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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发展历程 Our History

创始人张雯女士在中

国从事孤儿救助工作

Founder Melody 

Zhang started the 

work of helping 

orphans in needs in 

China

1992

儿童希望正式完成注册

Children's Hope  

formally registered 

as a foundation.

2010年3月29日

连续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政协提交儿童
医疗保险和儿童保护
相关议案
Proposal for
universal 
Children's 
insurance and 
Children's 
protection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every year

2008-2015

与中国妇女发展基会
合作成立“母亲儿童
希望基金”
Mother and 
children‘s Hope
fund is founded 
with Chinese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2010年6月

张雯女士在美国从事
多年社工工作后，举
家回国成立儿童希望
基金部
Ms Zhang went to US 
and worked as
sociel worker for 
10 years, and 
returned to found 
Children‘s  Hope 
China

2001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五大项目 Our 5 Projects

助医项目
Medical 

Assistant

助养项目
Sponsorship

儿童希望之家
Foster Home

Alenah's 
Home

阿丽娜之家

反虐待儿童项目
Service to 

abused 
children

真爱儿童社工服务.

小家项目



儿童希望之家 Alenah'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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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希望之家简介 Home of Children’s Hope/ 
Alenah's home

2004年
11月

成立时间：
方法：

寄养，康复和
教育 人数：

目前寄养着27
个孩子

对象：
寄养全国各

地的孤儿

标准：
孩子生活费

3750.00元/月

截止2016年5月12年间，共寄养过
130余位孤儿，其中70多名已
被家庭收养。现有15位工作人员在
照顾他们。

Founding date: 

2004 Nov.

children: Orphans from 

orphanages in China 

who needs help from 

Children’s hope

Service: Foster care; 

Medical treatment; Therepy, 

Education

Monthly cost for each 

child: 3750 RMB per 

month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 27

Till May 12th 2016, there 

were 130 orphans lived in 

the foster home and 70 of 

them have been adopted. 

There are 15 stuff now in 

the foster home.



儿童希望之家的室内环境 Alenah's Home Indoor



儿童希望之家的室外环境 Alenah's home outdoor



孩子们的卧室、活动室、洗涮间
living room, classroom, and bath room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1）Children at Alenah’s

驿慧： Yihui
女， 2009年出生，

female, born in 2009
于2012年5月来到

arrive in May 2012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脑瘫

Status: Cerebral palsy
特需费用：康复费880元/月

Special therepy fee: 
800/month

海聪：Haicong
男，2009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09
2014年7月来到

arrive in July 2014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耳道闭锁、发育迟缓
Status: atresia auris, 

cerebral palsy

如民: Rumin(roy)
男 ，2012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12
2013年6月来到

arrive in June 2013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先天性心脏病（术后）
Statu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fter operation)

乐乐: Lele(joy)
女 ，2011年出生，

Female, born in 2011
2013年6月来到

arrive in June 2013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先天性心脏病（术后）
Statu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fter operation)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2）

平鹏: pingpeng
男，2013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13
2014年12月来到

arrive in Dec 2014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唐氏综合症
Status: Down syndrome

冬苗: dongmiao
女，2014年出生，

Femal, born in 2014
2016年9月来到

arrive in Sept.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血管瘤，特应性皮炎
Status: Hemangloma, 

Atopic dermatitis

芝宝: Zhibao
女，2015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15
2016年11月来到

arrive in Nov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肝移植术后
Status: Liver 

transplantation

福瑞: Furui
男，2015年出生，

Femal, born in 2015
2016年9月来到

arrive in Sept.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早产
Status: Premature delivery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3）

安然:Anran
女，2014年出生，

Female, born in 2014
2015年11月来到

arrive in Nov.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乙肝小三阳
Status: Hepatitis B carriers

科元: Keyuan
男，2009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09
2015年3月来到

arrive in March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双耳缺失，耳道闭锁
Status: atresia auris

平宝: Pingbao
男，2013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13
2015年11月来到

arrive in Nov.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唐氏综合症
Status: Down Syndrome

元凯: Yuankai
男，2011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11
2015年5月来到

arrive in May.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聋哑

Status: Deaf mute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 （4）

安欣: Anxin
女，2013年出生，

Female, born in 2013
2015年11月来到

arrive in Nov.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唐氏综合症
Status: Down syndrome

杨梅: Yangmei
女，2015年出生，

Female: born in 2015
2015年6月来到

arrive in June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环状胰腺
唐氏综合症

Status: annular 
pancreas, Down 

syndrome

春雨：Chunyu
男，2014年出生，

Male, born in 2014
2016年9月来到

arrive in Sept.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血管瘤（术后）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

Status: angioma,  Erb's 
disease

安安：Anan
女，2015年 出生，

Female, born in 2015
2015年8月来到

arrive in Aug. 2015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足内翻，先天性脑发
育不良

Status: strephenopodia, 
Congenital brain 

dysplasia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 （5）

克巧 Keqiao
女，2014年11 出生，

Female, born in Nov, 2014
2016年3月来到

arrive in March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先天性心脏病I期术后
Statu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fter the first 

operation)

晶慧 Jinghui
女，2015年8 出生，

Female, born in Aug. 
2015

2016年3月来到
arrive in March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先天性心脏病

Statu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梅芳 Meifang
女，2015年5 出生，
Female: May 2015

2016年3月来到
arrive in March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喉骨软化

Status: Laryngeal bone 
softening

水轩 Shuixuan
男，2015年9 出生，

Male: born in Sept. 2015
2016年3月来到

arrive in March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唇腭裂术后、脑积水
术后

Status: cleft lips and 
palate(after operation), 

Hydrocephalus(after 
operation)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 （5）

康康 Kangkang
男，2013年1月 出生，

Male, born in Jan. 2013
2016年6月来到

arrive in June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双下肢肌张力低、左臂
丛神经损伤

Status: Double lower limb 
muscle tension, left arm 
nerve system damage

点点 Diandian
女，2009年10 出生，

Female, born in Oct. 2009
2016年6月来到

arrive in June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运动神经性脑瘫
Status: Motor nerve palsy

秀贤 Xiuxian
女，2014年1月 出生，

Female: born in Jan. 2014
2016年6月来到

arrive in June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唐氏综合症
Status: Down syndrome

福月：Fuyue
女，2014年8 出生

Female: born in Aug. 2014
2016年5月来到

arrive in May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平足内翻、多发关节挛缩
Status:Flatfoot varus, 
congenital multiple 

arthrogryposis



儿童希望之家的孩子们 （6）

尔茜：Erqian
女，2014年8 出生，
Female, Aug. 2014

2016年4月来到
arrive in Apr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唐氏综合症、心脏病术

后
Status: Down syndrome, 

Heart disease(after 
operation)

宁娟：Ningjuan
女，2015年8 出生，
Female, Aug. 2015

2016年9月来到
arrive in Sept.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唐氏综合症、肛门闭锁

Status: Down syndrome, 
Anus atresia

元浩：Yuanhao
男，2016年2出生，

Male, Feb. 2016
2016年9月来到

arrive on Sept. 2016
儿童希望之家

病情：败血症，脑瘫
Status: Septicemia, cerebral 

palsy



活动与救助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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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

希望健行
Walk for 
Hope

义卖活动
Charity sale

资助探访
Visiting

复活节踏青
Easter 
outdoor 
hiking

欢迎与我们策划
公益活动
Welcome to our
Activities !

慈
善
晚
宴

Charity Night



欢迎参与

儿童助养
3750元/月

Sponsorship

3750 RMB/month 志愿服务
Volunteer Service

员工工资
3.4万/月

Stuff salary 34,000/ month

参与方式
Ways to participate

房租
Renting: 275,000

（1）陪伴孩子，喂饭 caring, feeding for 
babies 
（2）陪伴孩子阅读 Reading
（3）教孩子画画 Teaching to paint
（4）教孩子唱歌 Teaching to sing
（5）做清扫整理工作 Cleaning and 
organizing rooms
（6）整理库房 organizing storage
（7）给孩子们做饭 Cooking 

志愿者服务 Volunteer

高校联盟 官方微信 unitive

水电费、
冬季煤气费

1.7万/年
1万/月

Gas, Electricity: 10,000/month



常用所需物品 Daily Needs

食品 Groceries

盐、鸡蛋、小米、花生、黑芝
麻、木耳、香菇、蔬菜、水果、
面包、黄豆酱、薏米、牛肉、
鸡肉、羊肉，芝麻酱、鱼、排
骨、肉末、粉条等.
Salt, sugar, eggs, black sesame, 
millet, peanut, mushrooms, 
vegetables, fruits, bread, soya 
paste, beef, chicken, lamb,  
sesame paste, fish, ribs, means, 
rice noodles

用品 Household

湿纸巾、保鲜膜、黑色垃
圾袋（1000*1000、
500*600）、滴露衣物消
毒液、免洗手液、纸尿裤、
84消毒液
Wet wipes, plastic wrap, 
trash bags（1000*1000、
500*600）, laundry and 
hand sanitizer, diaper, 
bleach

药品 Medicine

脾胃：如小儿七星茶颗粒、小
儿健胃消食片、妈咪爱、小培
菲康等；

感冒药、止咳药；

外用药：肤乐霜、屁屁乐、碘
伏、酒精、医用纱布等

Over the counter 
medicine for  degestion, 
coughing, cold, alcoho, 
first aid, baby powders

其它

其它：车油费（供接送孩
子上学，康复，去医院，
每月2000元左右）、电费
（每月3000元左右），房
租（2016年27.5万）

黑色字体为长期常用物品
，红色标注为近期急需。

gas 2000/ month, 
Electric bill: 3000/ 
monthly Rent: 275000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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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与捐款方式

1.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村77
号（近地铁15号线马泉营站）
Address: 77, Hegezhuang,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2.电 话：010-64318082、18710100552
、15718872632

3.网 站：www.childrenshope.org.cn

4.E-mail: chif@childrenshope.org.cn

5.微信 wechat：13521140635

Ways to donate 
1.支付宝网上支付：
帐户：Hope@childrenshope.org.cn
捐款请注明：儿童希望之家某孩子专用

2.银行汇款：
账户名：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
支行
人民币账号：331156013221
捐款请注明：儿童希望之家某孩子专用

3.邮局汇款地址
收款人：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
收款人地址：北京朝阳东区西坝河南路3
号浩鸿园趣园1C 邮编：100028
捐款请注明：儿童希望之家孩子专用

4.Wechat pay:
http://www.childrenshope.org.cn/c
hild.php?id=788

http://www.childrenshope.org.cn/
mailto:chif@childrenshope.org.cn


Thank you  
儿童希望之家

高校联盟 官方微信 uni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