人康
复服务指导中心共同主办，针对北京市孤独症定点康复
机构骨干教师的ABA培训班在北京正式开班，近100人
参加培训。

• 2018年7月13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和山西省残疾人联
合会共同主办，针对山西省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骨干教
师的ABA进阶培训班在太原市正式开班,近100人参加培
训。

• 2018年7月18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和天津市残疾人联
合会共同主办，针对天津市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骨干教
师的孤独症儿童康复评估（VB-MAPP）培训班在天津
市正式开班，近70人参加培训。



爱佑动态
项目升级|爱佑天使七年用爱守护你

       2018年，“爱佑天使”从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
救治项目，正式升级为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
疗救助项目，为更高效、更广泛地解决群体性问
题，项目在继续进行治疗费用救助的同时，逐步
将重点转向诊疗水平干预及诊疗相关服务支持。
       2018年，“爱佑天使”项目重新审视了自身存
在的意义以及需要肩负的责任。我们确定了两个
方向性目标：
       一是让更多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不因缺钱
而放弃治疗。
       二是针对群体性痛点，进行项目拓展，在继
续开展救助业务的同时，将重点倾向儿童血液病
及肿瘤医疗相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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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8日，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一批医
疗专家义诊队开始了玉树地区的先心病义诊筛查，
预计今年他们将完成1万人左右的筛查。
       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童心项目在今年4月份，
签署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成为定点合作医院。
爱佑慈善基金会将资助医院筛查出的贫困家庭先
心病患儿的医疗费用，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可
以就近就医，有效减少贫困家庭就医困难、异地
就医产生的经济负担、提高就医及时性。
       爱佑童心的救助模式和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
医院的义诊模式相结合，更好地推进了医疗救助
的本地化升级，让更多孤贫先心病患儿能够及时
得到救助。今后，爱佑慈善基金会将继续携手定
点医院，资助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的医疗费用，
助力儿童医疗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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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故事就从中心的名字说起！在爱的护

佑下有这样一群孩子——病患孤儿。他们在爱佑

新生儿童养护中心得到精心养护，从而获得新生。

话说起来简单，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从被抛弃的

那一天起，他们承受了多少疾病带来的摧残？一

个个小生命顽强地和病魔抗争着，“不放弃任何

一个孩子”是中心全体妈妈们的共同誓言。孩子

们身上一道道手术疤痕可以见证，见证他们有多

么坚强。孩子们日渐好转的身体可以见证，见证

护理员妈妈们在这个极度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有多

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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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笑 我的世界都沉醉

       今天故事的主人翁叫莹莹，这个可爱的小宝

贝还未满两岁，却已经进行过一次巨结肠手术。

巨结肠是什么呢？由于结肠缺乏神经节细胞导致

肠管持续痉挛，粪便淤滞于近端结肠，近端结肠

肥厚、扩张，是小儿常见的先天性肠道疾病之一。

       掀开莹莹的衣衫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小小的

肚子上居然有一道看起来快要超出身体以外的手

术疤痕。这道深深的疤痕，正是当初进行手术的

切口，医生在手术中截去了她肚子里将近三分之

二的坏死肠道，可想而知这个小家伙曾经多么勇

敢的与死神抗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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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妈妈们十分疼惜这个在病魔面前死里逃
生的孩子。她们用十二万分的耐心、细心、关心
守护着她，也用更多的爱心、真心、责任心来为
她的生命保驾护航。。
       在手术中，小莹莹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肠子，
术后，各种并发症也随之而来。她经常肚子胀大，
消化不良，大便失禁……但是长身体最需要全面
的营养，而所有营养都要有肠道吸收。所以小莹
莹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样随意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因为留在她体内的那小小一节肠子根本来不及消
化吸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便失禁。只要护理妈
妈一个不注意，莹莹排出的大便就会流漏全身乃
至整个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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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小莹莹被禁食油腻生冷奶制品等等所
有香甜可口的食物，只能吃一些无色无味的面食，
这不仅让小莹莹吃得百般厌烦，更让护理妈妈们
平添多少不忍和无奈，尤其在小莹莹对香喷喷的
饭菜流露出各种渴求眼神的时候。护理妈妈会忍
不住小心翼翼地喂她吃一点儿，再吃一点儿，只
有这时小莹莹才会开心的笑，从她笑声里仿佛可
以听到她在说“真香呀，真好吃”
       护理工作非常辛苦，但为了这群可爱的孩子，
护理妈妈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谁不想拥有一
个健康的好身体？谁不想被父母宠着爱着？尽管
孩子命运坎坷，也许无力回天，但我们可以做到
让这些折翼的小天使一直都有微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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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收支数据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名称 金额

爱佑童心 500,000

爱佑天使 3,003,314

爱佑晨星 2,000,045.03

爱佑和康 1,314

爱佑新生 4,204,380

爱佑安生 150,018.02

儿童医疗未定向捐赠 2,000

非限定性收入 32,500,006.02

合计 42,361,077.07

项目名称 金额

爱佑童心项目 9,758,611.49

爱佑天使项目 2,510,024.43

爱佑晨星项目 2,363,366.02

爱佑和康项目 292,323.76

爱佑新生项目 3,125,268.43

爱佑安生项目 2,967,511.69

公益创投项目 10,712,106.28

其他 2,915,886.53

合计 34,645,098.63

善 款 收 入 善 款 支 出



项目进展
各项目数据

爱 佑 童 心 爱佑天使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审核通过：706人 

救治患儿：527人次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62人 

救治患儿：303人次

爱 佑 晨 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59人

救治患儿：7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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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数据

爱 佑 和 康

序号 康复中心 截至七月底在
训人数

1 深圳中心 95
2 湖北中心 108
3 宁夏中心 108
4 湖南中心 123
5 安徽中心 129

历史累计培训人数：1643

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孤独症康复培训项目

培训地点 培训项目 参与机构数 参与人数 覆盖儿童

沈阳 VB 54 329 4414

北京 ABA 48 96 3135

天津 VB 38 69 2620

太原 ABA 49 103 3383

总计 189 597 1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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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数据

爱 佑 安 生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目前投入使用儿童之家：174个

福利督导员：178人

组织活动：517次

参与儿童：10975人次

爱 佑 新 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173人

养护完成：1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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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先心病患儿 招商信诺人寿与爱佑慈善基金
会举行捐赠仪式：
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
07-12/8564464.shtml

公益时报：初创公益伙伴看过来！
爱佑“益+创想”计划开始招募啦！
https://mp.weixin.qq.com/s/TTl
MPfYbt6QKMTtp-EJHBA

公益时报：初创公益伙伴看过来！
爱佑“益+创想”计划开始招募啦！
https://mp.weixin.qq.com/s/8YZ
84-5v48LGtXUaipztYg

中国新闻网

公益时报

公益慈善论坛

媒体报道



让公益成为
每个人的生

活方式
爱佑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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