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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下期预告： 

9 月 12 号  “精致时光”慈善拍卖晚宴 

9 月 21-23 号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参展 

我是教练达人

• ——记2013梦想教练计划

唤醒

• ——秘书长吴冲在TED论坛上演讲

一个梦想成就千万孩子未来

• ——2013北京分享爱慈善拍卖晚宴

5周年，因爱之名

• ——真爱梦想成立5周年

梦想合伙人

• ——首届“梦想视野”局长工作坊

我是教练达人 

——记 2013 梦想教练计划 

7、8 月，真爱梦想迎来最忙碌的季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子教师与学生志愿者及企

业志愿者一同，为新设梦想中心的学校传递梦

想课程理念，展示梦想课程授课方式，通过互

动体验的方式，让老师直观了解“梦想课程”，

引起兴趣，学会改变。 

 

8 月 27 日，2013 梦想教练计划最后一

支团队的最后一支队伍顺利的结束了支教工

作。51 支队伍全部收关。 

     2013 年有 5 支队伍避开了四川暴雨、云

南的暴雨、汕头的洪水。 

     新疆乌鲁木齐安排了 3 支团队，出发之前

的鄯善县暴力事件又给支教蒙上阴霾。 

     8 支队伍与岷县地震擦肩而过，暴雨也冲

断了铁路，让一部分队伍返程受阻。 

     四支队伍与潭美台风亲密接触，冒雨培

训。 

     一路走来，充满坎坷，却也充满乐趣与善

意，且行且珍惜。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不平凡的

教练达人。 

 

真爱梦想 7、8 月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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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 

——秘书长吴冲在 TED 演讲 

6月8日，TED首次联姻中国顶尖商

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9位演讲人与

大家分享各自独特、富有智慧、风采和激情

的故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

冲也受邀与会，以下为演讲节选，更多请点

击视频链接。 

我们的判断中国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而

这个大问题来源于四个字，就是标准答案。

我们用标准答案扼杀了所有孩子的可能性。

比如说刚刚一个演讲者说，你应该学英语而

不是当居里夫人。如果说欧美是这样的话，

可能乔布斯早就没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

希望推动这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定立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支持素质教育，

推动教育均衡，通过素质教育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我们希望孩子可以自信、从容有尊严的生

活。 

大多数人做事情是有利益或

者是有乐趣。在没有任何人逼迫

你的情况下，你在不停的刷微博，

给腾讯创造财富，这是乐趣。所

以我们需要一个激励的可持续系

统。我们做了一个数据库叫梦想

银行，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个账户，

他每上一堂课有积分，参加培训

可以有积分，到最后我们会有一

个排名，老师们甚至可以拿他们

的积分苏宁去换一个小家电，甚

至我们有一个老师把他的所有的

积分清空之后，他换了什么呢？

埃及文化使馆文化处邀请他们去

埃及参观。我们尝试在构建一个

游戏系统，有一个清晰的规则，

可度量的指标。当我们又可度量

的指标。实际上每上一堂课老师都有钱，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师有没有上课呢？我们想到了很

多的方法，甚至教室里装摄象头。现在我们已经有6万名老师给100万名学生上课，我们9个

员工如何服务他们，我们如何实现公益1.0时代新公益2.0时代的转化，如何去构筑去中心化，

自然进化的失控系统，我们必须要利用互联网来推动系统的变革，用系统性的方法和商业理

性为新一代的孩子注入独立人格，多元视角和宽容心态。我们希望感动越来越多的强悍的理

想主义者和柔软的现实主义者加入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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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2MTY3Mjk2.html 

 

 
关于TED 

TED，作为独立理念的坚定传播者，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分享与探索未来的前沿思

想阵地。TED 创办了旗下 TEDx组织。这个项目让社区，组织和个人可以举办类似TED 的本

地聚会，让更多独具主题精神的思想传播成为可能。CEIBS与TEDx在支持梦想、鼓励创新、

成就社会影响力等特质上不谋而合。TEDxCEIBS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MBA同学自发

组织，并由TED官方授权。TEDxCEIBS与来自不同领域的9位重量级嘉宾不谋而合，希望借

此成就一场梦想、价值观与个人经历分享，唤醒更多心灵，带来更多启迪，传递更多力量。 

 

 

 

 

 

   ——2013 北京 “联结梦想——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 

“阿姨，买条丝巾吗？钱捐给基金会做慈善的哦！” 

“叔叔，买个小玩具吧。小朋友们会感谢您的。” 

一把把天真的童音让人无法拒绝参与到这个爱心行动

中来。 

2013年8月10日，“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第一次

在北京举行。活动开场前，一群戴着小天使翅膀的孩

子们在默拍区域积极地向周围的大人们卖力的“推销”，

用自己的力量为梦想课程募捐。他们是…… 

 当晚，这场主题为“联结梦想——分享.爱”的慈

善义拍晚宴持续了3个小时，以艺术品拍卖的形式为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筹集款项，作品均是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捐赠的字画、雕塑、古董、奢侈品等。 

小天使 

第一幅作品由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捐赠人、志 愿者等“真爱之友”的孩子们、“梦想

中心”项目学校之一“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第一小学”及北京七彩画儿童创意工作室的小朋

友们，共同创作完成。 

这一幅作品在全场极受欢迎，无底价起拍，经过15轮竞价，终于以36万元成交，并不

因它的艺术价值有多高，而是因为它倾注了72位小朋友们的心血而可贵。小朋友们在创作

一个梦想成就千万孩子未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2MTY3Mjk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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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自己的作品能得

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并以这么高的价格

拍出。而正是这样，小朋友更能体会价

值创造的过程，而更有勇气去探求这个

世界丰富的可能性——让创造的乐趣

超越毁灭，让宽容平息仇恨，让爱化解

绝望。让自由的心灵追随梦想的脚步，

而不会轻易沦为考试和金钱的奴隶。 

作为真爱梦想“分享.爱”形象大使，

陈数与赵胤胤夫妇携手亮相，第五次出

席了“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为活动带来了

积极的正向能量。2013北京“分享.爱“慈善义

拍晚宴最终筹集善款500余万元，那就代表

着又有数十个梦想中心可以成立，数万节梦

想课程可以在中国偏远城乡学校投入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偌大的现场除了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的10来个工作人员外，其他的

近百位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行业的志愿者 

 

陈数、赵胤胤夫妇 

 

 “2013年的中国是一个不平静的中国，

厦门一起公交车纵火案，导致47死，34伤；一个月前的北京，接连发生的男子大悦城砍人，

北京机场引爆，超市纵火砍人，还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

摔死沉睡的婴孩……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绝望、

如此疯狂？他们为什么会将我们平静的家园，变成不安

和恐惧的战场？教育是一种唤醒，只有唤醒每个孩子、

每个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健全人格的成长，才能迎来

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这是学校、家庭、社

会最迫切的任务！”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女士在

晚宴现场致辞中发出这样的呼唤。 

      无论捐出的是金钱还是服务，更重要的是

从此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梦想的联结点。我们将彼此的梦

想联结，是因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并决定用

改变走向未来，创造属于我们的自信、从容、有尊严的

生活。 

央视主持人马洪涛、谢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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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年，因爱之名 

——潘江雪，真爱梦想成立 5 周年之际， 

2013年8月14日，真爱梦想成立5周年，当

晚，潘老师听到深圳24位志愿者发来的生日祝

福音频，特别感动，写下这篇文章。 

 

今天凌晨收到这段声音，安静的夜里听到

你们的声音，感动不已。谢谢大家，谢谢每一

个为真爱付出的志愿者，谢谢把真爱当家的朋

友们。你们中有的人是在真爱梦想还很小的时

候就来参与：无论是当初一起参加汶川救灾，

还是现在每年参与举办分享爱，为真爱梦想服

务和奉献的一颗心都一如当初，纯真而简单。 

5年前，没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是志愿者

撑起真爱梦想，你们中很多人比现在基金会的

同事要更早加入，今天依然在关注和支持着真爱梦想事业的发展。从最初依靠我和吴冲、刘

蔓个人的感召力吸引大家参与，到影响朋友的朋友，你们带来了更多的力量，形成今天志愿

者工作局面。我深深地感谢你们，特别是远在深圳的志愿者们！你们为基金会做了多少事情，

真的将真爱梦想当成自己的孩子。没有你们就不会有真爱梦想的今天！ 

5年里我从一个有梦想的青年成为一个明白自己使命的和平战士。在真爱梦想的工作中，

在与你们相处和共同努力的过程中，我在不断向你们每个人学习，也在挑战中成长。在忙碌

中忘记自我，体会到忘我投入一项为他人的事业中的快乐，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体会到自

我实现的幸福。我知道了自己是在实现内心价值的过程中找到幸福的理由。希望我们将来都

有机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妈妈爸爸为了让你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真正地努力过！ 

5年里，真爱梦想更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做什么。从悲悯情怀的一个善举——到探索系

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再深入到推动教育的变革，我们建立起一系列的联结。不仅联

结起志愿者和捐赠者，实现高速发展；还联结起老师、校长、局长，形成教师发展共同体，

我们也联结了教育体制内外的力量，共同推动素质教育发展。同时我们更是联结起学校和社

会，将我们的价值观通过学习传递给未来的社会成员。教育是目前中国社会最有机会实现平

等的方，我们有能力为此做更多的事情。感谢大家没有做看客，而是改变的行动者。我们每

个人的参与行动，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5年来，我开始了解了NGO，了解“第三部门"在做什么以及还可以做什么。中国社会现

在充斥着的焦虑和暴戾让所有人都不安，但是抱怨和逃避只能助长无力感，只有直面的行动

才能带来我们想要的改变。真爱梦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向所有人证明：没有政府背景、没有大

企业背景、没有名人效应的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依靠我们普通公民个人的联结，是可以推动

一些事情，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这才是我们真正具有价值的地方。 

最后，深深为大家5年来对真爱梦想付出的情谊而感动。我特别欣慰的是看到很多非常

年轻的伙伴加入，你们将会比我更有力量去推动真爱梦想向前走。也希望你们在内心使命的

召唤下，与真爱梦想一起相伴下一个5年，10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 

改变，有时候需要的就是多一点坚持，多一点耐心！ 

爱你们，和你们一起，我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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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合伙人 

——首届“梦想视野”局长工作坊 

2013年8月16日-17日，“梦想视野”局长工作坊一期在上海顺利进行。邀请了来自全国

21个不同区县教育主管部门的31位主管领导，以“立足教育未来，探索区域特色”为主题，

分享各地区域特色经验，共同探讨以“梦想课程”为切入点，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借助社会资

源探索区域化特色发展。 

邀请了通用电气（GE）以企业角度分享跨国企业人才需求以及企业的公益实践、怡安

翰威特咨询公司从专业视角探讨现代企业对人才培训的现状，同时也邀请了专业教育项目评

估专家教授以及上海普陀区教育局嘉宾，通过搭建企业、教育主管部门、公益组织的跨界交

流平台，聚焦教育话题，从多元角度探讨未来教育趋势与挑战，带来不一样视角的观点。            

李国威老师自2011年结识真爱梦

想起，连续2年义务参加暑期“教练计

划”教师培训，并带动GE中国志愿者

参与到“梦 

想中心”学校走访中。借着这次难得的

机会，他邀请了GE三位高管分别分享

了他们各自在参与梦想中心项目过程

中的体验和感受。真情与热忱，使在场

每一位都为之动容，而这样的一种互动

模式，也让在场的局长们更深入的了解

了“梦想中心”项目背后广大而坚实的

志愿者力量。 

（GE中国公关传播总监李国威） 

 

来自怡安翰威特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

裁刘渊先生，借助数据从专业化视角提供人才现状，

及企业人才需求的宏观视野。作为人才接收市场，究

竟怎样的人才特质是必须的？作为人才的输出方，从

基础教育开始如何为人才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相

信这样的跨界思想的碰撞，必定会产生精彩的火花。 

 

（怡安翰威特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刘渊） 

 

如果说第一天的议程重在倾听和思考，那么第二

天的“世界咖啡”则让局长们大展身手，畅所欲言的

探讨和交流一度让会场升温。大家围绕三个议题：区

域教育特色、教育局的困扰与期待、以及如何寻找“梦

想合伙人”，通过畅游在6个咖啡馆，在桌长的引导下，

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场讨论上，大家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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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推行梦想课程，探索区域特色道路上，

教育局所遇到的困惑，但同样也听到了来自

同行们的建议。正如一位局长分享说：以前

这样的交流，只有在工作外才会有。 

如今的教育在呼唤改变，等待改变。“我

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和其他人紧

紧相连。”教育体系的完善，这是每一个教育

工作者的责任，但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个、

每一代人需要前仆后继的坚守。两天的“梦

想视野”局长工作坊已经结束，但梦想，却

在继续延伸。感谢各位局长、各位“梦想合

伙人”的认可与支持，你们的认同和肯定让

我们感受到力量。或许这条路依然漫长，但真爱梦想期望和教育工作者们建立合伙人关系，

为这个国家更好的未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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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碧波路456号A305 

联系电话：021-60470338 

微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官网网站：www.adream.org 

电子邮箱：adream@adream.org                             官方微信，每天了解一点点 

7月初，“梦想教练计划”

启动进行

8月10号，2013分享·爱

慈善拍卖晚宴首次来到

北京

8月14号，真爱梦想成立

5周年

8月16-17号，“梦想视

野”局长工作坊第一期

顺利开展

http://weibo.com/cherisheddream
http://www.adream.org/
mailto:adream@adrea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