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已走访（2021.12-至今）

省市自治区 地市州 区县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走访2次）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县（走访2次）

云南省 丽江市 宁蒗县

云南省 丽江市 永胜县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亚东县/定日县/康马县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走访2次）

新疆自治区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2022.6月疫情好转
项目组重启走访选点

走访泸水市实景



6月走访怒江州实景

拜访贡山县教体局

雨后初光  怒江州的清晨

学
校
走
访



项目计划走访（2022.7-9）

省市自治区 地市州 区县 动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巴楚县 推进项目落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乌恰县 项目竣工仪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且末县 选点走访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定日县/亚东县/康马县 推进项目落地

云南省 丽江市 永胜县 推进项目落地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选点走访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 项目竣工仪式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 项目竣工仪式



区县学校（截止至2022.6.30）

省市自治区 地市州 区县 学校 梦想中心建设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

德钦中学
德钦县第一小学
德钦县第二小学
德钦县第三小学

ü 筹资完毕
ü 建设梦想中心中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县 中路乡中心完小 ü 该校筹资中
ü 其余学校选点中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

省定民族完小
拉甲木底完小
鹿马登完小
腊竹底完小

ü 3所学校筹资完毕
ü 建设梦想中心中
ü 拉甲木底筹资中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

第一中学
片马镇中心学校
称杆乡中心学校

格力小学
上江乡中心学校
第一完全小学

ü 所有学校筹资中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勐海镇中心小学
勐遮镇中心小学 ü 选点走访后确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巴楚县

巴楚县第二小学
巴楚县第六小学
巴楚县友谊小学

多来提巴格乡中学

ü 所有学校筹资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乌恰县实验小学 ü 该校筹资中
ü 建设梦想中心中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亚东县

亚东县实验小学
上亚东乡小学
下亚东乡小学
帕里镇小学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康马县

康镇中心小学
涅如堆乡中心小学
涅如麦乡中心小学
嘎拉乡中心小学
雄章乡中心小学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已确定捐赠方
（排名不分先后）

捐赠方 意向区县

海亮教育集团 维西县

上海禾赛科技有限公司 德钦县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待定

深圳市汇爱公益基金会 泸水市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待定

上海可可琳纳食品有限公司 待定

FUTURE X 天际资本 待定

上海易同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勐海县

深圳市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待定

上海绿河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燕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福贡县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待定

时代天使 永胜县

东方财富证券 待定

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 待定

已确定生态合作伙伴
（排名不分先后）

合作伙伴
途梦教育 好润环保

担当者行动 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

腾讯扣钉  洋葱学园



 

       对于边疆的孩子来说，什么是幸福？可能是见一眼父母，是搭上去远

方的车寻找梦想，是背靠大山眺望山野度过快乐的童年。幸福来源于环境，

我们常说边疆不缺设备，缺的是资源和优质的教育。为了打破这层阻隔，

真爱梦想开始在边疆学校建立梦想中心，联动城市龙头学校共同为孩子提

供素养教育，建立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让孩子看到多样而广阔的世界。

       书本和教育相辅相成，一本精美的绘本能让孩子沉浸地看上一整天，

一本百科读物能带给孩子启蒙知识，书本默默无闻地陪伴孩子成长。6月，

爱在边疆项目组联合樊登读书，将向云南14所学校捐赠图书室，每个

图书室将捐赠1000册海豚出版社图书，总计超过14万册。



省市自治区 地市州 区县 学校

云南省 丽江市 华坪县 荣将镇中心学校

云南省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第一小学（祥和校区）

云南省 临沧市 临翔区 蚂蚁堆乡新塘房完小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 向阳乡阿盈里小学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
第一小学
第二小学
第三小学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县 中路中心完小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 子里甲小学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县

茨开中心校
丙中洛中心校

普拉底九年一贯制学校
捧当中心校

独龙江九年一贯制学校

14万册图书，

预计将覆盖14所学校2万名学生，

图书点亮梦想，传承每一位边疆学子。

特别鸣谢 樊登读书 捐赠支持！



 再次走进德钦
一块聆听孩子的故事

       阿尼是一个腼腆安静的男孩。因为母亲在幼时遭受意外，没钱治疗而落下了残疾，家

里的重活都要靠父亲一个人来做。从小他就默默地把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多多帮

助父亲和母亲，但年幼的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暗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在学

校里，他不止学习成绩优秀，还是足球队和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表现出色。在当被问及想

不想长大的时候，他思考了一会，小声的说了一句：“想，因为长大了就有能力帮助父亲

和母亲，帮他们分担压力”。

       努力成长的日子里，烦恼并不少，而困扰

这个朴素又认真的男孩最大烦恼竟是过年时家里

买不起鞭炮，过年放鞭炮对很多人来说是极其平

常的一件事，对他来说却是那么地遥不可及。尽

管如此，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小确幸——足球。每

次提到足球，他的眼中就会散发光芒，每次和同

学、朋友一起踢球的时光都是最幸福的时刻。在

冬季运动会上，作为球队的一员，每次进球帮助

球队获胜都让他成就感满满。

      对于未来，他有着美好的向往，渴望着成长

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梦想建设好家乡，虽然成长

也意味着肩上的责任越发沉重，但他仍然希望快

快长大，为亲人、为家乡，他的梦想，朴素动人。

阿尼：我想快点长大，长大就能帮爸爸分担压力



       阿卓从小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深深喜欢上了足球这

项运动。入学时，老师请班上的同学讲述自己的梦想，有

的说要当教师，有的说要当军人…，那时的她，大胆地站

起来和老师说：“老师，我长大了要当足球明星”。

       二年级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她成为了足球兴趣小组

的一员，虽然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但是她一直很认真地

投入其中，几年过去，经过刻苦的训练，如今的她作为足

球队的主力，在左边锋位置上闪耀。足球是她的热爱，也

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足球，她结交了很多好朋友，拥

有了一群珍贵的伙伴，可惜的是，因为家中信号不好，她

还没有机会看一场完整的足球比赛。

       听说未来梦想中心教室落成以后，还会有很多不一样

的梦想课进入课堂，她非常的期待，特别是运动类的项目。

阿卓：我想成为足球明星，通过足球认识更多朋友

ü 项目组实地走访全面启动

ü 边疆走访的第一人称视角

ü 走进福贡县·采访故事



帮助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关 注 真 爱 梦 想 公 众 号
了 解 更 多 边 疆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