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一份对教育的赤诚之心，
踏上祖国边疆的土地，
在这里，深耕素养教育的种子. . .



       早晨不到8点，糯良完小的李副校长就在酒店门口等我，考虑到往返的

路途，最后决定还是我开车前往。

       昨天的沧源县应该在半夜下过雨，走出县城，全县就变成江南的春天，

烟雨迷蒙。出县城开始翻山，糯良完小大概在距离县城40公里左右的糯良乡，

车辆就像在云雾里穿梭，李副校长给我介绍糯良小学的基本情况。在学校走

访、看教室、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的访谈，这些都是基础工作。

糯良完小下辖有6-7个教学点，孩子们大概在3-4年级开始，就进入到中心学

校寄宿，和全国大部分偏远乡镇寄宿制学校一样，缺少生活老师、孩子们自

己照顾自己是常态。

 



      离开糯良完小，开车来到勐董中心完小，勐董中心完小距离县城非常近。

车行至山间，透过树林可以看到全县都笼罩在云海之中，因为赶路无法停车

拍照，甚是遗憾。勐董完小和最近几年脱贫攻坚建设的县域乡镇中心校类似，

但比糯良好一些的是：平地多，甚至少有的一块完整的足球场与篮球场，铺

好了塑胶。和学校校长沟通才知道疫情之前，大概有200多个缅甸籍的孩子

在学校就读，大概有4个班，因为疫情政策的原因，只有30多个在沧源能投

亲的缅籍孩子能继续就读，其他缅甸籍孩子缺少互联网终端，当地的网络也

不太好，无法来学校读书，但学校一直有保留他们的学籍，未来有机会还能

回来跟班就读。他们过来读书和我们的孩子待遇一样，不需要交学费和杂费，

有营养午餐的补贴、免住宿费用。据校长说，之前有2个在勐董读书的孩子

已升入高中（升入高中之后不能在沧源参加高考），以留学生的身份考入了

厦门大学的医学专业，据说已被当地的医院预定了未来就业。

      上午最后一站来到国门小学，沧源县国门小学，这个可能是和我们“爱

在边疆·点亮国门”在名称上最契合的学校，国门小学有接近100年的办学

历史，也是全县最漂亮的一所小学，比我见到的大多数县小、民小都要建设

的好。不过很遗憾的就是，经费紧张，学校操场、文化建设，还需要走过漫

长的路。这也是大部分通过基础均衡验收之后学校所面临的难题——即学校

维护的成本会占到多大的比例，难以支撑学校的发展，只能保基本运营。而

生均公用经费自至少7、8年前提升到600多之后，应该是很久都没有提升了。

生均公用经费偏低对乡村地区的学校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下午继续去了班洪小学，它的对面是佤族群众在1930年代抗击英军的纪

念碑和纪念馆，学校门口有一株40多米高的榕树，整洁的街道和两个纪念馆，

让我感觉恍惚不是在边境乡一样。副校长告诉我，远处白云下面的那个山头，

就是缅甸。山区的学校照例是没有多少平地，觉得黝黑的杨校长都快变成了”

包工头“，中心学校的宿舍修建、下辖村小的围墙，假期很难得到休息，坚

守乡村20多年的杨校长不易。在返程的路上，杨校长话不多，希望我们的梦

想中心能在学校落地。



第一次来沧源，和5个校长接触的不算多，

但一个个呕心沥血的校长都希望能让学校变的更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一群人。

     转眼到了勐角中学，王校长自8年前接触了梦想中心，调到新学校之后

一直邀请我们来落地。参观了解完勐角中学，王校长每走几步就指着一块

空地、或者一片围墙，便告诉我缺少什么、应该怎么维修、维修需要多少

钱…学校的操场还需要爬上二十多级台阶，据说山头也是学校的，中学生

调皮，有时候会往山上爬，这也是王校长头疼的地方。

谢鹏
记沧源县走访

20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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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云南省 丽江市 宁蒗县

云南省 丽江市 永胜县（走访2次）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走访2次）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县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走访2次）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云南省 临沧市 沧源县

云南省 保山市 腾冲市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亚东县/定日县/康马县

新疆自治区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7月走访云南实景摘录

维西县永春中心完小

拜访勐海县教体局

拜访沧源县教体局

维西县
波澜壮阔大美边疆 勐海县天伟小学



项目计划走访（2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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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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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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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小学
永春乡完小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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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勐海镇天伟小学 

第一小学（沿河校区）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县

捧当乡中心学校 
丙中洛镇中心学校 

茨开镇完小
普拉底

独龙江乡中心完小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云南省 临沧市 沧源县

糯良乡中心完小
勐董中心完小

国门小学
班洪小学
勐角中学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云南省 普洱市 澜沧县
竹塘镇中心小学

澜沧县县小
勐朗镇中心小学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云南省 丽江市 永胜县

永北镇第二小学
新营小学
片角小学
沿江小学
红军小学

ü 梦想中心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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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山县

FUTURE X 天际资本 澜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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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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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冲县

时代天使（意向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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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所学校筹备建设梦想中心

14所学校已参加7月“校长训练营”

200名云南教师将参加8月“梦想教练计划”

14个区县累积走访

15家捐赠方、16位合作伙伴的信任支持

一起帮助边疆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③

福贡县隶属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拉甲木底完小背靠雄伟的碧罗雪山，

面临原瓦贡公路和浩荡南奔的怒江。

学校目前在校生2508人，

设有57个教学班级，

这里的学生大部分为傈僳族、怒族，

少数民族占学生总数的99%。

曾是“地球褶皱”里“极贫之地”的福贡县在摆脱贫困后，

学生们上学不用再山上山下地来回奔波，

越来越多从贫困走出的学生与留守儿童，

在这里接受教育，有了认识世界、接触梦想的机会。

该如何改变一些家长落后的教育观念，

扩充紧缺的教育资源，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本领，

依然是扎在学校负责人心中的一根刺。



他们与梦想的距离有多远？

为此，真爱梦想联合倍轻松，

采访了学校教务主任，深入了解孩子们的情况：

很多学生家庭条件不好，没有稳定的收入，通过务农、打零工来

维持生活。多孩家庭中，父母因为经济负担重放弃培养孩子的大

有人在。只能依靠学校的特困生补助，再加上社会爱心人士帮助，

让一部分成绩优秀的孩子能继续完成学业。”

不同于教育发达地区的小学里每个孩子都能得到足够的关注，

拉甲木底完小师生比例为1:23，师资力量薄弱，

英语、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等老师更为紧缺，

老师们都希望能够尽最大的力量给孩子们提升教育质量。

而站在相对靠后的起跑线上，

这里的孩子与梦想的距离仍然稍显遥远......



一间“梦想教室”
撑起“巨人肩膀”

公益的力量能改变乡村孩子的未来，

一间敞亮、设备齐全的教室，

与城里孩子同等条件的基础设施，

帮助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增加与命运博弈的机会。

《为孩子建一间梦想教室》
已上线阿里巴巴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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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