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发端于 2005 年
的‘天使妈妈’至今
已步入 7 年， 并于
2008 年 12 月 和
2012 年 4 月两度获
得‘中华慈善奖’。 就
是这样一个有着较
高社会评价的民间
公益组织在救助小
传旺过程中，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窘境。

“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天使妈妈”遭遇 7年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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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有消息称，“小传旺”父
亲杜舍厚的存有爱心捐款的银行卡被
其舅爷等人拿走， 并带回山东夏津县
老家，杜舍厚无钱吃饭向“天使妈妈”
基金求助，“天使妈妈” 基金资助其
1000 元在医院购买饭卡。 此外，另有
知情者称小传旺父亲向“天使妈妈”求
助， 希望能帮助小传旺弟弟在北京找
个学校继续上课。

7 月 23 日，《公益时报》记者致电
“天使妈妈”基金顾问任瑞红，任瑞红
向记者表示， 小传旺父亲的银行卡在
20 日已经由小传旺的舅爷、 表叔、舅
舅等一行人从山东赴京， 亲自交给了
杜舍厚， 同时将一些汇款凭证一同交
还于他。为示清白，杜家亲属签协议摁
手印，表示归还银行卡，并从此与救助
传旺的钱财无涉。 截至 20 日，两张银
行卡上分别接收爱心捐款 35 万余元
和 9 万余元。

有媒体报道， 据杜传旺的舅爷董
玉良称，“两张银行卡肯定归杜舍厚所
有，只是由五名亲属代为保管，我们也
给杜舍厚留了生活费。 ”杜舍厚表示，
的确留了 3000 多元生活费，而从“天
使妈妈”要来的 1000 元是给小传旺办
理饭卡的。

关于“小传旺” 父亲杜舍厚委托
“天使妈妈”基金帮助“小传旺”弟弟在
北京找学校上学一事，任瑞红向《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小传旺”弟弟在北京
现已经有学校愿意接收了， 今年 9 月
将在北京昌平一家由公益机构创办的
学校上小学一年级。

� � 因对被充气伤害的男童
小传旺的救助（报道详见本报
上期 8、9 版内容），民间 NGO
“天使妈妈” 被民众的怀疑情
绪一度推上了风口浪尖。《公
益时报》记者试图通过调查还
原“天使妈妈”究竟是一个怎
样的机构。

据记者调查，“天使妈妈”
曾经和三个基金会有过合作，
目前在北京东三环双井桥和天
通苑拥有两个儿童寄养点。 发
端于 2005年的“天使妈妈”至
今已步入 7 年， 并于 2008 年
12 月和 2012 年 4 月两度获得

“中华慈善奖”。 就是这样一个
有着较高社会评价的民间公益
组织在救助小传旺过程中，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天使妈妈”基金项目顾问
李塬坦言：“‘天使妈妈’基金到
了危险时刻，希望能挺过去。 ”

7月 19日《公益时报》记者
在北京专访了“天使妈妈”基金
顾问李塬和任瑞红， 试图还原
“天使妈妈”一路走来的轨迹。

缘起“摇篮网”

一群“爱心妈妈”活跃在
网络上，以单独身份为困境儿
童开展各种医疗救助， 这是

“天使妈妈”最早的雏形。
2005 年 6 月，海归人士邓

志新利用“摇篮网”（即“妈妈
社区”） 进行发帖关注各种困
境中儿童的医疗救助，在网络
上得到众多妈妈的响应，随后
有不少爱心妈妈加入其中。

2005 年 9 月，天使妈妈核
心团队建立， 海归邓志新、卡
巴基斯市场总监邱莉莉、安徽
公务员沈利、中央电视台记者
贺红、清华博士张晓春，五人
成为“天使妈妈”的核心成员。

当时“天使妈妈”自筹经
费已经救助了一些孩子，当时
的合作伙伴儿童希望救助基
金工作部在此基础上针对“天
使妈妈” 救助的每个孩子，再
予提供 5000 ~10000 元资助

金。 同时，“摇篮网”逐渐成为
一个很好的网络信息救助平
台。 三方力量协同互补，“天使
妈妈”团队的大病医疗救助自
此开始。

“这五人最开始兼职做
‘天使妈妈’，后来干脆辞职全
职来做。 最开始所需的救助资
金都是‘妈妈们’从个人收入
里面拿出来的，每月基本拿出
5000 元来，尽管当时‘妈妈们’
的收入还算可以，但这很不容
易。 ”李塬对记者说。

李塬对记者表示，“天使
妈妈”在线上获知患儿病情然
后进行线下救助，圈内人都知
道在公益圈当中最难做的就
是医疗救助，大病医疗救助更
是难上加难，因为有太多不确
定性因素。 大病救助有三大关
键词“急迫、庞大、复杂”，这意
味着风险和责任。

三次合作

随着“天使妈妈”团队救
助患儿数量的增多，影响力也
逐渐扩大。 在与儿童希望救助
基金工作部合作的同时，“天
使妈妈”也引起了更多公益机
构的关注。

2007 年 9 月，香港“制衣
大王”、香港思捷 (ESPRIT)环
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邢

李原捐资创设言爱基金，致力
在内地老区、 贫困山区援建
100 所思源实验学校， 让贫困
地区的孩子享受良好义务教
育。 言爱基金与“天使妈妈”的
合作以出资救助其中一名患
儿开始尝试，随后言爱基金派
员赴内地考察“天使妈妈”项
目，最终决定与“天使妈妈”合
作，以定向捐助患儿方式持续
支持“天使妈妈”。

此时，“天使妈妈”已经在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和言爱基
金双重资助下开展大病儿童
救助工作， 救助资金虽为定
向， 但在筹资上有了较好保
证。

2007 年 12 月，“天使妈
妈”专项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旗
下设立，并与其签约。

据“天使妈妈”基金顾问任
瑞红告诉记者，“天使妈妈”基
金成为红基会二级专项基金较
为不易。当时，红基会旗下的二
级基金特别多， 应该在 40~50
个。 任瑞红时任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小天使基金” 办公室主
任，正是她当时关注到了“天使
妈妈”。 据任瑞红介绍，正是在
她及其同事的帮助下，“天使妈
妈” 完成了与红基会的整个签
约、注册和建章过程。

（下转 07 版）

父亲拿回银行卡
弟弟 9 月将在京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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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宣传慈善事业，向社会贫困群体提供帮助，对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才进行奖励。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1041

2006-12-07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瓯北三桥奥康工业园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67969696 互联网地址 www.wztcf.org

林丽琴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325000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1,008,572.04

本年度总支出 8,557,612.9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945,7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87,549.60

行政办公支出 428,111.4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7.8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19%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6,500,000.00 0.00 6,500,000.00

6,500,000.00 0.00 6,500,000.00

6,500,000.00 0.00 6,500,00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0,994,817.49 20,016,590.20 流动负债 14,408.21 21,206.18

其中：货币资金 171,135.34 179,830.3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6,177.76 3,592.00 负债合计 14,408.21 21,206.18

净资产合计 21,008,572.04 20,009,431.02

资产总计 21,022,980.25 20,030,637.2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1,022,980.25 20,030,637.20

无形资产 11,985.00 10,455.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1,008,572.04 20,009,431.0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558,471.89 0.00 7,558,471.89

其中：捐赠收入 6,500,000.00 0.00 6,5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8,557,612.91 0.00 8,557,612.91

（一）业务活动成本 8,286,067.70 0.00 8,286,067.70

（二）管理费用 275,293.36 0.00 -275,293.36

（三）筹资费用 -3,748.15 0.00 -3,748.15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999,141.02 0.00 -999,141.02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温州中源会计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余雄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