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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在晴隆县教育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5月20-21日，真爱梦想在晴隆县大厂镇大厂小学为新建项目学

校开展为期两天的“一星梦想教师”线下培训活动。来自贵州省教师发展中心的田峥老师；贞丰县龙

场小学的代理霞老师、杨贤贤老师；铜仁市第二十六小学李国碧老师以及铜仁市正光小学谭晓凤老师

共赴晴隆，为爱发光，助力素质教育发展。

晴隆县一星培训

碧江区一星培训

为展示梦想课程的魅力、搭建梦想教师交流的平台、促进梦想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展现和推广优秀

的梦想课程案例，探讨梦想课程教学技巧，助力铜仁市第十中学及其他项目学校梦想教师更直观、更

深入了解梦想课程以及如何上好梦想课，真爱梦想特于5月27-28日开展铜仁市第十中学“一星梦想教

师”培训活动。讲师团队由铜仁一中初级中学王标老师、江口县淮阳中学郑运筹老师、铜仁市第十中

学潘亚平老师、铜仁市第九中学张丹老师、铜仁一中初级中学田金桃老师组成。贵州省梦想督导张光

兰、周建英女士以及真爱梦想员工朱定会出席活动开幕式。

线上培训

5月11-29日，贵州区域开展了贵州省课堂观察与反馈专项线上培训。天津市津南区沙龙秘书长，真爱梦想

志愿者讲师，2017年全国梦想好课堂展评主评委刘振洁；贵州教师发展中心，高级讲师，长期从事教师继续

教育培训、真爱梦想忠实粉丝，自2013 年开始，多次承担各级梦想好课堂展评活动评委、各类梦想教师和梦

想校长培训讲师，局长工作坊引导师田峥；湖北省老河口市教学研究室教研员，高级心理咨询师，中学高级

教师战建，三位老师参与了此次培训活动，作为嘉宾进行了指导66位学员来自贵州省16个区县的46所学校，

其中讲师、志愿者45名，占比69%，二星教师61名，占比94%。 



碧江区2022年“梦想课程”展示与研讨活动

为促进碧江区梦想课程的开展实施，展示梦想课程的魅力，搭建梦想教师交流的平台，5月24-27日，

碧江区教育局教研室特组织2022年“梦想课程”展示与研讨活动，本次活动共有23所项目学校的25位教

师参与此次活动，其中中学组6人，小学组19人。中学组评审组评委是松桃县第八中学杜前锋老师、江口

县淮阳中学郑运筹老师；小学组评审组评委是平坝区黎阳学校张涛老师、松桃县盘信镇完小袁仕忠老师。

江口县2022年“梦想好课堂”优质课展评活动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素养教育发展，促进梦想教师交流教研，，现以“梦想好课堂”展

评为契机，江口县掀起新一轮“课改”教学模式的浪潮，经江口县教育局研究决定于5月26-28日举办江口

县 2022年“ 梦想好课堂”优质课展评大赛。

   本次活动共有18所项目学校的25位教师参与此次活动，其中中学组9人，小学组16人。中学组评审

组评委是贵州省教师发展中学田峥、钭玉陶、江口县淮阳中学郑运筹老师；小学组评审组评委是铜仁市实

验小学滕敏老师、铜仁市实验小学尚宇芯、江口县第二小学陈怡老师。

            平坝区梦想课程教学展示与课堂观察研讨活动——好课堂活动

5月23日，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举行全区梦想课程教学展示与课堂观察研讨活动。此次活动由小水滴梦

想沙龙、梦之舟梦想沙龙主办，平坝区逸夫小学承办。来自逸夫小学、实验小学、平坝一小、红湖中学、

齐伯学校、黎阳学校等6所学校的10名梦想二星教师参加了活动，另有逸夫小学的数十名青年教师在学校

观课室观课。



                                2022年务川县梦想中心项目工作会议

    为了更好地支持和推动务川县梦想中心项目发展，促进素养教育和教师发展，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

充分发挥梦想中心项目的效益最大化，2022年5月11日在务川县第五小学成功召开了“2022年务川县梦想

中心项目工作会议”。务川县教育体育局简利锋副局长、青少年发展中心杨伟主任、陈妤老师出席了此次

会议，会议上贵州运营助理朱定会汇报了2021年务川县梦想中心项目贵州开展情况及2022年的下一步计划。

项目校的校长代表及老师老师代表对于本校梦想课程的开展经验进行了分享交流，会议最后简局长以四个

关键词“感谢、感动、希望、祝福”表示了对真爱梦想的感谢，对务川追梦人提出了新的希望。

                                 务川县沙龙启动会

   为了加强务川本区县的梦想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进一步积极推进务川县梦想中心项目发展，

提炼务川县梦想课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成果，在务川县成立了3支梦想沙龙，搭建了梦想中心项目学校

之间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5月12日在务川中等职业学校开展了“仡乡追梦”梦想沙龙启动会暨首次

研讨活动。活动中我们的志愿者，教师发展中心的田峥老师与梦想教师们交流分享了如何开展梦想课，

给老师们之后开展梦想课带来了很多方法和思路。最后所有成员校共创了2022年计划举办的一系列活

动，梦想老师们对于梦想沙龙将要开展的活动非常期待。

                           江口县“去远方”专项研讨会

    为助力一线梦想教师，提高对《去远方》课程的理解，帮助教师掌握完成本地研学创意任务所

必备的技能，同时能够带领学生团队实现本次研学探究的学习价值，在铜仁市江口县教育局的指导和支

持下，2022年5月28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特组织此次“去远方”专项研讨会。



                   贞丰县“梦想中心”和“运动梦想课”项目工作会议

 为更好的支持和推动贞丰县“梦想中心”项目建设和“运动梦想”课程发展，促进教师发展与职业

幸福，提升孩子全面健康成长的素养教育，充分发挥梦想中心和运动梦想项目的效益最大化。2022年5

月18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西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贵州区域经理蒲思

倩、贵州省教师发展中心真爱梦想志愿者田峥赴贞丰县教育局参与贞丰县“梦想中心”和“运动梦想课”

项目工作会议。

云  南

   5月8日-14日，西南运营主任真爱梦想西南运营主任华太才让、

云南大区经理杨海，走访了临沧市临翔区教育体育局、教师发展

中心，华坪县教育体育局、荣将镇中心学校，楚雄州永仁县教育

体育局及相关梦想中心学校，楚雄州武定县部分梦想中心学校，

昭通市彝良县教育体育局和部分梦想中心学校，对排课、开课、

新梦想中心建设等事宜进行了探讨，对下一步的合作达成了共识。

陕   西

为了加强梦想中心各项目学校之间的交流，提高梦想课程课堂教学质量，拓宽实施梦想课程的思路和方

法。5月17日至20日，在建设银行和相关项目区、县教体局的支持下，真爱梦想先后在汉滨区南门小学、岚

皋县城关九年制学校、紫阳县第二小学和汉阴县城关镇太平小学，组织了梦想课程教研活动，并邀请西北

区域梦想课程督导许春芳教授和资深二星梦想教师蒙葆宁老师到场支持，和梦想校长、梦想教师一起分享、

交流。

在教研活动中，各项目学校积极参与梦想课程观摩和研讨，深入交流梦想课程授课方法，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分享自己对梦想课程的认识和理解，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本次活动，让梦想教师对如何上好梦

想课程和梦想教师成长等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有力助推了梦想课程在各项目区县的开展。



湖   北

5月13日华南区域主任施诗走访湖北老河口

与老河口的21位梦想中心主任和6位沙龙秘书长共创梦想中心主任的职责，找到赋能梦想中心主任的原

型……

与局领导郝元朝副局长、教研室主任张立红交流、汇报，看真爱梦想如何助力区县教育走向优质均衡，

如何深化双方合作。

与战建老师走访学校，与校长、梦想老师交流，引发思考，收获颇多。

感恩梦想路上一直陪伴的各位梦想家人

福   建

   梦想课程以“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用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以“帮助孩子自信、从

容、有尊严地成长”为愿景，已深入人心，梦想课程从”会上课“到”上好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只有通过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教学教研才能实现。福建省的区县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也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值得借鉴。



内蒙古

   5月11日：武汉---银川----驱车200公里到阿拉善盟

   5月12日：基金会项目介绍，课程介绍，项目介绍。相关领导对项目很认可，初步达成4+1进行项目

试点推动。现阶段疫情影响，教体局先确定相关申报学校，我们提供相关项目资料（课程手册、教师

培训相关资料、案例文件等）

    5月13日：基金会项目介绍，课程介绍，项目介绍。梦想教育与

科普教育相结合进行探讨，期待基于科技馆，建设一所科技元素的

梦想中心（30万版本），将形成全国第一家科技元素的，建设在科

技馆内的梦想中心。将科技馆讲解员参加一星培训，连同师资培养，

开展每周2-3节的科技创客课程，配合安全课程+去远方课程，让阿

拉善的孩子课余生活不再是滑沙，而是更能结合国家双减政策下的，

德艺体美劳的素养发展。相关材料正在协会审批中。

15日：阿拉善---巴彦淖尔市

16日-17日 ：对接巴彦淖尔市教育局，以及杭锦

后旗教育局

1：走访市教育局，拜访李云生局长，对接教师发

展中心邬云艳主任，完成报告梦想中心到期情况，

了解二次合作意向，推动运营期学校持续开课；

2：确定市教育局反馈将对到期学校合作效果评

估后，就全市教师和校长培训合作进行探讨。

3：基于项目在当地的整体投资，目前需要提升

开课，由于原教育局负责项目跟进的老师即将退

休，需要重新确认后续负责老师。督导哈斯老师

需要进一步确认。

4：杭锦后旗行程临时调整为在线沟通，完成对

接，并确定了20套运动梦想课的采购，冯梁具体

负责与19所学校完成合同签订。

4：5月份冯梁对巴彦淖尔市进行走访，跟进对接，

明确意向，推动二次合作。



江  西

                     江西省赣州市2022年“真爱梦想”公益项目线上宣讲会

    5月12日，为推进2022年“真爱梦想”公益项目在赣州市各县（市、区）的规范申报与实施，完善真

爱梦想和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的运营协作机制，赣州市教育局与真爱梦想江西项目组联合举办赣州市级项

目宣讲会。赣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郭强主持并讲话，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胡斌致辞。

共计18个县（市、区）、67所学校的122人参加，赣州运营主管陈姣介绍项目进展及申报流程，南康区教

育事业发展中心曾祥尤分享《扬梦想之帆 助推南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经验。以期项目在赣州各县

区落地开花，让更多孩子享受优质素养教育服务，提升区域教育发展水平。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一星梦想教师培训

    为更好支持梦想中心新建学校有效落实梦想课程，助力教师成长，5月13日，由瑞金市教体局和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2022年瑞金市一星梦想教师培训在瑞金市红井小学梦想教室拉开了帷

幕。来自5所学校的50名梦想教师，在讲师团队的带领下，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追梦之旅。

                      江西省梦想课程省级基础教育研究课题在线指导会

   根据江西省教研室《关于做好2022年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5月17-18日，

真爱梦想江西项目组针对拟申报“梦想课程建设”课题的老师，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真爱

梦想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博，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博士万昆开展线上申报书指导会。共20余位老师参与，在选题，研究目标内容及方法等方面进行指导与交

流，提升了教师在课题申报方面的规范性和专业性。



   “综合实践活动”与“跨学科主题学习”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的实践育人路径公益云讲座

   5月29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北京市教育协会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委员会理事长刘

玲老师，带来“新课标” 解读的精彩分享。来自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第一中心小学江晓华校长及

其管理团队在圆桌论坛中，分享了学校维度推进综合实践课程的框架设计和优秀案例。

江晓华校长也入选由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真爱梦想共同举办的

第一届十大“卓越梦想校长”，并在5月21日的发布会上作为参会代表分享教育感悟。

 

                        江西省梦想课程教研组（梦想沙龙）活动集锦

   江西省各项目县区梦想课程教研组（梦想沙龙）积极开展梦想课程赛课及教学教研等活动。

吉安永丰：为更好运用“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课程理念设计好梦

想课，促进素养教育下的教师专业发展，5月7日和27日，永丰县“六一梦想沙龙”分别举办两期沙龙活动，

来自六一梦想沙龙六所学校的梦想老师参与活动。

                                        吉安永丰

为搭建梦想教师专业成长的平台，提高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更好地实施“双减”政策，帮助孩子自信、

从容、有尊严地成长，5月13日，永丰县“扬帆起航”梦想沙龙活动在永丰县实验学校梦想教室举行。本

次活动得到了县教研室领导及实验学校刘慧珍校长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时学校教务处把这次活动当成提

高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一次契机。来自“扬帆起航”梦想沙龙5所学校的部分梦想老师参与了本次活动。



                                          上饶德兴

    5月17日，上饶市德兴市“长乐梦”梦想沙龙在绕二小学举行，市教体局工会负责人、教育体育发展

中心副书记楼南良、教育体育发展中心部分教研员及长乐河片区（小学部）各学校梦想教师参加。本次

活动将梦想课程作为完善校本课程、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有力途径，向教育工作者传递了“问题比

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这一创新、多元、宽容的理念。

                赣州南康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双减”政策，探索素养

教育，优化梦想课堂，提升沙龙梦想课程的影响

力。赣州市南康区逸夫小学片区文峰沙龙于5月

19日在唐江红旗学校开展梦想课程交流活动，通

过开展梦想课程示范课、评课议课、如何备课上

课等环节，深化了教师们对梦想三大理念的理解，

以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路径。

                                       赣州安远

 为提升全县梦想教师的综合素养，提高梦想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促进梦想教师专业化成长，安远县

于5月开展“天工杯”梦想课堂优质课竞赛活动。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在"梦想课堂"的知识海洋

里扬帆起航。通过这堂课他们学会了很多生活知识，学会了创造价值、分工合作。学习的旅途中既刺激

又有惊喜，一路欢乐与幸福相伴，收获满满。

 

                                   九江庐山

 为更好实现梦想课程理念与学校教育的有机整合，把梦想课程作为推动校本课程,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的途径,传递“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的创新、多元、宽容的理念。

探究“以梦想课程为载体，促进师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实践成果展示以及梦想中

心学校的合作交流，共同促进梦想课程的开展和素质教育的推广，庐山市梦想沙龙活动5月27日在庐山市

第三小学开展。



四  川

   5月6日，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老师，四川

大区经理杨玎，西南梦想督导胡丹，四川省阿坝

州马尔康第二中学蔡文君老师，四川省阿坝州马

尔康第三小学方英老师，到凉山州西昌第十二小

学，凉山州喜德县李子乡晨光小学，开展梦想课

送课、教研交流活动。方英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

《去远方》课程，十二小老师展示了一节《艺术

生活》，课后老师们一起交流了梦想课程的教研。

   5月7日，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老师，四川大区经理杨玎，西南梦想督导胡丹，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

第二中学蔡文君老师，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第三小学方英老师，到凉山州昭觉县东方红小学开展送课教研

活动。蔡文君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有趣的《爱与梦想》，东方红小学的梦想中心还未投入使用，老师们在

讨论环节对即将到来的梦想中心和素养课程充满期待。

   5月7日，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老师，四川大区经理杨玎，西南梦想督导胡丹，四川省阿坝州马尔

康第二中学蔡文君老师，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第三小学方英老师，到凉山州布拖县特木里小学开展听评

课教研活动，与当地师生交流。

   5月8日，2022年布拖县一星培训在布拖县特木里

小学举行。布拖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副书记杨朝

斌，局资助中心主任李树堂参与了此次培训，杨书记

在发言中对基金会全资捐赠梦想中心表示感谢，并勉

励老师们在培训后积极开课。布拖县阿布泽鲁小学、

拉达乡小学、拖觉镇中心校和特木里小学共四个学校

的40位老师参与了此次一星培训。



   5月17日至19日，四川大区运营经理杨玎与大邑

县两位优秀的二星教师——大邑县韩场学校团委书

记杨小娴，德育处主任刘佳老师一同前往松潘县开

展送教送课教研活动，期间去往松潘县城关小学、

镇江九年制学校、松潘县中学、安宏乡同安小学与

学校领导、梦想教师们座谈。

    5月20日在松潘县安宏乡同安小学举办了松潘县第一次梦想课程教研交流活动，四川大区运营经理杨

玎与大邑县优秀梦想教师，大邑县韩场学校团委书记杨小娴，德育处主任刘佳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松潘

县教育局教研室、教育股等相关科室领导和四所梦想学校的校长及梦想中心主任老师的共同参与了此次活

动，杨小贤老师为孩子们带来去远方课程，刘佳老师带领学生们初次感受了运动梦想课的魅力，城关小学

和安宏小学的老师也进行了梦想课堂展示。

   5月20日下午，在安红乡同安小学，教育局相关科室领导和四所

梦想中心校校长、梦想中心主任共同出席了松潘梦想沙龙的成立活

动，松潘县正式拥有了第一个梦想沙龙。在沙龙筹备会上，大家举

手表决确立沙龙名称为——“松州同韵”梦想沙龙，还一致通过了

关于旗帜、理事、分工责任等内容。沙龙的成员学校们纷纷表示，

梦想沙龙的成立，让梦想中心学校拥有了自己的队伍，通过沙龙活

动，凝聚真爱力量，大家在一起，把爱传出去。

   5月31日，真爱梦想四川大区经理走访大邑县银都小学、大邑县苏家镇学校，与校长、老师等座谈

访谈，了解真爱梦想在学校开展的情况，此行也为基金会品牌部的拍摄搜集素材并协调拍摄活动，用

光影记录孩子们在梦想课程伴随下的励志童年。



甘   肃

   5月19日，甘肃省大区经理张国兵、青海省大区经理孙广智走访临夏市梦想中心学校，并参加由教研室

召集的临夏市梦想课程相关工作安排会，7所项目学校校长参加，各校就梦想课程实施情况进行交流，并

讨论确定了临夏市梦想沙龙架构和教研活动方向。

   5月22日-28日，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线上一星梦想教师培训顺利举办，该县二十一所梦想中心学校共

276位教师报名参与，本次培训由真爱梦想课程督导许春芳老师、孙辉老师进行指导，蒙葆宁老师担任领

队，王新丽老师、张宝方老师担任直播课讲师，西北区域其他区县的14位二星梦想老师担任陪伴教练，真

爱梦想西北区域与和政县教科局协调组织实施。本次培训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设计，除提供线上资源

及直播课外，充分调动参训学校教师形成学习共同体，利用教研时间开展线下共学，学员学习热情高，讨

论热烈，产出丰富。

广   西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华南运营小组于5月11日中午拜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原教育局副局长

冯雪梅，并发展冯局成为督导志愿者。下午走访广西省百色市右江第一小学，与学校校长、梦想中心主任

韦海成及10位梦想老师开展座谈会，了解了右江一小在排课、开课方面的情况，并向梦想老师们讲解了如

何在网页端和手机端进行开课分享的操作，收集了老师们针对梦想盒子的反馈意见。



    5月27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华南运营小组广西大区经理陈远莉针对隆林县开展线上宣

讲，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县教育局领导、电教站全体成员、县直中小学校长、第一创业党办乡村振兴负责

人孙晶参会。宣讲会主要向教育局领导、校长介绍了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起始、使命、愿景，梦想中心

项目的落地、运营，以及真爱梦想和第一创业的合作历史背景。会上隆林县教育局领导表示希望梦想中心

项目尽快落地，落地后学校认真落实项目，积极参加培训，开展梦想课堂，与第一创业、真爱梦想携手为

孩子们创造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

海   南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及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华南运营小组海南大区经

理陈远莉、项目运营专员梁雪嫣邀请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黄流中学郭丽、刘青霞两位老师于5月

19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中心学校开展梦

想课程示范课及研讨会活动，活动现场还聚集了来

自昌江黎族自治县霸王岭学校、昌江黎族自治县红

田学校、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学校、昌江黎

族自治县乌烈镇中心学校的近30位梦想老师，活动

获得了孩子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5月19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及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发展中心华南运营小组大区经理陈远莉、项目运营专员梁雪嫣走

访了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学校、乌烈镇中心学校，查看了学校梦

想中心建设竣工进度，向梦想中心主任再次讲解了排课的操作以及开课

的必要性，了解了学校在开展梦想课程相关工作方面的需求。 



   5月20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

心总干事庞宗平及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

心华南运营小组海南大区经理陈远莉、项目

运营专员梁雪嫣拜访了海南省教育厅，向李

燕仪厅长汇报了上半年海南所有项目点的进

展及运营工作，李厅长对此表示了认可，并

希望真爱梦想海南团队的伙伴继续按照协议

推进相关工作，省厅也愿意对必要的工作提

供支持。

   5月25日-31日，来自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42位老师参与为期一周的线上教练计划培训，

老师反馈良好。另有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濛江镇中心校、藤州镇潭东中心校 、藤县潭津中心校、

藤县天平镇中心校 、藤县新庆镇中心校 的5位校长参加了校长培训。

重    庆

 2022年5月7日，期待已久的重庆市黔江区一星梦想教师培训终于在沙坝镇中心学校揭开序幕！参会人

员有黔江县教育基金会樊秘书长一行3人，真爱梦想西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重庆大区经理高树存，来自桃

花源之乡-酉阳县的两位优秀讲师张翠容、杨绍军老师，沙坝镇中学周校长及参训教师20人。培训开幕式上，

沙坝镇中心学校周校长致欢迎词，表示将不辜负捐赠方中信银行的期待，将梦想中心项目长久的做好、做

优。黔江县教育基金会樊秘书长也表示会一如既往支持黔江区与真爱梦想的持续合作。真爱梦想西南区域

主任华太老师对学校参会人员提出展望与希冀，希望学校用好资源，培养出更多自信、从容的追梦少年与

追梦教师。大区经理高树存做基金会介绍及重庆市运营介绍。两位讲师为参训老师们带去了一天精彩纷呈

的团建课、示范课、梦想课程理念解读、集体备课及评课观课等精彩环节。一天的培训匆匆而过，期待老

师们学以致用，让梦想课程落到实地，梦想已启航，未来可期待！



西   藏

            雪域03号梦想中心捐赠仪式

   5月27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少岗乡中心

小学举行了线上线下互动捐赠仪式，共同见证该校

“梦想中心”教室的落成。这是东方财富证券在西藏

地区捐赠的第三间 “梦想中心”（雪域03号），为

帮助西藏地区的孩子实现素养教育梦想。

   东方财富证券的代表栗总、康马县教育局局长次

仁顿珠参加了本次捐赠仪式。

        运营走访曲水县  推动运营合作

    5月26日，庞宗平总干事一行走访了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教育局和学校。在曲水县中学，

就学校开展《去远方》课程并参加跨省研学申请

进行了交流，同时也讨论了2022年秋季学期增加

《职业人生》课程的计划。在曲水县小学向新任

职的校领导介绍了项目情况，签订子合作协议，

并就梦想教室物资的发货时间进行了确认。在曲

水县教育局，明确了双方合作助力当地教育发展

的初心，在现有2所梦想中心学校的运营基础上，

讨论了针对曲水县教师专项培训合作的可能。

        走进边疆  国门学校项目推动

    5月29-30日，庞宗平总干事一行拜访上海援

藏工作组在亚东县教育局挂职副局长兼任亚东县

中学校长的帅凯翔，在其推荐下走访了亚东县实

验小学、上亚东乡小学、下亚东乡小学和帕里镇

小学。明确了以实验小学为核心校，辐射带动周

边4-6所乡镇小学，实施“国门学校”项目的方

案。该项目的实施，计划由真爱梦想筹集一半资

金，由上海援藏项目经费支持一半资金。

真爱学生



5月份运营数据

运营走访
运营期内排课学校数：1496

运营期内学校总数：   2306

培训场次
一星培训     8场 825人

真爱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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