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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为了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孤儿走出困境，马大夫之家协会
向寄养孤儿的亲属（祖父母、叔伯等）提供孤儿基本生活和学
习所需要的物品和款项。

协会创立之始即秉承“寄养孤儿”的原则，帮助孤儿在近亲家庭继
续生活并找回希望和尊严。



协会简介

协会于1999创立，迄今10年

“马大夫”取自协会创立者 Marcel Roux 之名，孩子们称他为“马大夫”

协会现救助120名儿童，分布于中国3个贫困省份

目标: 帮助困境中的孩子找回生活希望，

• 向他们提供助学金

• 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依靠协会在当地的项目经理以及当地政府、老师的协助展开工作

依靠志愿者、赞助企业和个人捐赠者的齐心协力

摄影师 : 文芳, Gilles Sabrié, Philippe Rochot 和其他的协会志愿者



我们开展工作的地区

2011 项目计划

 协会介绍

我们的工作内容

如何帮助我 们



我们开展工作的地区

中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农村家庭现状

我们帮助的孩子



我们在甘肃、陕西和湖北展开的工作

甘陕边界地区处于贫困山区，地
势闭塞，条件严酷。某些山村只
能以农业为主，生产玉米和苹
果，农民平均收入约每月 200圆
人民币。这个地区土地贫瘠，可
耕地少，备受水土流失、风化和
缺水的困扰。

我们在 湖北主要在鄂北的黄陂
地区救助孤儿，距离木 兰山和木
兰湖附近（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即
出于此）。这个地区主要生产稻
米，地理和经济条件稍稍优于甘
肃，但农民生活依然艰苦，很多
人出外打工。



中国的 贫富差距

• 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 如今，中国的GDP名列世界第三

• 13 亿人口 

• 政府大力推行9年免费教育和基础
设施建设.

• 巨大的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

• 内地2亿农民离乡打工，把孩子留
在家乡

• 某些村子闭塞贫困

• 农民自杀率相对较高，尤其是农村
妇女



闭塞的山村

甘肃华岭村距离最近的公路有20分钟的路程，只能步行，该地海拔1600米，每年冬
天大雪封路长达数周。村子虽然通了电，但没有水源.



在闭塞的山村里，往往只有留守的老人和 
孩子，青壮年离家去内蒙古、广 东、北京和
上海打工，每月挣 1000多元，一部分寄给家
里，农民工每年最多返乡一次，无法陪伴孩
子成长。

山村里的屋子用泥砖砌成，用炕供暖，屋里
都是土地，没有自来水。 

山村生活



他们的家…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很多因素都可以导致妻离子散：当孩子的父亲离乡
打工或者死亡，孩子的母亲把孩子留给公婆，自己到别处谋生。孩子因而被寄养
在祖父母和叔伯家里，成为这些贫困家庭的负累，他们常常被迫放弃学业，帮助
家里挣钱，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任人摆布。



… 我们扶助…

李明霞 , 6 岁
当地妇联向协会提供了关于明霞的情况，当地报纸
也曾经在头版报道过：孩子的母亲年少时就成为童
养媳，因为不能令家人满意，她常常挨打和被恐
吓。年幼的明霞亲眼看见母亲杀死父亲。由于祖父
母家太偏远，开学后，明霞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叔叔

家生活。照片：2009年1月和9月。

马城宇 , 4 岁
孩子的父母买下一辆三轮车到城里卖菜，此后不久
两人死于车祸。城宇和患有心脏病的奶奶生活在里
清真寺不远的窑洞里。城宇从 3岁开始接受协会的资
助，现在快上幼儿园了。照片：和奶奶在一起。



鲁金耳  12 岁
金贵的姐姐，现在是白驼中学
的学生，学校离家10公里，金
耳每周回叔叔家一次。她现在
很高兴能够上学，已经适应住

校生活。

鲁金贵 , 10 岁

华岭小学的学生，体弱多病。
孩子的父亲死后，母亲到外地
谋生。现在金贵和姐姐住在离

婚的叔叔家。

的孩子 们

金耳、金贵和叔叔.



当地项目

« 寄养孤儿 »

助学

对学校的帮助



  寄养孤儿 , 

协会每个季度向孩子发放生活补助，具体金额根据他们的入学等级有所不同，从200至
350圆。补助直接发放给孩子被寄养的家庭，但条件是孩子继续学业。这样既能在经
济上帮助寄养家庭，也能保证孩子生活在亲近的环境里。

协会和新的寄养家庭签立协议 。
把生活费给家庭;财产常常只有孩子们会写字, 他们就

替家庭签名。



《寄养孤儿》更是对孩子的关注、陪伴和精神
支持。

协会在当地的负责人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
况，关注他们的需要，而且和当地政府及
学习保持紧密的联系，在第一手时间了解
孩子们的需要。

出现紧急情况（天灾、疾病），协会向寄养家庭提供适时援助，比如2008年地震后：

随着地震, 我们协会付了山门小学 (天花板和屋顶)与两个孩子的房子修理. 



协会在陕甘的经理小李和他的助手小杨定期
家访或去孩子们的学校，至少每季度一次巡
回。协会负责人和志愿者也定期下乡，了解
关于孩子及其寄养家庭的情况，及时记录在
孩子们的个人档案里。

实地…  

他们向（寄宿）中学生发放文
具和铺盖。



 …过节礼品…

每年春节前，协会按常例发

放节日礼品： 20斤米， 5

升油，一包糖和 压岁钱

（根据孩子的年龄压岁钱

30-100圆不等），红包主

要是给孩子买过节不可少

的鞭炮。



助学

考虑到大学费用和某些专业培训费用较高，学生可以接受 助学金。捐资助学的
款项用来帮助学生承担学费和生活费。

刘晓东, 20 岁, 因为收留他的叔叔病了，所以上初
中的晓东中断学业，在北京的一家餐馆打工。2009年
夏天，协会推荐他到上海参加Young Bakers 的青年面
点师培训，他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并学得很好。

刘荣荣从2003年开始接受马大夫之家的帮助，20岁那
年，她的高考成绩未能达到预期，她随即参加了  
Shanghai Young Bakers的培训项目。

刘晓东& 李蓉蓉和小李



王娟 , 23岁.
 她在距离武汉70公里的一家技术学院学习，学制4年，环境专业。
由武汉的一位资助人资助，她在第一学年年获得10 000 圆奖学金，
随后整个暑期都在打工，后来她拿到政府助学津贴并因为成绩优秀
而获得奖学金。此后，她表示不再需要资助，但协会继续关注她的
学业。

杨红艳 , 21 岁. 
奶奶去世后，红艳辍学工作，供养两个双胞胎妹妹。现在协会资助两
个双胞胎姐妹，红艳自己上了护校。她积极地完成着自己的梦想。

现在她的学费和生活费由协会提供（三年共20 500圆)。



帮助学校

甘陕地区的学校设备简陋.

协会在南山（甘肃）的小学校安装了 暖气系
统，取代了过去气味重、有害健康、能耗大
的煤炉。

现在教室里的温度达到 20°，孩子们听讲更
专心了!

成本: 35 000 人民币



协会向学校赠送地图和教学图; 当地学校几
乎没有任何教具.

协会向学生赠送文具盒： 水笔, 彩笔，橡皮，
卷笔刀，文具袋

在法新社驻北京分社的捐赠下，协会在几
个偏远的学校里安装了几台电脑。一个马大
夫之家的孩子也得到一台电脑

法国雷恩的一所小学和 马大夫之家共同捐
赠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将放在甘肃宣头的
一间学校



甘肃关山的孩子们住家离学校太远，有些孩
子没有办法每天回家，只能花很多钱向当地
农民租床过夜。

马大夫之家出钱为学校配备了一间 宿舍和一
个餐厅，让20多名孩子能在舒适的 环境下上
学。



2011 年度计划

有7名孤儿需要助学

山门中学的澡堂

紧急 :桑寨村的无水厕所

华岭就近取水的问题



马巧红 , 15  岁

父亲于1999 年去世，母亲大脑残废。

协会从2005年开始对其进行救助，孩子长时间和叔
叔生活，但她的叔叔常常不让她上学，逼其之家做
家务。协会的经理（小李）把她送到一家技校住宿

读书，她现在很开心。

         2005                               
2008

      2009                               
2010

为了帮助刚刚成年的孩子们找到工作，协会为不能在体制内入学的寻求职业培
训的机会。目前有4名孩子在进行面点培训，2名在护校学习… 

目前协会正在为另外7名进行职业培训的孩子寻求助学资金。
 

7 名需要 资助入学的孩子



裴卫, 15 岁

孩子2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8岁时父亲醉酒伤人，并被判刑10年。后来
卫国由叔叔抚养，从 2009年开始接受马大夫之家的帮助，他学习认真，
但因为很少的分数之差没有考上高中，现在一家技校。

杨小凤 , 19  岁 

小凤2岁的时候父亲自杀，母亲离家出走。小凤和弟弟由祖父母抚养，
2009年开始接受协会的帮助， 6月份高中毕业的小凤未能考上大学。现
在小凤在一家技校学习计算机，为期3年。

杨红娟 , 18 岁 

父母双亡以后， 红娟和双胞胎姐姐和奶奶一起生活直到 11岁。奶奶死
后，大姐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红娟希望能和大姐一样到护校
学习。现在她正在上2年纪



曹红兵 , 16  岁 

红兵 3岁时父亲病故，母亲离家出走。洪斌及其弟妹和聋哑的奶奶生活，
但两个弟弟妹妹都有智障，无法上学。马大夫之家从 2007年开始帮助他
们，洪斌逐步辍学，在村子里打零工为家里挣点钱。 2010年3月开始，他
在宝鸡的一家技校学习电子机械。

韩亚强 , 16 岁

孩子的母亲在他幼年时自杀而死，不久父亲死于糖尿病。此后亚强和妹
妹由祖母抚养，从2005年开始接受马大夫之家的帮助。亚强想当警察。
但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家庭贫困， 2009年秋天亚强去新疆收棉花。2010

年伊始，协会建议他去宝鸡学习电子机械。

李娟， 15岁

孩子的父母都是残 废，因而祖父母收养了她和弟弟。 2010年，李娟考
上高中（她所在的学校升学率为30%) ，在一家技校学习电子技术。协

会从2008年开始资助她。



应山门中学校长的要求，也是出于实际需要，
协会资助在该地修建澡堂: 山门镇2500名居民
没有洗澡的地方，周 边类似村子的居民为 5000

名，其中有4所小学和一所中学。

建筑设计师变Benjamin Beller （BaO.建筑师事

务所）义务承担了该项目。

生态设计: 充分利用当地的材质和建造方法，

同时采用太阳能板、植物过滤废水等手段…

甘肃山门的 澡堂



项目简述: 2 间男女浴室，各12
个喷头，中间由一个暖房相连，
这个暖房也是公共活动的空间，

供当地居民和孩子聚会活动。

2010年8月动工， 2011年春 节完
工。总造价预计为500 000 人民
币，其中 75%已由下列捐助慷慨
解囊：
威立雅基金会（16 000€）
法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 (5 000
€)

一名香港捐资人 (16 500€) 。

我们还需要约120 500 圆人民币
的投入，使澡堂完全投入运行.

此项目已于2010年12月10日在纽约举办的MOMA建筑设计« Urbaninform »比赛中
获得好评.
关于浴室的 设计和技术等细节，请查阅网址  :  http://www.
urbaninform.net/   
2010 年比赛

http://www.ubisoftgroup.com/


紧急项目  : 无水厕所  – 可持续发展

桑寨中学现有140 名学生，目前只有一个很不
卫生的小厕所，因为年久失修遭遇地震，随
时有倒塌的危险，没有任何卫生设施，而且
没有任何处理措施，粪便直接排入外面，污
染严重。

目标 : 建造一间无水厕所，利用生态循环
处理，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减少对生态
的影响。我们借此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卫生设
施试点工程，保证排放物的生态处理，使之得
到循环利用。

现在的厕所.



合作单位 : 

• 马大夫之家负责集资

• BaO 建筑事务所 : 设计、监理和专
业支持

• 当地政府：学校校长承诺负责组织材料
和人工.

寻求资助  :

• 技术设计已经到位

• 成本可研正在进行

上面: 现在的系统.

下面: 我们的设计.



解决华岭的就近取水问题

目标 : 位华岭安装一个水泵 –  华岭的水源需要一个小时
的路程方能到达，我们希望将泉水引入华岭村，使村子和
小学都能就近取水。

该项目造福于华岭村的700名居民和孩子。直到现在，当地
居民用驴子担水。学校没有驴子，所以每天派8名学生（8-
11岁）停课徒步担水，风雨无阻，他们需要抬回学校 60升
的水一共约百名孩子饮用。

该项目完成后将有当地村民自主管理

技术求救：希望得到生态设计的技术支持



计划 :主要数字

1- «  寄养孤儿 » 

在当地政府和学校的介绍下，我们将追加受助的孤儿人数

每名小学在读孤儿的年需费用: 约 2.200 人民币 / 

2- 助学金

      大中专学生每年约10.000 人民币

      其中包括学习和生活费用（饭票、住宿费）

      

3- 对学校的帮助

• 3 000 人民币 –  一个小型图书室

• 35 000 人民币: 一所小学的暖气

 



 4- «  卫生和幸福  »

• 300 圆人民币: 为孩子们准备“开学礼包”  : 一件大衣，一双冬鞋，一个书
包，本子，笔，一本新华字典

• 500 圆人民币：为升入中学的孩子准备“开学礼包”：一床被子，枕头和床
单。绝大部分的中学生都住校

• 山门中学的澡堂：:还需125 000 人民币以保证其投入使用

• 紧急项目 :为甘肃桑寨小学 新建一间无水厕所，废料处理系统: 成本核算中

• 华岭用水方案: 寻求技术支持，实现可持续方案

 



如何帮助我 们：

请向您的亲友介绍马大夫之家

您可以购买本协会的纪念品

您可以参加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

您可以提供助学金（无论个人或企业）
您可以提出创意

您可以捐赠，并享受相应的抵税政策



如何帮助我 们 ?

请向别人介绍马大夫之家 !

口碑是最好的宣传，口耳相传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影响，我们可以
向您的企业介绍马大夫之家（介绍会或者展览），或者出售纪念
品。请将我们的宣传材料和您的朋友或同事分享。

我们在举办活动的同时会出售“纪念品”，也会专程前往各单位和
展示场所出售纪念品。请邀请您的朋友去那里！这是马大夫之家
重要的资金来源: 明信片、笔记本、钱包、纪念品…



请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

北京, 上海，香港，武汉，巴黎…

北京和上海每年12月初举办的圣诞苹果义卖
                                                    热情洋溢
的晚会 : 
                                                    香港的晚
会, 
                                                    巴黎的春
节联欢会,
                                                    北京的灯
笼剧社…

                                                              
讲座、展览、跳蚤市场



资助一名大学生

      帮助马大夫之家的一名孩子自立，帮助协会实现对孩子的长期承诺。您

可以以个人或企业的名义进行资助。

企业合作

1. 资助我们的某一个项目

2. 将您销售或生产收入的某个百分点投入马大夫之家

3. 赞助协会举办的某项活动

4. 动员您的员工参加某一个特别的项目，或参加助学

5. 允许马大夫之家到您的企业里做介绍

给出您的创意

     您想贡献自己的想法和才能帮助马大夫之家完成项目吗？请联系我们！

      



中国艺术家文芳和马大夫之家的合作

中国摄影师文芳 ,多次和马大夫之

家一道前往甘陕地区。

她被孩子们的经历所感动，决定
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为那些活
着的”，为此，她将 30张课桌印
上孩子们的肖像，将作品的售出

收入捐赠给马大夫。

她还在北京和甘肃为孩子们上了
一堂摄影课，题目为《我的生

活》 。

马大夫之家的一些明信片也出自

她的摄影作品。

www.parisbeijingphotogallery.com

http://www.dctwines.com/


人才和…  

记者兼摄影师Gilles Sabrié  将其摄影作品的著作权
转赠给马大夫之家，将其用于我们的宣传。

建筑设计师 Benjamin Beller, 及其在中国的工作室BaO 
和马大夫之家一道完成山门澡堂的项目。从设计到施
工，他的专业素养对项目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www.bao-architects.com
 

建筑画家、雕塑家  Nathalie-Noelle Rimlinger  向协会赠
送了 题为«孩子»的作品，该作品将被出售，其收入为协
会所用。



2009年6月, Valérie Autissier  及其丈夫将他们对体育
的热爱融入马大夫协会：他们穿越了 250公里的隔壁沙
漠，一段“四程沙漠”的拉力赛使他们筹集了5000欧元的资
金。

欧莱雅向协会捐赠了一辆吉普车; 在甘肃崎岖难行的山路
上，这辆车帮助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几年以来，北京的灯笼剧社将其演出的所有门票收入捐赠
给马大夫协会.2010年该项收入为 13 800 欧元。

互助团结的创意…



马大夫之家是什么样的协会  ?

创立人：Marcel Roux

协会组织和联络方式

工作准则

2009 -2010财报

合作者和赞助方



Marcel Roux, 协会创始人

Marcel医生1995年来到中国 ,中国人叫他马大夫 。
作为一名医生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前副主席，马大
夫还担任过无国界医生组织中国区主席，曾获得
国家荣誉骑士勋章。马大夫深受中国吸引，从此
留在这个国家。 他后来在中国创办 大同协会
（马大夫之家的前身），不断思考融合人道主
义、社会发展、慈善和人类尊严的最佳方式。

Marcel Roux设计了马大夫之家这种民间协会模式，希望它能够发挥社会杠杆的作
用，催化中国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马大夫本人于 2006年6月14
日在北京去世，留下他的伴侣夏乐（Charlotte Cailliez ）和两个孩子，留下立志
继承其事业的朋友们。

照片：Marcel Roux (右) 和甘陕经理小李（左）在家访



协会组织和联络方式协会组织和联络方式

• 主席  :夏乐（  Charlotte Cailliez ）
• 董事会：指 导项目，管理账目
• 2名甘陕工作人员（协会支付薪酬）：执行当地各项事务
• 项目负责人在北京工作
• 中国志愿者 团队（北京，上海，香港，武汉）
  法国志愿者 团队（巴黎，里昂）
他们组织各项活动和筹集捐款
• 专家网络：专项设立专家技术支持团队

法律架构  : 出于对中国法律的遵守，本协会在香港注册，同时在法国也以 « Les enfants 
de Madaifu Association Marcel Roux en Chine »（马大夫之家-Marcel Roux在中国）之名注
册, 为非盈利性（公益性）协会 (JO n° 24 du 16 juin 2007, annonce 1392).

联络方式
中国 : 
  北京: Anne de Kermadec  madaifu@hotmail.com
  香港: Elody Vincent
  武汉 : Myriam Dwojakowski  myriamdwo@gmail.com
上海：Madaifushanghai@yahoo.com

法国 : 
巴黎 : Martine Rochot, Valérie Maillard madaifufrance@yahoo.fr
里昂: Virginie de Bourmont debourmont@mac.com

http://www.defi-group.com/
http://www.cimmover.com/
http://www.englishtrackers.com/
http://www.fondation.veolia.com/


工作守 则
 马大夫之家由Marcel Roux创立, 2007 年在巴黎省厅注册。协会以帮扶中国贫困地区孤

儿和弃儿为使命。协会的主要目标是让孩子们继续留在亲友家里生活，享受具备亲情的环
境，同时帮助他们继续完成学业。

 马大夫之家是非盈利性、无任何政治倾向、无行会归属的协会。本协会的价值取向在于
遵嘱个人尊严、社会公正和公平。协会承诺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民风，尽可能和地方部门
合作，通过透明的方式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马大夫之家杜绝和摒弃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承诺正直公允地使用其筹集的资金，所有
支出皆只用于完成协会的项目和使命，并保证账目公开透明，符合财务程序。

 我们每寄养一名儿童，马大夫之家都承诺如下 :

    -   向当地部门、老师和家庭调查情况，保证其家庭确实处于困难状态，需要协会的
救助；另外，保证寄养家庭具备收养孩子的基本道德条件;



 - 在选择救助孤儿和寄养家庭时没有任何性别、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

 -  寄养家庭在当地部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善待孩子的承诺：将补助金用于孩子（衣
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等）；禁止任何体罚、性骚扰和其他非法行为；鼓励孩子继续求学，
为孩子营造适合其发展的物质及情感环境;

 - 孩子的寄养期限最少一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3年甚至更长;

 - 协会每月看望一次孩子，至少每季度一次家访，跟踪孩子的身体和精神正常发展

 马大夫之家募资宣传信息准确、真实、毫无夸张或遗漏

协会承诺遵守捐赠者的各项权益:

 - 保证捐赠者个人信息的保密度，不向其他协会或任何组织提供捐赠者的联系方式 ;

 - 告知捐赠者其所捐资金的实际用途

…/…



财政报告 2009 - 2010

尽管遭遇金融危机，2009-2010年度的募款总体来说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这一切要特别感谢
个人捐资者的慷慨解囊。我们在中国和法国的几个城市组织了各种活动（文芳作品展，灯
笼剧社的演出，“圣诞苹果”义卖，春节晚会）。协会还销售摄影作品、明信片和笔记本
等。通上述途径，马大夫之家去年获得353 900 圆人民币（前年为 266000圆人民币）的
资金来源 。此外，欧莱雅上海公司捐给协会一辆吉普车，虽然没有被计入捐赠金额，但这

辆车大大改善了我们在当地的工作条件。

支出 : 76 % 的支出用于孤儿所在地的各种项目：发放给孩子
们的生活费、特困家庭的额外补助、成年学生的大学费用、
学校设施改造（图书馆、暖气、教学器材、食堂伙食…), 同
时还有天水孤儿紧急救助站的费用。其余 24%用于当地两名
工作人员（小李和小杨）的工资、办公成本和他们的出差费

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们对孩子们承担长期责任，特别是其中某些孩子尚未入学，我们希

望能够帮助他们直到自立的年龄，因此协会必须储备相当数额的准备金。

本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捐赠和助学金（40%）；另外还有中国和法国志愿者们所组
织的各项活动、义卖等的收入…

…/…



我们的合作和赞助单位

Pudding – Aline Marquet 
Graphisme

http://www.inbetwin-diffusion.com/
http://www.jacques-prevot.fr/
http://www.morelsgroup.com/
http://www.psa-peugeot-citroen.com/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
http://www.shanghaitrio.com/
http://www.meoenchine.com/
http://www.shanghaiyoungbakers.com/
http://www.spoon-design.com/
http://www.tembec.com/
http://www.alineaproductions.com/
http://www.afd.fr/
http://www.ambafrance-cn.org/
http://www.alineaproductions.com/
http://www.madaifu.org/
http://www.urbaninform.net/
http://www.parisbeijingphotogallery.com/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idArticle=LEGIARTI000006314785&cidTexte=LEGITEXT000006069577&dateTexte=20080117&fastPos=1&fastReqId=2061991076&oldAction=rechCodeArticle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idArticle=LEGIARTI000006314785&cidTexte=LEGITEXT000006069577&dateTexte=20080117&fastPos=1&fastReqId=2061991076&oldAction=rechCodeArticle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idArticle=LEGIARTI000006314785&cidTexte=LEGITEXT000006069577&dateTexte=20080117&fastPos=1&fastReqId=2061991076&oldAction=rechCodeArticle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idArticle=LEGIARTI000006314785&cidTexte=LEGITEXT000006069577&dateTexte=20080117&fastPos=1&fastReqId=2061991076&oldAction=rechCodeArticle


 
谢谢… merci! 


	Association Loi 1901 www.madaifu.org - 2010年十二月 - 
	
	协会简介
	
	
	
	中国的贫富差距
	
	
	他们的家…
	… 我们扶助…
	的孩子们
	
	
	
	
	
	助学
	
	帮助学校
	
	
	
	7 名需要资助入学的孩子
	
	
	
	
	紧急项目 : 无水厕所 – 可持续发展
	
	解决华岭的就近取水问题
	计划:主要数字
	
	
	如何帮助我们 ?
	
	
	中国艺术家文芳和马大夫之家的合作
	
	
	
	Marcel Roux, 协会创始人
	
	工作守则
	
	财政报告 2009 - 2010
	
	我们的合作和赞助单位
	 谢谢…me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