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与您携手为爱同行
2012
2012，感恩与您携手为爱同行
本期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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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与您见证更多精彩
2013
2013，期待与您见证更多精彩
回首 2012，

当 2012 的脚步渐渐离我们而去时候，
真爱梦想同全国 80 万师生同心共济、同道相
有哪些画面是您最为难忘的？
益，共同推动乡村素质教育的点滴改变；
有哪些瞬间是您最想回味的?
真爱梦想在各位捐赠方、公益合作伙伴的支
当 2013 年的曙光即将升起的时候，
持下一同见证、实现着自信、从容有尊严的
有哪些是未来您最为憧憬的？
。
梦想之路。
有哪些期许是您最想许诺的？

——
回首 2012
2012——
真爱梦想与全国 80 万师生同心共济、同道相益，共同推动乡村素质教育的点滴改变
真爱梦想在各位捐赠方、公益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一同实现着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梦想之路。
2012 年，真爱梦想获得了近 4500 多万元的捐赠，较 2011 年增长了近 42%；
2012 年，真爱梦想新建 383 间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数量累计达到 780 间，分布在全国 29 个省市地区，服
务着 80 万师生；
2012 年，真爱梦想全年选点走访 20 省市地区的 61 个区县教育局，行程超过 90000 公里；
2012 年，真爱梦想共组织 12 场省级培训，培训 1400 余位教育局领导、校长和优秀教师；
2012 年，真爱梦想“梦想教练计划”共组成了 45 支志愿者团队奔赴 20 个省，为 520 所梦想中心学校的
近 6100 名教师进行了梦想课程理念和授课方法的分享培训；
2012 年，梦想课程优秀教师奖励基金逾 110 万元，惠及 2439 名“梦想中心”优秀教师；
2012 年，“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走过第四个春秋，首次突破筹款千万；
2012 年，“梦想中心”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荣获民政部授予的“第七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公
益项目奖项”
2012 年，真爱梦想再度荣登福布斯“中国最透明基金会”榜首；
——
展望 2013
2013——
真爱梦想在追求极致效率和高度透明的道路上，
与各位“梦想合伙人”共同推动中国乡村素质教育的改变，帮助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真爱梦想将迎来梦想之旅中最精彩的时刻—5 周年，
我们期待大家一如既往地呵护和支持真爱梦想，也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与真爱梦想一起为爱同行！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会动态

梦想中心

梦想书屋

媒体关注

基金会活动预告

基金会动态
“真爱梦想杯
”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3 年 1 月 5—6 日在华东
1、第一届
第一届“
真爱梦想杯”
师范大学拉开帷幕
2012 年真爱梦想联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第一届“真爱梦想杯”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向全国征集了
将近 2000 件作品。
2013 年 1 月 5、6 日，真爱梦想将在在上海将举办第一届“真爱梦想杯”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颁奖
典礼暨学术研讨会。奖励参与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的优秀校本课程方案，与全国优秀的梦想校长、教师
和各地教育局再次研讨“梦想课程”的深度推广与发展策略。
本次活动将通过真爱梦想新浪官方微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进行现场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详情请见：http://www.adreamcup.org/
荣获壹基金
“慈善透明典范
”大奖
2、真爱梦想
真爱梦想荣获壹基金
荣获壹基金“
慈善透明典范”
12 月 1 日，由壹基金发起的“2012 壹基金透明典范”颁奖典礼在
京揭晓，真爱梦想捐方法国兴业银行作为颁奖嘉宾为真爱梦想授予殊荣。
评委会给真爱梦想的获奖评语是：“公开透明是他们的 DNA，坦荡的胸
怀让他们从容地与公众和外界沟通。他们认为，透明公开需要专业化的制
度保障，他们借鉴上市公司年度披露准则，完整真实地进行信息披露，并
将信息披露视为组织能力提升的重要过程。”
详情请见：http://www.cishan.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362
3、真爱梦想新一轮员工招聘开启

基金会本次拟招聘 6 名全职员工，分别是：媒体与品牌主管 1 名、课程培训部秘书&助理 1 名、课程
培训部业务主管 1 名、建设部业务助理 1 名、业务发展部项目助理 1 名、运营部主管 1 名，工作地点均在
上海，简历收取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5 日。
详情请见：http://www.adream.org/job_show.php?type_id=1&jobid=144
4、真爱梦想携捐赠方代表共同参与第二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
12 月 2—4 日，第二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召开，
真爱梦想与沪上数十家公益组织共同参与。为期三天的活动中，真爱梦
想联合部分捐赠方代表苏宁电器、怡安翰威特、兴业全球基金、兴业证
券、德邦证券共同举办公益展，向来访参观领导及公众详细介绍了“梦
想中心”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并借助伙伴日平台与安利基金会、苏
宁电器分别签订了 2013 年合作计划。
详情请见：http://www.shmzj.gov.cn/gb/shmzj/node4/node12/node1561/u1ai34525.html
5、真爱梦想广东梦想课程省级交流研讨会在深圳高峰学校举行
12 月 7—8 日，广东梦想课程省级交流研讨会在深圳高峰学校举行，来自广东省十多所学校的一百多
位老师共同参与。研讨会围绕“梦想课程”与素质教学展开，通过数十堂“梦想课程”师范课的展示，让
参与老师们亲身体验了“梦想课程”如何更好与校本课结合。研讨会还得到了深圳大浪办事处，深圳龙华
新区公共事业局教育科的大力支持。
“阳光梦想中心
”教师培训圆满完成
6、2012 年陕西省宝鸡市苏宁
年陕西省宝鸡市苏宁“
阳光梦想中心”
2012 年 12 月 8 日-9 日，宝鸡市教育局、岐山县教育局和真爱梦想
基金会共同筹备 2012 年陕西省宝鸡市苏宁“阳光梦想中心”教师培训在
宝鸡市召开，本次培训主要针对宝鸡市 17 所确认及备选苏宁“阳光梦想
中心”学校以及西安市凤城学校的 5 名教师代表，共培训教师总数为 100

余人。
详情请见：http://www.adream.org/news/20121224095447.html
梦想中心
梦想中心 2012 年 12 月建设报告
截止 12 月，真爱梦想今年共确认发货的“梦想中心”为 356
爱梦想已完成 260 家“梦想中心”竣工建设，另还有 38

家，其中 61 家为 11 月新增确认。真

家“梦想中心”在建， 58 家“梦想中心”未开

工，未竣工学校包括了本月的 61 家.
梦想书屋
”腾讯月捐情况反馈报告
11 月“梦想书屋
梦想书屋”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共有 3827 人次通过腾讯月捐平台进行了捐款，当月共募得善款
总额为 37906.02 元，共捐助“梦想书屋”4 家，感谢腾讯网友的信任与支持！目前学校正陆续收到物资，
完成建设工作。更多项目信息请登录：
http://user.qzone.qq.com/95001180#!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55992900

媒体关注
2012 年 9 月，真爱梦想正式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伴，与《中国教师报》一起携手推动中国
素质教育发展。为此，
《中国教师报》“教师生活”专栏将陆续登载有关真爱梦想探索素质教育的故事，本
期就让我们先走进两位“梦想中心”老的故事：
《无悔坚守超越自我》
任代课教师 21 载陈先俊老师，每月工资最低时仅为 17.5 元，生活的贫瘠并没有击垮他执着的教育心。
“梦想中心”的落户让这位奔五的老教师重新找回教育激情，在梦想课程中他看到了新课标提倡的“自主、
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本期让我们走进陈老师故事。
请点击《中国教师报》
“教师生活”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六），了解详细情况：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1112133431.html

《农村学校的素质教育平台》
没有标准答案、课堂由学生主导、游戏教学这些新型的教学模式，很多年长教师愿意旁观而不愿尝试。
徐代文，一位年过五旬的老教师却敢于尝鲜，将这种教学模式带入课堂，广为推行。为什么他会如此认同
一家公益机构提供的素质教育理念及课程？本期让我们走进徐代文老师故事。
请点击《中国教师报》
“教师生活”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七），了解详细情况：
http://paper.chinateacher.com.cn/zgjsb/html/2012-10/31/content_81481.htm

联系电话：021-60470338
电子邮箱：adream@adream.org
网站：

www.adream.org

官方博客：http://adream07.blog.sohu.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herisheddr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