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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使心国际有限公司  

我们的使命 

天使心致力服务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先天

性心脏病。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为这些孩子，不仅在经济上

帮助他们获得挽救生命的手术治疗，而且热心为每个孩子建

立持久支持网络，帮助他们创造新的未来。  

我们寻求更多的基层努力，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和他

们的家庭付出爱和关心，并且超越简单地为他们提供医疗服

务。 

天使心国际有限公司（AHI）是给在中国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具有先天性心脏病（CHD）的儿童提供服务公共非盈

利性组织。自2007年2月成立以来，AHI已帮助68名具有先天

性心脏疾病儿童，他们很多成功地接受了手术。 

大多数冠先天性心脏病是可以治疗的，如果治疗及

时，许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有将近99％的成功机会。手术

后，大多数孩子可以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许多

家庭无法负担手术费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完全可以治

愈的疾病夺走他们的孩子。  

天使心目前专注于在一个地区让我们的业务模式成功

运行，然后再把我们的服务扩大到其他地区和国家。 

封面: 国际天使心的志愿者在Zhang Wenbo 的家.  



目录 

领导致辞................................................................ 1 

医疗补助计划病人总结........................................3 

帮助和康复............................................................ 5 

志愿者的故事....................................................... 11 

致敬我们的医生.................................................. 13 

财感谢您的支持.................................................. 15 

甘肃省被认为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频繁的干旱和饥荒

使其经济发展缓慢，大多数居民贫困并且生活在不卫生的条

件下。天使心国际旨在帮助甘肃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儿

童冠。大多数家庭都无法提供他们的孩子需要的医疗照顾，

因而他们转向AHI寻求支持。我们的志愿者与这些家庭和孩子

见面，并和他们经历手术和恢复的过程。 通过与我们的合作

伙伴，医院的支持下，68例患者已成功接受手术。  

关于甘肃省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Daxia-River-Valley-panorama-5902%2B5903%2B5904%2B5905%2B5906.jpg


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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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天使心志愿者，朋友，家人和支

持者： 

在2012年9月成为AHI的副总裁时，

Alina在简报里发表一份使人惊叹报告，

我们惊叹天使心的增长和变化 --- 从由

Dr. Shouyan Li博士带领的一小群人成长

为由来自北加州，南加州，美国其他州

和中国的志愿者参与的大家庭。我们惊

叹我们有学生不仅是志愿者，还承担起

自己来领导别人的工作，启动项目和募

捐活动，实现信念的飞跃。 

我们将在这里重申Alina在她的报告中的

感受：我们虽然相隔数百或数千里，却

能一起做到这么多。我们的志愿者们 -- -无论是编辑日记或写一个

病人报告或帮助更新Facebook页面，即使是你的最小的行动都对促

进天使心的得到的支持和成功有很大的影响。至2013年底，我们已

经帮助提供手术给68名儿童。您已在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生活产生

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2013年，我们为全中国的孩子赞助了14次手术。我们还

启动了一个奖学金计划，将支持天使心的孩子接受初中以上的教

育，这在我们所服务的贫穷地区是一种罕见的追求和挑战。我们已

经给三名天使心帮助过的患者提供了这个奖学金。如果他们继续上

学 ，他们每年将获得2000元人民币的奖学金。其中一名获得者兰晓

华，受到天使心的启发，从今年开始上护校，立志成为一名护士，

去帮助别人。 

在2014年，我们希望提供更深入的参与。 天使心关心的远

不是数字，正如健康不只是人体的康复。事实上，很多接受我们协

助的儿童和家庭已经加入到我们志愿者的行列，把我们的帮助传递

到其他有需要的家庭。 22岁的Wang Yuhong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

2009年接受手术后，她现在成为了我们中国团队的志愿者，慰问和

联系病人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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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 总裁 Alin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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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正在发起一个同行师友计划，让美国天使心的

志愿者得到有经验的志愿者在的指导，无论是AHI或非AHI相关的问

题，如申请大学等都可以得到指导。此外，我们目前正在开发新

的，令人兴奋的项目，天使心的每一个部门内部将扩大业务范围，

创造新的机会，给志愿者提供更多与天使心并与志愿者互动的机

会。在我们的

核心任务—帮

助患有先天性

心脏疾病的孩

子--不变的同

时，我们让更

多的人，更多

的心，一起与

我们和我们的

患者在生活和

爱的道路上共

进。 

它是一

个令人难以置

信的旅程，在有

机会与天使心共同成长的同时，我们无法表达我们多么荣幸地成为

天使心新任的总裁和副总裁。我们衷心感谢您在天使心的参与，无

论大小，我们期待着看我们达到新的高度！ 

 

爱心祝福！ 
 

Alina Yang  

总裁 
Annie Wang   

副总裁  

AHI 副总裁  Anni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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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接受医疗资助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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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姓名  Age 诊断  手术日期  

Luo, Zhaohui 2 室间隔缺损 (VSD)  3/25/13 

Yin, Chuan 2 动脉导管未闭(PDA)  3/25/13 

Wei, Liwen 1 
VSD, 房间隔缺损

(ASD)  
5/8/13 

Wang, Qian 1 
PDA,VSD, ASD, 主动

脉弓梗阻  
7/15/2013 

Han, Qiurong+ 13 VSD, ASD 7/18/2013 

Shen, Ting 8 PDA 8/2/2013 

Yang, Yunfei 2 VSD 8/2/2013 

Wu, Wenting 3 VSD 8/2/2013 

Zhang, Wenbo 1 PDA 8/23/2013 

Jiao, Tianwen 2 
PDA,VSD, ASD, 主动

脉弓梗阻  
9/16/2013 

Kang, Cheng 1 VSD, 肺动脉高压  10/29/2013 

Yan, Cheng 4 乐四联症  11/13/2013 

Zhang, Linwei 1 ASD, VSD, PDA 11/18/2013 

Pan, Jingyun+* 8 右室双出口  11/18/2013 

+ 与新生命儿童基金会合作 

*病人在2013年12月6日回家途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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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六年里，天使心资助了68名孩子的心脏病手术费用，这

些儿童主要来自甘肃省。他们的年龄从1岁到17岁，都迫切需要自己的父母

没有能力提供的医疗帮助。通过天使心志愿者的帮助和天使心收到的捐

赠，我们在2013年资助了14次手术，给我们的患者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提供

了第二次机会。 

杨云飞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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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昭辉 在家.  

罗昭辉在一岁的时候做了家庭

访问。那时候他被诊断有了心

室中隔缺损(VSD)。在家他与爷

爷，奶奶，叔叔，还有父母住

在一起。他没有兄弟姐妹。他

的爷爷跟奶奶由于常常要保

健，所以家庭在医疗上已经负

担很重。昭辉经常怕冷所以家

庭在这方面也要花钱。 

家庭有3.3英亩的田地，一只

驴，但没有家畜。家种的主要

农作物是薯，小麦，玉米，豆

跟其它类似的农作物。只有四

只工作的手，家庭2011年的收

入只有1200块。家庭主要的开

支是肥料和医疗上的费用。 

在2011年的12月昭辉是在定西

医院诊断有了心室中隔缺损。

那时候他原来是去医院看痢疾

病的。冠状动脉心脏疾病

(CHD)的诊断很难判断结果因

昭辉和 他的父母 在医院 
 

帮助和康复 

罗昭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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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庭没有心脏病的历史。加上，父母根本就不明白儿

子所有的疾病和手术的需要。整个家庭也不知要做什么

了。不过，定西医院的医生介绍了天使心给家庭。有了

天使心的帮助，昭辉在2013年3月25日成功做了手术。昭

辉在2013年4月在定西医院恢复和出院。 

 

国际天使心  

志愿者.在昭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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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婷的故事  

吴 文婷是一个4岁的女孩，

她被诊断为室间隔缺损。

当吴文婷才五个月大的时

候，她就得了肺炎。就在

那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先

天性心脏疾病。  

吴 文 婷 与 她 的 父 母 ， 哥

哥，和祖父母在他们的家

庭农场一起生活。他们大

多是种植马铃薯，豆类和

亚麻籽养活他们自己。  

然而，他们无法生产足够的农作物，所以他们仍然要

购买食物。除了种田，她的父母要到城市找临时工

作。  

去年，家庭总收入为一万人民币，折合为1500美元。

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化肥和土地的塑料膜。塑料膜用于

在干燥的气候保持水分的庄稼。他们的收入的其余部

分是花在为孩子和爷爷生病医疗费用。  
 

帮助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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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婷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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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婷被诊断为室间隔缺

损，她的父母担心手术的费

用的昂贵，手术费大约

5000 美元，是他们家庭三

年的收入。他们也明白了如

果她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得

后果，并希望能有所行动。

幸运的是，在天使心的帮

助下，吴文婷在 2013 年八

月二日吴文婷成功做了手

术 .  

国际天使心  

吴文婷和她的家人在她家的合影  

吴文婷和她妈妈和爷爷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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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在医院. 

杨云飞在3岁时患上感冒,被

带到了定西医院检查。同一

时候他被诊断有了心室中隔

缺损和必需做手术。父母为

了这件事很惊讶，而且不太

明白手术的后果。但是看到

儿子连续感病的痛苦，父母

终于沉找天使心。 

云飞的家庭有1.9英亩的田

地。他们种的是蕃薯，小

麦，玉米，豆跟其它类似的

农作物。但是种的农作物只

刚刚够家庭的使用，也没办

法卖去赚钱。去年云飞的家

庭只赚了1100块的收入。爸

爸也做几分工了。 

由于云飞常常的病痛，家庭

已经借了4000多块去看病和

现在也没还钱。家庭现在很

辛苦的去还钱跟照顾小孩。 

一个成功的手术后, 杨云飞躺

在他的床上. 

杨云飞的故事 

帮助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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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和他的父母 

我们看云飞的时候发现他很静和平常，但是跟我们玩的

时候发现他有呼吸问题。这家庭收到了天使心的经济帮

助，小孩也在2013年8月2日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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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加州大学尔湾的志愿者们的故事  

2013 是第一年他们参加天使心的活动  

任 何情况下真正的重心是当你真正亲眼看到它。这就是在兰州

心脏外科病房的医院里我感受到的。由于条件的并发症,王倩(请

参考第6页和17她最终结果)被拒绝治疗基于手术风险。这个结论

让我为这个小女孩和她

的家人感到非常难过和

伤心。 

 ~ Michael Klopfer  

  

这个手术是成功的,看到

儿子走出病房后,他开

始看到我们以不同的

方式。从一个不同世

界，我们不再是奇怪

的外国人而是家人。

在我们的最后一天,父亲非常的欢迎我们,要求我们为他的儿子签

下我们的名字在一件新衬衫,这样他们会永远记住我们。.  

~ Jean Hwang  

  

我对该地区的第一印象是它绝对是非常不同与上海的城市。道路

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房子都更像棚屋。说完话后,我们驱车到农

村社区访问过去的手术病人。第一个病人是一个5岁的女孩,名叫

薛怡静。她是如此高兴!孩子应该做的一切跑步、笑、玩耍,。生

命的美丽闪烁在她的微笑,通过她的笑声……全家人住在一个房

间里小于我们的酒店房间,但是他们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大大的微

笑,充足的食物。这些人的斗争将购买他们餐桌上的食物,但他们

设法填补。 

~汉娜常   

~ Hann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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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 志愿者, Peyton Zhang,拥抱 病人 

Niu Hai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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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 志愿者 Meghan Knight, 安慰一个2岁的孩子 Yin Chuan,和他一

起玩耍.   

视频会议之后，我们开车到农村参观过去手术的患者。第一个病

人是一个5岁的女孩叫薛益精。她太高兴了！跑步，笑，玩，一

切孩子应该做的。生命的美丽明媚通过她的笑容，透过她的笑声

爆破......整个家庭住在一个比我们的酒店房间还小的房间 他们的

桌上鸡蛋，土豆和冰茶(我认为这些是他们特意为客人购买的). 

笑是会传染的，他们发自内心的高兴有大家在他们的家，还有我

们在一起吃饭，不论他们提供了多少。我从来没想过居住在这样

的贫困的地方能教会我一个真正的道理~丹尼尔•优素福.  

~ Daniel Youssef  

当我参观完他们那些人，我开始意识到我和他们的世界截然不

同。他们是如此卑微,很少如此快乐的生活而有时我抱怨一些最

卑下的物品。这次旅行无疑给我新发现的理解在生活中什么是

最重要的。我意识到帮助别人是一个有益的经验,不能超过其他

任何经验。没有词来形容的温暖感觉这样感人的经历。这些家

庭和孩子将永远在我的思想和记忆,我只能希望我能够有大的影

响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对我的。~Meghan 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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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我们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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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使心把2013标志为对医师感谢的一年.在过去的六年中，从5

个合作医院来的医生帮助AHI拯救了很多我们孩子的生命 . 

You Tao医生  

(右) 和 Lan 

Xiaohua (中), 他

在6/25/2008做手

术的孩子。 

You Tao 医生  

甘肃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系主任。You医生和AHI从2007年就开始合作

了，他为大多数的

Liu Xingguang 

医生和和天使心

的第一个救助的

孩子在2013联欢

会上的合影  

Liu Xingguang 医生  

甘肃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系首席医生。从2007年开始Liu医生和志愿者

们参与了大多数患者的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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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医生在检查  Kang Cheng   

Liu Yinglong医生正

在听Niu Haixiong

的心脏跳动  

Liu Yinglong医生 

北京在安贞医院的儿童心脏中心的主任，Liu Yinglong医生是一位著名的

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对于我们AHI会员咨询居委会来说，从2008年至今

Liu医生也为了AHI做了5项外科手术。在2013年，他拯救了Wang Qian的

生命，然而Wang Qian是一个被一开始就被否决治疗的病患 

Xu Zhiwei医生 

上海小儿医药中心的小儿心血

管外科的主任。在经过深思熟

虑过其他很多和Liu Yinglong有

关的中国外科医师，Xu医生已

经工作在爱德华兹生命科学的

上海志愿者小组和志愿者雇员

去帮助AHI解决了几个困难的

列子。从2011年开始，4个成

功的外科手术已经被Xu医生的

小组给完成了 



2013 财务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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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2-31-2013 

 公众支持  

 企业募捐   $ 43,750.00  

 个人募捐  $ 19,313.00 

   

 投资  

 投资收入  $ 258.76 

   

 总收入   $ 63,321.76  

   

支出   

 项目资金  

 手术费用   $ 56,298.10  

 组织花销  $ 1,234.88 

 银行费用  $ 68.34 

 银行费用  $ 2,596.35 

   

 营业费用（US）   

 书籍，订阅，证明书  $ 147.20 

 书籍，订阅，证明书  $ 83.58 

 纸张复印打印  $ 651.12 

 会议费用  $ 631.86 

 商业许可费用  $ 25.00 

 法律费用  $ 43.46 

 网页费用  $ 214.20 

   

 总支出     $ 61,994.09 

   

净收入     $   1,3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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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支持 

AHI国际天使之心的志愿者们在手术成功后在王春华（右3）的学校

里的合影  

十分感谢那些慷慨的公司，例如爱德华生命科学公司，资

本集团基金会，美国胸外科协会，当然还有那些热情的个

人志愿者们。今年我们先后帮助了 14 名来自中国甘肃省

的孩子们并且给予他们爱和关心。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给

与了他们一个更加健康的心脏，更是给予了他们的家庭希

望，一个更加光明的前途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国际天

使之心始于心，终于心，我们的志愿者们会继续给予这些

家庭们希望。  



更多信息请联系：  

国际天使心  
http://www.angelheartintl.org 

电话: (949) 310-8181  

地址 : PO BOX 17486, Irvine, CA 92623-7486 

 

http://www.angelheartintl.org/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