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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希望与未来基金会”
2013 年慈善晚宴举办在即
（本报讯）11 月 2 日，以关怀中国边缘人群儿童成长为
己任的儿童希望未来基金会（Children's Hope and Future
Foundation - CHAFF）将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举行 2013
年度晚宴。CHAFF 由一群对儿童发展和教育有热情，有负
担的中美人士于 2010 年发起成立。CHAFF 的宗旨是通过
对贫困和残障儿童提供更多教育方面的援助，点燃他们心
中的希望；通过分享关爱，给予小草成为大树的动力，并赋
予他们盼望蓝天的勇气和决心。
孩子是宝，是对家庭和社会的祝福。但现实却是，有很
多孩子像草，极度缺少人关照，成长于社会边缘，承受着物
质和精神食粮双重匮乏。据统计，全世界有 4.65 亿 15 岁以
下的儿童生活在日收入只有$1.25 或以下的家庭中，鲜有机
会接受基础教育。CHAFF 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努力，为中
国边缘人群的儿童提供教育帮助。

更多的人介绍了 CHAFF，
这些活动包括：
1）2012 年 11 月 3 日，CHAFF 在 Arlington, VA，举办第
一次晚宴，向参会者展示 CHAFF 的背景和使命，开展的项
目以及未来工作的方向，近 70 人出席了晚宴，共筹得了$5,
024！CHAFF 非常感谢来自各方面的爱心，支持和信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爱心汇聚的善款和行动为贫困儿童
提供了实际而有意义的帮助。
2）2013 年 1 月 5 日，CHAFF 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中国员工协会，人民大学校友会携手参加了美国华
人专业团体联合会（UCAPO）在马里兰州 Quince Orchard
中学举办的新年联欢晚会，并举行义卖。活动中，海外华
人心系故土，纷纷前来了解 CHAFF 并大力支持当日的筹
款活动。
3）2013 年 2 月 23 日，CHAFF 参加了由大华府同乡会协
会（CCCAA）为庆祝中国新年在马里兰州 Gaithersburg 举办
的 2013 年“庙会”，并举行了义卖。在中国的志愿者陶红宇
照亮贫困和残疾儿童
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CHAFF 的 首 个 项 目 是 “ 十 万 图 书 项 目 ”——Book
4）2013 年 4 月 23 日，CHAFF 推出 Facebook 页面：Chil⁃
Drive Program。CHAFF 的目标是为 100 个贫困地区的小学 dren's Hope and Future Foundation － CHAFF。 请 大 家
和幼儿园捐助多达 1000 册左右的图书，建成小图书馆。截 关注并向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发布和帖子。
止 2012 年底，CHAFF 已经向内蒙古和河北贫困地区 21 所
学校共捐赠了 12,300 册图书，7,900 孩子从中受益。因为这
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些图书都是根据学校的需要选购的，因此对老师们的教学
也非常有益处。2013 年已经有一些学校和孤儿院向我们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加入我们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援助
提出申请，我们计划在年底前至少捐赠 5,000 册图书。得到 的朋友。我们也想邀请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和我们一起
帮助的孩子们写信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喜爱这些捐赠的书 同行，为贫困地区需要帮助的儿童献一颗爱心，尽一份力：
籍，因为他们从中“学习科学，历史，如何爱和帮助别人，以
1）如果您希望能够支持我们，您可以寄支票给我们到
及如何为社会做贡献。”
以下地址。CHAFF 是美国政府批准的 501（C)(3) 非盈利
近年通过和学校及一些孤儿院的接触，CHAFF 了解 机构，您的捐款可以税前抵扣：
到，很多学校及孤儿院急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2013 年 4
Children's Hope and Future Foundation P.O. Box
月和 5 月，CHAFF 正式启动“园丁装备项目”——Teachers' 4072 Merrifield, VA 22116
Training Program，全额资助两名来自北京郊区一孤儿院的
2）如果您想捐赠书籍，您也可以把书籍邮寄到我们的
老师参加蒙特梭利特殊教育培训。培训结束后，两名老师 邮政信箱。我们首选适合 10 岁以下儿童的书籍，出于卫生
告诉 CHAFF，此次 10 天的培训让他们更明确其照顾孤儿院 要求，我们只接受新的书籍。
的残疾儿童的责任。我们正在和一些培训机构洽谈，希望
3）如果您在亚马逊（Amazon.com)上购物，您也可以通
能够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采取送老师外出参加培训及请 过我们网站的 Amazon 链接进入 Amazon，您付出同等的价
讲员去培训等，使更多老师能够得到培训的机会。
钱，但 CHAFF 将从中获得 4％以上的收入帮助孩子们。我
我们的志愿者在走访河北省的一些农村中发现，农村 们的网站是：
www.CHAFFoundation.org/contributions
幼儿设施基本为零。学龄前儿童根本没有地方去，成为被
4）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志愿义工的机会，请通过电子
完全忽视的群体。农村急需幼儿园设施，我们计划于明年 邮件（Info@CHAFFoundation.org），电话（571-224-4422）或
开 始 启 动“ 学 前 苗 圃 项 目 ”——
“Pre-school center Pro⁃ 我 们 的 网 站（http://www.chaffoundation.org/contact_us）联系
gram”
。
我们。

与志愿者并肩同行

2013 年晚宴信息

CHAFF 希望长期而广泛地与各界爱心人士、企业和各
种组织合作，为贫困儿童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推动儿童教育
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内，CHAFF 得到来自国际组织，各
种企业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
们也知道，所有的资助都是信任和鼓励，我们会再接再厉地
做好我们的工作。
CHAFF 是一个志愿者团队，目前我们没有全职员工，
所有的工作都由志愿者完成，在此，我们也向所有的志愿者
道声谢谢！

届时我们会向大家介绍我们做的项目，学生志愿者也
会分享他们暑期志愿活动的经历，还有更多的其它信息。
我们热切欢迎各界朋友参加此次晚宴，和我们共同为贫困
儿童提供有意义的支持。
地址：Cherrydale Baptist Church (Ground Floor, Mili⁃
tary Road Entrance), 3910 Lorcom Lane, Arlington, VA
22207 （我们提供儿童看护）
时间：11 月 2 日，
下午 6：
00 - 9：00
联系人：
Ms.Eva Tianyue Wu
联系电话：
(612)-242 3296
如您能参加，请务必于 10 月 25 日前回复邮件 CHAFFe⁃
vent@yahoo.com，或登陆 CHAFF 网站 http://www.CHAFFoun⁃
dation.org/2013_annual_dinner 登记，
以便我们安排座位。

我们的活动
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举办和参加了一些活动，借此向

福斯电器精品 Focus
25 年老字号，被誉为华人的“Best Buy”

301-309-8661

主要经营：卡拉 OK 机、音响
主要经营：
音响、
、家庭影院
家庭影院、
、中文电视
中文电视、
、
节能产品、
节能产品
、厨房家电
厨房家电、
、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
、监控设备
监控设备、
、保全系统
保全系统。
。

全华府售后服务最好，
现金退款最高
手机价格最低，无锁中文机款式最多

SOGO

营业时间：每周七天
营业时间：
周一至六11
周一至六
11::30
30amam-66:00
00pm
pm
周日：
周日
：11
11::30
30amam-44:00
00pm
pm

移动电话

CiCi Jiang

240-880-7277
240-498-4848

抽油烟机包括日本、台湾、中国大陆八大品牌，二十个品种，保证价格全美最低。 联系人：
650 Hungerford Dr. #103, Rockville MD 20850（大中华背后，亚细亚银行旁） 650 Hungerford Dr. #103, Rockville MD 20850（大中华背后，亚细亚银行旁）

21 年全职地产经纪人

全职贷款经理人 十二年经验
快速通过 **最低利率**住房/商业贷款

服务马里兰与维吉尼亚州

∗专精法院代理法拍, 银行回收, 房屋卖空 (Short Sale)
∗如果付不出房贷, 房屋跌价, 解决房贷债务
∗自住或投资置产, 请把握利率超低的时机

不须要花费时间自己找银行了

FHA 96.5%, VA 100%, CONV 95%,
Homepath 100%, HARP unlimited

非公民购房，公司投资，无须信用记录
房屋二次贷款免手续费方案，
请电询

STANLEY CHANG
NMLS: 191273

301-252-0248

周珉

Evergreen Properties

专精 Potomac 豪宅 想掌握最新法拍信息, 请速洽

301301
-252
252-0238
MingChou999
MingChou
999@Live.com
@Li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