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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常常常青艺术协会青艺术协会青艺术协会&&&真爱梦想携手在沪举办艺术品慈善真爱梦想携手在沪举办艺术品慈善真爱梦想携手在沪举办艺术品慈善

2012 年 9 月 8 日晚， 由意大利常青艺术协会联合真爱梦想发起的上海 2012“arte×vino=adream”

艺术品慈善拍卖晚宴在上海举行。

中外艺术家、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商界精英及社会名流百余人汇聚一堂，以艺术品拍卖的形式为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梦想中心”乡村素质教育公益体系募集善款，帮助乡村地区儿童以及城市农民工子

弟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上海 2012“arte×vino=adream”艺术品慈善拍卖晚宴由意大利常青艺术协会主办，佰草集汉方 SPA

全程爱心赞助，佳士得拍卖行执行活动。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努力下，此次艺术慈善拍卖晚宴完美落幕，活

动共筹集善款超过人民币 3,000,000.00 元。

更多有关更多有关更多有关更多有关 2012201220122012““““artearteartearte××××vino=adreamvino=adreamvino=adreamvino=adream””””艺术品慈善拍卖晚宴信息，请详见：艺术品慈善拍卖晚宴信息，请详见：艺术品慈善拍卖晚宴信息，请详见：艺术品慈善拍卖晚宴信息，请详见：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10162255.html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10162255.html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10162255.html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10162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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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现场精彩花絮，请详见：更多现场精彩花絮，请详见：更多现场精彩花絮，请详见：更多现场精彩花絮，请详见：

http://www.adreambox.net/home.php?mod=space&uid=383&do=album&id=2828http://www.adreambox.net/home.php?mod=space&uid=383&do=album&id=2828http://www.adreambox.net/home.php?mod=space&uid=383&do=album&id=2828http://www.adreambox.net/home.php?mod=space&uid=383&do=album&id=2828

主办方意大利常青艺术协会的创始

人MARIO CRISTIANI 先生

现场嘉宾热情参与竞拍 佳士得拍卖行高级副总裁、中国执行

董事蔡金青女士

上海外语频道主持人符律小姐担任

晚宴主持

晚宴主办方、赞助方、拍卖执行方、

受赠方及竞买嘉宾合影

拍卖师 Carrie Li 李佳女士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

江雪女士

小天使演唱真爱梦想主题曲《心中梦

想》

艺术家马飞女士现场倾情演唱

http://www.adreambox.net/home.php?mod=space&uid=383&do=album&id=2828


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

1111、真爱梦想、真爱梦想、真爱梦想、真爱梦想位列位列位列位列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发布的发布的发布的““““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2012 年 8 月 30 日，由清华大学、基金会中心网等单位

联合发布的“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排行榜，真爱梦想以满

分 129.40 分在全国参与活动的 1832 家基金会中排名第一

位。 中基透明指数是由基金会中心网基于过去两年建立起来

的中国基金会信息数据库开发设计，由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

研究中心提供咨询辅导。最终确定的 60 个指标是由全国近百

位基金会行业领导人及相关领域学术专家共同参与、讨论制

定。

关于此活动详情请见：http://www.fti.org.cn/index.html

2222、、、、““““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获得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获得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获得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获得““““2012201220122012 公益中国公益中国公益中国公益中国””””奖项评选奖项评选奖项评选奖项评选““““年度实践大奖年度实践大奖年度实践大奖年度实践大奖””””

9 月 21 日，由《第一财经日报》和《公益时报》联合发

起主办的“公益中国 2012"奖项评选活动在上海举行，“梦

想中心”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获得年度类大奖—”年

度公益实践“奖。公益中国 2012 年度评选首次由媒体发起的

公益奖项评选活动，活动于 5 月 22 日启动，经过 5 个月的初

评、复评最终从 144 个项目申报中评出 6 个年度奖、4 个单

项奖。

关于此的活动详情请见：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4133639.html

3333、第四届、第四届、第四届、第四届““““从心出发，让爱回家从心出发，让爱回家从心出发，让爱回家从心出发，让爱回家————————分享分享分享分享····爱爱爱爱””””慈善之夜再次与您相约慈善之夜再次与您相约慈善之夜再次与您相约慈善之夜再次与您相约

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基金会动态 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 梦想书屋梦想书屋梦想书屋梦想书屋 志愿者活动志愿者活动志愿者活动志愿者活动 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 媒体关注媒体关注媒体关注媒体关注 基金会活动预告基金会活动预告基金会活动预告基金会活动预告

http://www.fti.org.cn/index.html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4133639.html


自 2009 年起，一年一度的“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以艺

术品鉴赏拍卖形式为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筹集善款，以改善中国不

均衡的教育状况。感谢各届的支持！第四届“从心出发，让爱回家

——分享·爱”慈善之夜将于 11 月 4 日在深圳市华侨城洲际大酒

店举行，期待您的关注！

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

1111、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梦想中心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9999 月建设报告月建设报告月建设报告月建设报告

截止 9 月，真爱梦想今年共确认发货的”梦想中心“为 275 家，其中 47 家为 9 月新增确认。真爱梦

想已完成 160 家”梦想中心“竣工建设，另还有 41 家”梦想中心“在建，74 家”梦想中心“未开工（包

括了本月的 47 家）。

2222、梦想中心选点需求、梦想中心选点需求、梦想中心选点需求、梦想中心选点需求

真爱梦想急需广东广州、陕西西安、安徽黄山的教育资源，如果您有上述地区区县教育局、学校等资

源，欢迎推荐给我们，与真爱梦想一起将“梦想中心”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带到这里，为更多孩子们的

教育引入更好的资源。您可在通过我们的官网下载学校推荐表推荐上述地区的学校：

http://www.adream.org/dreamapply.php 真诚期待得到您的帮助。

梦想书屋梦想书屋梦想书屋梦想书屋

9999 月月月月““““梦想书屋梦想书屋梦想书屋梦想书屋””””腾讯月捐情况反馈报告腾讯月捐情况反馈报告腾讯月捐情况反馈报告腾讯月捐情况反馈报告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共有 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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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89.71 元，共捐助

“梦想书屋”4 家，感谢腾讯网友的大力支持。8 月，2012 第二

批家梦想书屋发出 55 家学校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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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dream.org/dreamapply.php


http://www.adream.org/project/20120625175007.html

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捐赠方活动

1111、、、、苏宁电器甘肃省苏宁电器甘肃省苏宁电器甘肃省苏宁电器甘肃省““““苏宁阳光梦想中心苏宁阳光梦想中心苏宁阳光梦想中心苏宁阳光梦想中心””””启用仪式暨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在会宁县实验中学举行启用仪式暨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在会宁县实验中学举行启用仪式暨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在会宁县实验中学举行启用仪式暨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在会宁县实验中学举行

9 月 11 日，苏宁电器甘肃省“苏宁阳光梦想中心”启用

仪式暨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在会宁县实验中学举行，兰州苏宁

电器总经理单邑丰、白银市教育局总督学李兴田、会宁县副

县长常太洲、教育局局长张启业、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潘

江雪等及 20 余名来自甘肃各地的师生代表共同出席了活动。

去年 12 月 26 日，苏宁电器向真爱梦想捐赠 1000 万元，发

起“苏宁阳光梦想中心”专项公益行动，在陕西、甘肃、新

疆三省区和北京市建设 100 个“苏宁阳光梦想中心”，其中，在会宁县建成的这 15 所将用于改善改善

当地教学硬件水平，为当地学生们提供“梦想课程”素质教育体系。

关于此的活动详情请见：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6092829.html

2、西门子陕西首家西门子陕西首家西门子陕西首家西门子陕西首家““““西门子爱绿梦想中心实验室西门子爱绿梦想中心实验室西门子爱绿梦想中心实验室西门子爱绿梦想中心实验室””””在西安市凤城学校落成在西安市凤城学校落成在西安市凤城学校落成在西安市凤城学校落成

9 月 24 日,由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捐建“西门子爱绿

梦想中心实验室”在西安市凤城学校举行。自 2010 年 9 月。

西门子与真爱梦想合作以来双方已在上海、喀什、重庆、南京

建设了四个“爱绿梦想实验室”为众多农民工子弟带去了创新

的启发性“梦想课程”西安凤城学校是西门子全国范围内第五

个“爱绿梦想实验室”、也是中国陕西省第一个梦想实验室。

今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及西门子信号有

限公司的志愿者们还将定期为凤城学校的学生们开展爱绿课程，与孩子们一起体验梦想课程的乐趣。

http://www.adream.org/project/20120625175007.html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6092829.html


关于此的活动详情请见：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7144755.html

志愿者志愿者志愿者志愿者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012 年 9 月 22 日，真爱梦想春季第二批图书分拣活动如

期在奥图仓库展开。虽然是阴雨绵绵的周六，但志愿者们放弃

了周末的休息，前来参加本次的图书分拣活动。在各位志愿者

的热情参与下，本次图书分拣活动总共为 20 家“梦想中心”学

校分拣出 300 箱，约 2.4 万册图书。在此，感谢各位志愿者的

热情参与。有关活动视频记录，请点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0MjkzNzc2.html

媒体关注媒体关注媒体关注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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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梦想梦想起飞的故事与“梦想课程”源何而来的故事。

《爱爱爱爱,,,,让梦飞翔让梦飞翔让梦飞翔让梦飞翔》

“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推行的教育理念，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动中国素质教育发

展的民间公益组织，真爱梦想通过多元、互动、创新的

“梦想课程”激发孩子们自主学习乐趣，点燃老师们心

中教育梦想。

三年前，每逢开学，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康山九

年一贯制学校的董能让老师和同事们都要拎着酒挨家挨户家访，动员父母将孩子送回学校，这一“请”便

是两周.。11 年，当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来学校走访时，董老师兴奋地告诉她说：“如今，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7144755.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0MjkzNzc2.html


开学的集结号仅需两天，而且不再需要以往特殊的邀请，孩子们都能自发回校。因为这里有'梦想中心'…

“梦想中心”素质教育体系的建立源自一批金融机构职业经理人的公益梦想，这个梦想缘何而起？“梦

想中心”有是什么样的公益服务体系？

请点击《中国教师报请点击《中国教师报请点击《中国教师报请点击《中国教师报》》》》““““教师生活教师生活教师生活教师生活””””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一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一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一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一）））），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14134454.html

《《《《““““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全人教育””””理念下的理念下的理念下的理念下的““““梦想课程梦想课程梦想课程梦想课程””””》》》》

“课改”的核心是课程，好的课程带给孩子们是基于知

识之上的广阔视野与独立理性，真爱梦想推行的“梦想课程”

就是一场中国式素质教育的探索，这场探索源何而来？为什

么说它是“一场中国式素质教育的探索”？这还要从潘江雪

理事长与崔允漷教授在纽约（2008 年）的偶遇说起，这场

偶遇为真爱梦想带来什么机遇？

担任“梦想课程”开发总顾问的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而被誉为基础教育课程领域内“国家队”的华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为何会

与民间的真爱梦想合作？

请点击《中国教师报请点击《中国教师报请点击《中国教师报请点击《中国教师报》》》》““““教师生活教师生活教师生活教师生活””””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二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二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二专栏对真爱梦想的系列报道（二）））），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6131239.html

基金会活动预告基金会活动预告基金会活动预告基金会活动预告

1、10 月中旬，2012 梦想教练计划上海交流会

2、10 月底，天津津南区 1.0 培训

3、11 月 4 日，2012“从心出发，让爱回家”分享爱晚宴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14134454.html
http://www.adream.org/news/20120926131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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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弄 115 号 3 幢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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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dream@adream.org
http://www.adream.org
http://adream07.blog.sohu.com/
http://weibo.com/cherisheddr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