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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下期预告： 

10 月，真爱梦想第二次党群活动； 

10 月 19-20 日，全国梦想沙龙研讨会； 

5A级基金会称号

•——真爱梦想荣获5A级基金会称号

用时间积聚梦想的力量

•——记首届精致时光慈善拍卖晚宴

为爱行动，馈赠梦想

•——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览会

社会组织的企业家精神——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

•——潘江雪理事长在WORKFACE周年庆发言

真爱梦想荣获 5A级基金会称号 

2013 年 8 月，真爱梦想经自评、初评、

上海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委员会审

议终评，评定为 5A 级基金会。这是对真爱

梦想工作的肯定，也是真爱梦想为迎接未来

更大挑战，促进真爱梦想综合能力提升的一

项重要举措。 

 

 

 

在上海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局的支持和

指导下，真爱梦想获得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规

范化建设评估的资格。为参与这次上海社会

组织的评估工作，基金会从上到下高度重

视，积极动员，力争达到 5A 级的评估标准。

真爱梦想参加评估部署大会后，随即召开了

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和各部门总监参加的

动员会，以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潘理事长非

常重视此次评估工作，委任行政部门牵头，

各部门积极参与，开展自评工作。依照基金

会评估指标和评估工作程序，真爱梦想对基

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社会评价四

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判 

以此次规范化建设为契机，真爱梦想将

持续改善治理水平，力图打造有吸引力的公

益平台，践行使命，为中国教育发展贡献力

量。 

真爱梦想 9 月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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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积聚梦想的力量 

——首届精致时光慈善拍卖晚宴 

歌德说过：人生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一

个伟大的目标，并决心实现它。这个伟大的

目标，可以称之为梦想。然而梦想之路并非

一蹴而就，梦想需要人之关爱，需要时间之

积聚。 

《精致时光 ITIME》一直提倡积极的人

生态度，倡导有兴趣、有爱好的生活理念。相信在人生道路上，梦想与爱好应该是并驾齐驱。

我们理解梦想，我们支持爱好。真爱梦想作为这样一家传递素质教育新思路的公益机构，不

断帮助全国各地有着同样梦想的学校建设“梦想中心”，教授“梦想课程”，帮助孩子自信、从

容有尊严的成长。 

2013 年 9 月 12 日，《精致时光 ITIME》携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于上海瑞金洲

际大酒店举行首届精致时光慈善拍卖晚宴，共同关注中国青少年教育发展的现况及未来。 

晚宴拍卖了由《精致时光

ITIME》筹措的 11 件慈善拍品，

共筹集善款 40 余万元，可供

用来建设 4 个“梦想中心”，至

少可帮助 4000 名孩子得到更

好的学习和成长。 

慈善晚宴在来自浦东外

来务工子女小学——民办紫

罗兰小学“梦想中心”的孩子们

演唱的《心中梦想》中拉开序

幕，《精致时光 ITIME》出版

人、主编何莉莉女士代表主办

方向在场嘉宾致辞，她表示：

“《精致时光 ITIME》作为 Only Watch 拍卖巡展中国区独家承办人，一直持续关注青少年儿

童。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合作，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国内青少年，支持孩子们的

梦想，关注孩子们的发展。”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女士则为在座嘉宾讲述了自己投身公益的经历

及真爱梦想的公益理念、运作流程。表示非常感谢众人对真爱梦想公益的支持和信任，并希

晚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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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更多的贫困山区青少年儿童因此受益。 

晚宴在主持人杨驰和鸿禧的主持下进行，由上海大公拍卖公司拍卖师余成瑶老师主棰。

由大卫杜夫、瑞士艾美表、北京表厂、廊桥表、VERTU、璟润珠宝、天籁钟行、孔氏珐琅、

汇立酒业及爱心人士所捐赠出的钟表、珠宝、手机、油画、笔、古制表仪器等拍品被一一拍

出。其中，由瑞士艾美表为本次活动特别打造的匠心系列秒针方轮腕表，成功拍得善款 80000

元。作为本次拍卖会唯一的台钟拍品，由天籁钟行捐赠的温特哈德 133 周年纪念版天轮大

红酸枝雕花台钟，最终以 66000 元成交。由璟润珠宝捐赠的“时光”系列顶级和田籽玉 18K

钻石吊坠，因其出自天然、未经任何人工雕琢及独一无二特性，最终以 45000 元成交。买

受人 Linda Wang 女士为表示对青少年慈善事业的支持，当场又将此玉捐赠予拍卖方进行二

次拍卖，最终，此和田籽玉被另外一名嘉宾以 31000 元再次拍得。其他拍品也被一一拍出，

部分由个人捐赠的拍品也取得不俗成绩。 

 

真爱梦想理事长潘江雪 

所有参与拍品皆在拍卖前置于由瑞士艾美表提供的展柜中向晚宴嘉宾开放展览，整体气

氛活跃，嘉宾激烈竞价。拍卖环节穿插节目表演，著名二胡演奏家任华清老师的团队为在座

嘉宾带来了一曲二胡、古筝、扬琴三重奏《思乡曲》，来自艺术人文频道“魔法偶像“的人气

选手林赟之则带来了精彩的魔术表演。拍卖结束后，现场举行了盛大的捐赠仪式，由何莉莉

女士代表主办方《精致时光 ITIME》，将拍卖所得善款现场捐赠予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代表

潘江雪女士。 

拍卖所得的全部善款将用于支持关注中国青少年教育发展，建设“梦想中心”，帮助孩子

们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成长。“梦想中心”是一个设计独特、分布在各个乡镇学校中的标准

化多媒体教室，配置图书、电脑、液晶电视、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让孩子们在充满现代感

和活跃气氛的环境中开阔视野、享受学习的乐趣。截止目前，近千所梦想中心已经落户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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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29 个省市地区，服务着近百万孩子和六万名老师。 

面对本次慈善拍卖晚宴的成功举办，《精致时光 ITIME》出版人、主编何莉莉女士表示：

“慈善如同梦想，是永无止境的，是应该持续进行下去的。梦想需要积累，让我们一起用时

间积聚梦想的力量，更好地关爱中国青少年的梦想及其教育发展。” 

 

 

 

 

   ——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

没有主持人和领导讲话 

9 月 21 日，素有慈善界

“奥斯卡”之称的第二届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

深圳低调拉开帷幕。本届慈展

会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工商联、广东省人民政府

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历时 3 天，共有 828 家参展

机构和项目参展。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今年是第二次参展，

获得各界关注和支持。 

这次真爱梦想与长期公

益合作伙伴中信银行信用卡

携手亮相，在“慈善创新•金融

展区”展开了“为爱行动，馈赠

梦想”主题活动，向公众征集

梦想中心选址资源。 

与此同时，真爱梦想的两

位创始人—秘书长吴冲和发

展委员会主席刘蔓，亦活跃在

慈展会各大重点论坛上，并发

表了精彩演讲，主要包括：创

新慈善发展论坛、中国女性公

益峰会、真爱梦想暨明善公益

网捐赠发布会、金融机制与中

国现代公益制度建设沙龙等。 

为爱行动，馈赠梦想 

（一） 贵客来访：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施小琳造访真爱梦想展区 

（二）爱的联结：很喜欢拍集体照，因为看照片时，看到大家灿

烂的笑容，会有一种美好的记忆，很高兴有这些与大家一起做志

愿者的日子。——志愿者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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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号，刘蔓主席参与“中

国女性公益峰会”并作演讲，与

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中国

慈善家》杂志发行人魏雪女士

等共同探讨推动慈善事业可持

续发展的女性力量，筑就“美丽

中国”。 

23 号，吴冲秘书长应邀参

与金融机制与中国现代公益制

度建设沙龙，与招行资产托管

部吴总，壹基金秘书长杨鹏等

共话金融机制与公益慈善创新。 

23 号上午，民政部部长李

立国，副部长窦玉沛、深圳市委

书记王荣、市长许勤也亲临慈展

会现场。在“2013 年度中国慈善

透明报告”发布会上，真爱梦想

被评为“2013 年度慈善透明卓

越组织”，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施

小琳也亲自造访了真爱梦想的

展区。 

本次慈展会的搭展、现场接

待、活动参与基本全部由深圳的

志愿者筹备完成，他们的爱、专

注与行动力让人骄傲，让人动容。

就像刘蔓主席所说，为了一个自

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我们

一起努力，让真爱梦想越来越好！ 

 

 

 

 

 

 

（三）爱，在行动：活跃在慈展会的真爱梦想基金会代表们 

（四）“红 T 亮了”：嵘姐是第一天的负责人，刚看到她的时

候，总以为她是真爱的全职人员。她一整天都没有休息，总

是很耐心地向前来咨询的人解释着，她的专业，对基金会的

熟悉，真的让我很诧异。作为一名志愿者，她是我们的榜样，

下午结束的时候，她是最后一个走的，认真地收拾好现场才

迟迟离去。或许是第一次认识嵘姐，她的话并不多，只是认

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在真爱梦想里肯定有很多像嵘姐那样无

私奉献着的人，那是真爱的宝。——志愿者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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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企业家精神——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 

——潘江雪，WORKFACE 周年庆 

2013 年 8 月 25 日 WORKFACE 周年庆,潘江雪理事长在周年庆上发表了演讲， 从一

个社会组织的角度谈企业家精神。 

真爱梦想是个基金会，属于社会组织。在此前的很多年里，基金会被定义为：从事公益

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这个定义取自“企业”的定义：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的

一种盈利性经济组织。基金会也常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以N 打头，

意味着，这个法人无法自我定义自己。所以，很多来真爱梦想工作的年轻人，很难跟家人表

述自己到底在什么机构工作，因此，在我们这里出现很多与“封建家庭”斗争的故事。每年真

爱梦想入职的新员工都会听到我讲关于《你为谁工作，我们为什么工作？》的培训课。以我

在企业工作 10 多年的经历中，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为什么而工作？奇怪的是，从 6 年前

创立真爱梦想并全职为此工作的时候，就会不断地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发生

了什么？并且进一步地追问我，能像现在这样能干多久？仿佛一旦人不为钱工作就很可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不断地追问自己，到底我为什么工作？于是，我开始看到了很多

人，和我一样的人，在全世界各地，大家有着一种另外的工作目标，那就是——为社会而工

作，我们怀着另类的工作动机——为意义和乐趣而工作。 

 

真爱梦想理事长潘江雪 

这些人中能有效地推动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人，收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社

会企业家”。但是，我要说的是，真爱梦想不是社会企业，因为真爱梦想不从事商业活动，

只从事公益的非营利性活动。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爱梦想的企业家精神，或者

说是要做一个改变社会的社会组织需要的企业家精神。以我在真爱梦想的 6 年实践，我认

为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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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使命：将内心的柔软变成强烈的社会理想。 

2007 年当我享受在跨国金融机构工作年假，我选择去阿坝州和甘孜州做田野调查。途

中我遇到一位 20 岁的藏族男孩，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每年 5 月份去山上挖虫

草得来的6000多元就是他们家的全年收入，其他时候他都会徘徊在公路旁看着过往的车辆。

我拜访过一位梦想做老师的藏族女孩，她的家里最值钱的家具居然是灶台上的一口铁锅。她

无法继续上学不仅因为贫困，更因为她的长辈认为上学无法让他们的家庭有什么改变。我回

来上海后，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所看到的都市这么繁华，而生活在山里的他们却如此贫困，

为什么免费上学了，可教育对他们的未来却没有多大帮助？ 

于是，在真爱梦想最早期的博客上我们写下了：罗素的 What I have Lived For 这篇短

文的开头：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

对人类苦难的难以遏制的同情。 

是这些同胞真实处境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同时也看到了自己——那颗因为爱而触发

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愿意让自己更深入地探索、学习，反思，体查各种慈善行为

带来自己和他人的内心变化。逐渐地，我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我们不仅仅想要扶

贫帮困，而是要推动改变。因为给钱的行为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也不能让人获得尊严和动

力。所以，真爱梦想形成了一个：帮助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的共同使命。而我

也从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并成为了真爱梦想使命的实践者和

布道者。 

第二、联结 

联结意味着强大的联系资源和结网的能力。意味着基金会领导人需要成为“spiderman“。

不仅这是因为社会组织资源不足的必然选择，更是由于社会组织的成功：必定不是一个人的

成功。所以，联结既是合作又是合伙。每个网络结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起点。 

首先我很幸运，6 年前开始联结起我们的理事——6 位性格各异的理事；南北中呼应，

形成坚强的战斗核心； 

然后我们联结起捐方——法国兴业银行通过互联网查询比较、实地考察、现场路演等方

式，从 200 多家教育公益组织中，由全体员工投票选择“真爱梦想”作为长期公益合作伙伴，

成为第一家资助基金会的机构。腾讯公益基金会也是经过近 2 年的考察，从最初 6 万元的

捐赠者，变成我们最大的基金会捐赠方；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们这些金融人士联结起教育专家——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是怎

么认识华师大的崔教授的，当我在 07 年做成前两家梦想中心的时候在美国游船上遇到了一

些中国游客，说起我在创办真爱梦想，做了两家梦想中心，准备做培训，两周以后当我回到

上海我收到一封邮件，上面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是我记得你，在去自由女神像的船

上你讲了你的真爱梦想的故事，第一我感到很敬佩。第二我感到很担忧。教育毕竟是一件专

业的事情，你可能需要专业的帮助。于是他给了我一个网站，我们是做中国教师培训和课程

最专业的，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崔教授，从此我们也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顾问，所以至

今华师大课程所依然是真爱梦想首席的课程顾问，他们现在是教育部委托的全国所有中小学

课程标准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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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故事：我刚开始做梦想中心的时候，我们每个梦想中心里需要有 3000 册的图

书，我费劲千辛万苦募集了 10000 册的图书，非常开心。但是如何把这些书送到四川马尔

康乡村的学校，这成了很大的难题。当时我没有物流经验，于是我到桃浦的物流公司集散地

一家公司挨一家公司地走，我发现物流的成本高于这些书本身的价值，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话题，当我为此头疼的时候我一个学佛的师兄告诉我，她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物流的，给你

电话号码，你问问他。于是我拿起了电话打给这个陌生人，刚刚好他说他在上海，马上就要

离开，在虹桥机场附近，所以我立刻从浦东到了虹桥，在虹桥机场旁边的茶馆里见了面，我

向他介绍了我们正在做的梦想中心项目，并向他请教物流的问题。于是他说，潘江雪你做的

事情我听明白了，物流的事情由我来。我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合理的价格可不可以？他说你

别跟我谈钱，赚钱是我的事，做好公益是你的事，就这样他的公司成为了真爱梦想的物流合

作伙伴，这家公司叫奥图包装，它是昂贵的一家运输和包装公司。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

渐渐发现，如果你想做好一件事情不能靠一个人，甚至也不能仅靠一个团队。 

所以我非常欣赏 Workface 这样一种组织形态，它恰恰应验了去中心化，真爱梦想在这

几年的事件里面我们真正体验到了去中心化的力量，所以联结本身就是要求这样的基金会的

领导人要变成一个蜘蛛人，要会结网，每一个网络结点都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人，比如

对真爱梦想来讲，我们原本的服务对象是我们的老师，可是今天我们的老师已经从一个简单

的受助者变成了爱心的输出者，我们乡村的老师从普通的梦想老师变成了一个梦想校长，他

们可以带动学校从一个老师变成十个老师、四十个老师，能够上梦想课程。同时他们也把周

边的学校纳入到我们项目体系中来，形成了梦想沙龙，之后他们可以影响教育局，形成区域

化的发展，像真爱梦想这样的组织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需要大量的资金，仅靠我和理事个人其

实是很难独自筹集到这样多的资金，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大量的志愿者，我们在上海、北京、

深圳都有数千位的志愿者。特别是我们深圳的团队以志愿者的方式可以组织像今天这样规模

的筹款晚宴，每一年在深圳的秋冬天就有这样一场大型的筹款晚宴，四年来由理事带动志愿

者发起的分享爱筹款晚宴，筹集资金相当于真爱梦想这五年来累计资金的1/4，是非常多的。 

由于大家的支持我们也撬动了政府资源，甘肃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会宁，现在已经跟真

爱梦想签订了四年的一个协议，会将这里 61 所适合建梦想中心的学校全部建成梦想中心，

教育局出一半，基金会出一半，同时也会定制特殊的教师培训。天津津南区，它们看到梦想

课程的力量会采取用政府全资购买真爱梦想服务的方式实现这样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联结是非常有力量的，每个人带来的力量真的不可思议。这五年多时间我们真爱梦想确实做

到了，我们从商业机构筹钱，联结通过政府的配资，通过公益组织赋能给我们学校，最终鼓

励学校成为一个自主发展的良性结合体，这样的联结模式应该是每一个 NGO 都应该具备的

基因。 

第三、创造 

真爱梦想的基本业务逻辑是通过建设梦想中心硬件，带动素质教育理念植入。所以我们

不是一个传统的扶贫济困式的慈善组织，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持续的公益行动，来推动中国教

育的变革，让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孩子能够不要再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而是能够成长

为拥有独立人格、多元视角和宽容精神的一代新公民。 

为了推动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需运用复杂的商业管理工具，创造最大化的公益效率，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这些多年从事金融行业工作的专业人员先是要挽起裤脚，走

下田间；然后还是要回来打开电脑，设计一整套可行的业务模式和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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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迁移到社会组织中来。在执行公益项目的时候，用企业的标

准来衡量执行过程，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公益组织的效率，用社会变革者的角度来看待公

益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创造性地用信用卡的发卡审核流程评估梦想中心备选合作学校、用连锁店中央配送

模式一年在数百所学校建立标准化的多媒体“梦想中心”。我们通过承包、分包和众包方式开

发引进 30 门互动式的素质教育课程；我们大胆启用大学生志愿者和企业志愿者参与到梦想

教练计划中，每年培训超过 7000 多名教师；我们甚至为这些老师建立了专门的社交网络，

用数据库分析和跟踪每一天梦想课程的运行情况，并根据上课的积分为老师发奖金，甚至想

将积分与电商打通…… 

因为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的创造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 

第四、成长 

作为社会组织，我们要的是成功还是成长？5 年里,真爱梦想捐款收入成长 10 倍，从成

立之初的200万注册资本到2012年的4500万捐款收入（其中各地政府、教育局配资占15%），

5 年捐款收入累计达到 1.2 亿；公益支出成长 81.9 倍，从 2008 年的 35.5 万到 2012 年的

2946 万；项目建设速度成长 46 倍，从 2008 年建设 9 间“梦想中心”到 2013 年计划建设 420

间，长期运营服务的学校累计超过 1000 家；员工数量成长 8 倍，从 2008 年 4 个员工借用

6 平米办公场地，到 2012 年成长为平均年龄 28 岁的 40 人员工队伍，人均能效指标 2012

年达到 84 万元/人，是北京市人均能效的 20 多倍，相当于中国企业 500 强的人均能效。 

大家知道，真爱梦想已经连续两年蝉联《福布斯》中国基金会的榜首,被誉为中国最透

明的基金会，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以超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标准与捐款人进行最坦诚的沟

通——不仅连梦想中心里一个 4.5 元的一开插座，连我本人的全部工资都清楚公开交代。因

为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捐款人并非是我们的客户，而是我们的合伙人，是多元、宽容、创新

的教育价值观的投资者。这也是我们和捐赠者共同的成长经历。 

第五、坚韧 

成长经济学家熊彼得将社会企业家的描述为：创造性的破坏。创造性必然成为了社会企

业家的精神内核之一。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如何系统化地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

现成答案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要有冒险精神和大胆的想象力。这些词通常是形容成功

企业家，特别是男性的成功企业家的专有名词。 

在我今年 4 月被美国财富杂志选为“themost powerful women mentor program“的崛起

中的女性领导者前往美国，向在世界 500 强企业里工作的女性高管，和在美国政府里工作

的女性高管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以前从来没有从性别角度考虑过女性的成长的

独特性。 

德兰修女是我从事慈善和公益的榜样。她怀大爱心做小事情的情怀激励着我。 

我的导师 KAREN Peetz 纽约梅隆银行的总裁，她跟我讲述了她成为这家有着百年历史

的银行的女性领导人的成长历程。她每天保持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来保证精神饱满地投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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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4 个小时的工作。男性领导人往往在这些工作时间里加上了高尔夫和酒吧里的交往。像

Karen 一样的华尔街女性领导人，已经早已将“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讨论抛在身后，而是

以更加自信，也许是更加自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选择：不做全能女强人。幸福源于自己

的选择。她创造了银行里的首个女性发展团体，让更多有创造力的女性从自己的岗位中突显

出来，现在她又领导着银行的创新部门和一个多元化小组，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联结起来，

共同启发彼此的创造力。当然，有时候结果也许是成功女性并不更受欢迎。Facebook 首席

运营官 Sandy Berge 说扎克伯格在她入职的时候说：当你想要让事情有所改变时，你不可

能取悦每个人；而如果你去取悦每个人，你就不会获得充分的进步。 

从这些侧面，我看到了女性领导人在成长中受到的压力，而这恰恰是社会改革者所面对

的挑战：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动力。 

如果还可以说创造是某些人的天生特质，那么坚韧却是被挤压出来的。没有坚韧，创造

往往就只是一个创想。女性的坚韧是在不断地与强大的社会习惯抗争中锻造出来的。这个坚

韧的动力来自女性要和男性一起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的那份坚持，来自作为女性独特的视角

和体验应被尊重的理由，来自要让这个世界上的另一半人发出自己声音的强烈意愿。所以，

希拉里说：Let our voice been heard!是的，坚韧是社会企业家的精神之一，在这个实现内

心价值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幸福的理由。希望我们将来都有机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妈

妈未必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妈妈为了让你能生活在一个更好更平等的社会，真正地努力

过！ 

最后，我认为，对于生活在成功定义如此单一的时代的个人，对于一个生活在爆炸，砍

人、摔小孩新闻中的社会人，无论你是否成为社会企业家，你都无法逃避作为这个时代继承

者的拷问：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能力吗？我们有追求幸福的能力吗？ 

我不知在座的大家看到这些新闻时的感受。但对于真爱梦想而言，此情此景就是我们存

在的意义。 

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

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所以，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不能置身事

外。 

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恐惧的世界中，更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恐惧的世界

中。抱怨和逃避并不能消除恐惧，只有直面和行动才能为自己带来希望。 

真爱梦想希望做一个强有力的联结点，大家共同帮助所有的孩子成长——让少数民族的

孩子也能上好学，让留守儿童在学校获得爱和有尊严的教育，让城市里被繁重的课业负担压

垮的孩子享受游戏的童年，只有让孩子们受到全人教育的培育，我们才能有可能祈望一个有

爱，而没有暴力的未来！ 

是的，现在的孩子将营造我们的未来。但是打开一个安全而美好的未来的钥匙，却掌握

在每一个人的手中。我们并非只能去适应规则，而是可以通过亲身的参与和行动，为自己的

未来做出选择。从 1 到 100，真爱梦想用了 3 年。而从 100 到 1000 年，我们也用了 3 年。

真爱梦想呈现的数字并不抽象，这 1000 家梦想中心里面有 100 万个对未来充满渴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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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们！他们和我们的自己的孩子一样，需要爱才能健康成长，需要被关注才能学会同情，

需要包容和引导，才能学会独立思考，需要体会到尊重才能学会尊严为何物。 

所以：教育是一种唤醒，唤起每一个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健全人格的成长，这才是学

校、家庭和社会最迫切的任务！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今天，如果你我感同身受，有同样的力量、同样的急迫感和同样的梦想；如果我们都能

行动起来，那么我相信，最终将是大家联结起爱与梦想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教育发生不可思

议的改变。 

感谢大家的倾听与支持，真爱梦想的道路就是一条社会创业者之路，请在座的各位

workface 的同学们和我们一起来进行社会创业，通过教育来营造一个你期待的未来。我们

相信只有孩子受到人格健全的教育，社会才会更安全；只有大家都团结起来，守望相助，我

们才有机会免于恐惧，每个人的梦想才有机会实现。 

请相信：每个微小的个体为超越自身利益的事业而努力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被改变！ 

 

梦想足迹：截止 2013 年 10 月 1 号，真爱梦想共建设 1053 所梦想中心，475 家梦想

书屋，惠及 5 万名一线教师及 100 万农村孩子及外来务工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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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每天了解一点点 

8月，真爱梦想被上海市

社会团体管理局评为5A基

金会

9月12日，首届精致时

光慈善拍卖晚宴

9月21日，第二届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

会在深圳举行

9月下旬，在深圳及上

海开展了“民工子弟支

持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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