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第一人称走访视角

 

德钦二小在德钦县奔
子栏镇，中间越过百米来
宽的金沙江，对面是四川
省甘孜州得荣县的瓦卡镇，
中国工农红军路过（2月
份我还半夜赶到住过一次
瓦卡，恍如隔世）。

甘孜和迪庆中间只隔
了金沙江，一路上还是可
以看到地震导致的山体滑
坡，路边的滚石、泥土都
已经被提示的锥桶给围起
来，损坏不严重。



下午3点到德钦二中，正好碰上了德钦县教育体育局张局长来
学校检查开学的防疫和学校其他准备工作，和局长汇报爱在边疆
在德钦四所学校进展，邀请局长参加计划10月中旬的捐赠启动仪
式，欣然答应。

阿堆校长带着我看暑期学校的维修，特别带我看了上次没给
我看的地方，还有幸见到二小的老校长。德钦二小是德钦第一所
在2011年开始集中化办学的学校（把学区完小、村小撤并集中办
学），学生全寄宿，有生活老师）。学校做了规划，属于“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阿堆校长说道：二小的特色是“以树为
本”，育人和种树是一样的，都需要时间培育。
学校从2012年开始，校领导带领老师种下1000
棵橄榄，第二年挂果收获，继续种，目前学校后
山密密麻麻种了2万棵，也是学生勤工俭学基地。
每年秋季收获的橄榄油出售一部分，给每个班级
3千的班级经费，老师们还可以分一点，剩下的
补充食堂经费，改善住宿学生的伙食。



德钦二小有两间梦想中心，2012年“腾讯筑梦空间”让位给今年新升

级的 7.0，原来桌椅还非常结实，阿校将他们安排到了隔壁的美术手工室，

作为手工室的工具桌和椅子。快10年的物资，一方面是质量真好，另外学

校也很爱惜。因为暑期整修的地方特别多，梦想中心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

以及马上要到的录播设备安装。因为疫情，原计划8月底的一星教师培训延

期，预计要在11月安排。

学校确实是一张蓝图绘到底，11年就在蓝图上，我和阿校说，和我家

装修一样，今年有钱就建个这个，明年有钱再建个那个，一点点来，持续添

砖加瓦让学校大变样。学校还在修弓箭场，还有个露天25*50的游泳池，水

是山上的泉水，不要钱，边疆的孩子真幸福。我和阿校打趣，这些可不能让

捐赠方知道了，我们上海的很多学校都没有游泳池。

谢鹏

记德钦县走访

2022.9.6



 

9月29日，“爱在边疆，点亮国门”项目启动仪式暨首间项目
学校启用仪式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腊竹底完小举行。

仪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福贡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孙运欢、福贡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和碧舟、福贡县腊竹底完小校
长霜晨云、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谢鹏、上海绿河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阳、宁波燕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增、
真爱梦想发起人、理事、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环球家族办公室负责人刘蔓、中金环球家族办公室副总经理肖飒等
出席仪式并讲话，对腊竹底完小、福贡县等边疆地区教育的合作发
展作交流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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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县（走访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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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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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 普洱市 澜沧县

云南省 丽江市 永胜县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亚东县/定日县/康马县

新疆自治区 喀什地区 巴楚县

新疆自治区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项目计划走访（2022.10-12）

省市自治区 地市州 区县 动作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维西县 项目推进
启动仪式

云南省 保山市 腾冲市 启动仪式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 各类培训落地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启动仪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市 富蕴县 推进项目落地
启动仪式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亚东县/康马县 项目推进



区县学校（截止至202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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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学校均建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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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筹资中
ü 民族小学已发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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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里甲完小

ü 4所学校已建设完毕
ü 拉甲木底完小筹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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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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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贺小学  

ü 勐海镇中心小学待发货
ü 3所学校筹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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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龙江乡中心完小已发货建设
ü 两所学校筹资中
ü 两所学校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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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门小学建设中
ü 4所学校筹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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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小学

ü 澜沧县县小、民族小学待发货
ü 其他学校筹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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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中

云南省 保山市 腾冲市

腾越镇第四完全小学 
腾越第三完全小学

下绮罗完小
腾越镇云山完全小学
腾越镇洞山完全小学

猴桥镇中心小学

ü 腾越三小已发货建设
ü 2所学校筹资中
ü 2所学校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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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楚县第四小学

ü 5所学校待发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乌恰县实验小学 ü 已建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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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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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岗乡中心小学

ü 少岗乡中心小学已发货
ü 其他学校筹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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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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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华集团 巴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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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生态合作伙伴
（排名不分先后）

合作伙伴
 叽里呱啦 英语流利说

VIPKID Find钢琴

运动梦想课 好字在

66所学校参与项目

12所学校已建设完毕

14所学校已参加7月“校长训练营”

200名云南教师已参加8月“梦想教练计划”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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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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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鸣谢捐赠企业

以上鸣谢排名不分先后，持续更新中

特别鸣谢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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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