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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24日，疫情虽重重，在严格落实

精准防控的情况下，大河之南迎来了全国四

省市十五县市的梦想校长，参加第45期真爱

梦想校长训练营的培训。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致力于促进中国教

育的均衡发展，推动儿童的素养教育。校长

来到这里参加培训，两天后校长们能带走什

么？能否了解真爱梦想的使命与愿景、课程

体系？能否通过两天的培训唤醒校长？回到

学校后能否想出各种办法为老师开课创造条

件？能否躬身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让我

们一起走进培训，走近梦想校长。

   9月23日早晨，校长训练营拉开帷幕。开幕

式由来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的项目经

理姚瑶老师主持，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

事、上海静安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副理事长

胡斌老师开幕致辞。

   在致辞中，胡老师这么说：因为水灾、疫

情，这是一次姗姗来迟，但是温情满满的相聚。

真爱梦想长期以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

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帮助孩子自信、

从容、有尊严地成长为愿景，本着孩子全面发

展第一的价值观，在这些年来，将梦想中心公

益项目带进了全国800多个区县的近5000所学

校。在介绍了真爱梦想的发展历程后，胡老师

介绍了本次培训的讲师、助教团队。胡老师说，

这些红衣小伙伴们都是“梦想教育”的先行者、

受益者，期待参训校长和真爱梦想家人一道，

同心共济为孩子，帮助孩子们成为求真、有爱

的追梦人。

一场赛跑的真爱梦想校长共学



    开班仪式后，讲师团的樊战杰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快乐的破冰环节。樊老师用“五指山”——我是谁、来

自哪里、学校名字、在管理岗位上的时间、对梦想课的初印象——这一方式，引导校长书写自我简介、进行

组内交流，与自己有相同点的相互签名、留下电话，看谁认识的伙伴多。接着，培训场上校长们在樊老师的

邀请下离开座位，找到伙伴开始交流、收集签名，交流完一个再了解下一个。移动的脚步，亲切的交流，让

拥有教育情怀的校长们之间找到了共同点。校长们之间从陌生到露出笑脸，心灵与心灵的距离已经消除。在

回到座位后的小组团建环节里，校长们利用十分钟时间，快选出组长、控时员、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并且

一同设计本组宣传海报和口号。时间虽短暂，大家的心已在一起！

    上海真爱梦想课程研究院执行院长周文胜为校长们讲述了《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梦想课程与学校课程建

设》。周院长结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等方面进行了纲领性的解读。从什么是课程建设、为什么学校要进行课程建设、新系统

如何建构、素养何以生发四个方面，使参训的校长进一步理解了课程是育人的载体。梦想课程是面向中小

学生研发、推广素养教育的课程，是以培养全人为目标，以帮助学生成为“求真、有爱的追梦人”为价值

追求，以合作、体验、探究为基本的学习方式，是与基础教学学科课程互补的结构化的课程体系。通过课

程为学生设计一段成就自我、发现意义的学习旅程。



    9月24日的培训环节由嘉宾经验分享开始。周晓峰校长分享了《我和真爱的故事》。作为校长，周校

长拥有饱满的教育情怀，历经四所学校，四所学校全部建成梦想中心。周校长思考：我能给朝夕相处的老

师们带来点儿什么？我们也思考：为什么周校长走到哪里就把梦想中心建在那里？相信真爱梦想的理念、

课程让他看到发生在老师和学生巨大变化。他在介绍中说，学校的老师上完梦想课后还会不断地参加基金

会组织的各种培训，获得了更多走出去学习、见识的机会。在此过程中，老师们积极申请二星、成为二星

讲师、参加教练计划。不断成长的老师教学观念变了，师生关系变了，课堂变了。

而这些变化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学习状态的改变和教学效率的转变。孩子们通过梦想课堂有了更多展示的舞

台。他们还通过去远方课程，真正实现了到上海去的梦想！孩子们走出山村那种喜悦、懵懂、怯懦的眼神

和表情触动了周校长，而去远方归来的孩子们因为经历变得自信、从容！

     最鼓舞人心的环节可谓胡斌老师和姚瑶老师带来的英雄之旅。胡斌老师从“英雄之旅您想到谁？”

这一话题引入，讲述了潘江雪老师的英雄之旅。英雄就是能战胜个人和当地的历史局限的人。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人生旅途中接受考验的挑战者。只有接受生活的召唤，踏上考验的旅途，生命才能达到丰富多彩的

境界。

    学校中的梦想中心建好了，第一批的梦想教师也完成了培训，在这之后，学校如何开启梦想课程，

带给孩子持续的陪伴和成长呢？为了让校长们更好的接力梦想中心项目众多的资源，华东区域主任刘

国兴介绍了真爱梦想的公益产品——硬件：梦想教室；软件：梦想领路人培训、38门梦想课程；运营、

服务：开课奖励、活动引领、培训赋能、基础保障；学校实施方案：分管梦想课程校长、副校长，梦

想中心主任、积极的骨干梦想教师……刘国兴详细的介绍是校长们可靠的保障，为大家带来了创新的

信心——我们相信，只有改变教育工作者，才能改变教育。



         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喜庆枫叶红遍，千山层林尽染。线下疫情阻拦，线上云端相见，10月
15日上午8时30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位校长在上海真爱梦想的链接下相聚云端，共谋成长。第14期线上校
长训练营在不断的迭代和精心筹备下如约而至，训练营在主持人唐嘉营富有磁性和激情的邀请中拉开帷幕，
首先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致欢迎词并简单的介绍了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缘起，
使命愿景，梦想课程，教师成长路径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随后由讲师邓巧莉带领大
家彼此问候，好似一曲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问候多重唱，身影远在天边，心情近在咫尺，随后便是干货满
满的硬菜。

“远”“近”有线 “真爱”无边



福建
      10月8-10日，上海真爱梦想发展中心福建大区经理肖

志华在武夷山市开宣讲会，参加会议的有教育局李副局

长、吴副书记及2位秘书长和16位校长。会后选点走访8
所校。

   10月12日，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和运营助理胡俊在

龙岩市新罗区开宣讲会，参加会议的有新罗区教育局督

导室副主任林夏慧、新罗区教师进修学校书记兼校长陈

英敏、18所学校相关40余位校长和分管教学副校长。陈

校长听完后表示，梦想课程的开展十分有利于双减政策

的落地和课后服务的开展，期望各学校能积极参与。

       10月13-14日， 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和运营助理胡俊选点走访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庐丰中

心小学、古田中心小学等8所校，其中5所拟新建梦想中心，3所拟升级梦想中心。期间，与各校校长座

谈，讨论梦想中心选点、配资问题以及后期的计划安排。



   10月17日，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走访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参加座谈的有校长江

鸿、中心主任陈珍，交流排课开课及安排线下一星培训问题。

      10月18日，福建大区运营助理胡俊走访了新罗区紫金山实验学校，向30多名老师讲述如何认证成为梦

想老师，以及梦想盒子的使用方法，便于学校排课、开课。

   10月18-19日，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走访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大学生开讲座，参加的学生有梦想

课程兴趣小组的全体成员30多人。

      10月21日，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顺昌县梦想课程秘书长谢淑英、顺昌县梦想沙龙三位副秘书长：邱

晓敏、谢芳、李桂玉及二星讲师陈小娟齐聚顺昌县教师进修学校共同探讨顺昌县本学期的教学教研工作

计划。同时确定11月上旬由与会人员作为讲师团，在顺昌举办一期70人的一星教师线下培训，并对培训

课程进行了分工，确保培训顺利进行。



    10月18日，真爱学院李艳艳，江苏大区经理

钟履晔一行拜访了启东市教育体育局，与教体局

王晓东主任，林玲科长就启东专项进行的深度的

交流和沟通。自2021年年底，真爱梦想在启东市

开展了三所学校的学校诊断项目及校长实战班项

目。此次沟通，主要围绕着上一阶段的项目进展

汇报及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展开，进一步了解启

东教体局的需求，并为推动后续的进一步的深入

合作做准备。

    9月6日，常州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谢峰，常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胡红，江苏大区经理钟履晔

一行走访三所局属学校，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常州市虹景中学。钟履

晔向各学校介绍了7.0梦想中心建设及后续支持服务。走访的过程中，调研团队与各校进行的深入的探讨，

信息化的梦想教室、梦想课程如何助力学校发展。3所局属学校梦想中心将有望在年底建成。

江苏

   10月份开始，常州市启动局属学校调研计划，胡红督导与江苏大区经理走访局属梦想中心学校，调

研了解学校梦想教室升级需求及梦想课程开展情况。



    课程方面，作为真爱梦想与常州市双方

新五年课程合作的首个重点项目，项目将探

索在新课标引领下，深入挖掘劳动在育美上

的育人价值。以让学生在课程中提升美育素

养与劳动素养为育人目标，以跨学科统整和

项目式学习为载体，以课题组运营和深度咨

询服务为路径，基于6所项目试点学校已有课

程及活动实践，校内外空间场景资源，提炼

，整合梳理形成一校一品的劳动育美，跨学

科PBL主题课程及学校空间及课程融合的实

施案例。并实现劳动育美课程产品化，形成

赋能学校持续自我造血的经验和方法。同时，

在第一年项目试点的基础上，初步对教育局

、学校、基金会、企业多方跨界合作推动课

程研发项目实施路径，经验、流程进行总结，

展示“常州方案”的经验和价值，为下一步

在区域内推广复制做准备。10月份，劳动育美PBL 项目式主题课课程正式进入学校课程研发工作。图为10

月18日常州武进区宋剑湖小学建模课程第一场研发共创会现场合影，来自学校方的课程研发主创团队参与

了此次课程研发主题共创会。

10月25日，云南省疫情稍稍缓解的间隙，

云南省大区经理杨海立刻开始走访梦想中

心学校。先到普洱市宁洱县勐先小学，与

校领导班子成员讨论开课、讲师支持、图

书项目等事宜。后到腾冲市猴桥镇中心小

学——这所2012年就有第一间梦想中心的

国门边境小学，多年来一直坚持上梦想课，

让老师们有更多的成长平台，让孩子们有

更多的机会获取学习机会，老校长和新任

校长都倾心支持梦想课程，衷心觉得梦想

课给学校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云南



    10月26日,疫情稍稍稳定，云南省大区经理杨海走访普洱市宁洱县勐先小学，与该校王校长和四

星梦想老师董祝等讨论梦想课程排课、开课等运营及邀请董祝等几位老师组成的讲师团队，支持云南

的一星培训等事宜，长期以来，宁洱勐先小学有董祝、杨家顺、苏娅、杨传彬组成的讲师团队，支持

了云南的各各州市的多次的一星培训，给云南的梦想课程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支持。

    10月28日-11月3日，云南省大区经理杨海和品牌部同事张振昊等走访腾冲市猴桥小学，猴桥小学

地处边境口岸，学校第一间梦想中心始建于2012年，第二间建于2018年，学校多年来一直坚持梦想课

程的开设，师生们从中有良好的体验和成长。近期，基金会理事、著名演员陈数将到该校走访和拍摄，

会给学校有更多的机会，也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所“极边第一城”的国门学校。



    河南省益童美好空间项目每周坚持做好运营分享。每

周一进行开排课数据的共享，让更多老师清晰明了地看到

项目的最新进展。每周二和周四进行课程资源信息的分享，

让更多老师了解到梦想盒子中强大的课程资源，了解盒子

的多种用途。每周三对于开课老师进行鼓励，并制作梦想

教师分享系列，让老师们的努力和孩子们的成长被看到。

每周五进行读书笔记的分享，老师们共同进步，获得思想

上的碰撞。

 10月，真爱梦想联合区域教育局分别在抚州市南城县、赣州市安远县、赣州市章贡区举办了3场

一星梦想教师培训。此外，考虑疫情影响，同步举办1场线上一星培训。累计51所学校、248位老师参

与培训，培训让老师们在深度的体验和参与中，了解梦想课程的教育理念以及授课方式，迈出了梦想

路上的第一步，激发老师们对于梦想课程的热情，为后续梦想课程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河南

江西



  为加强梦想中心学校的合作和交流，激发梦想教师参与梦想课程的积极性，促进梦想教师的专业

成长，逐步实现梦想课程理念与学校教育教学理念的有机融合，10月12日，芦溪县“为梦牵手”梦想

沙龙活动在芦溪镇中心学校报告厅举行。真爱梦想萍乡市大区经理张恺昕，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王红，县教育局教研室全体教研员，芦溪镇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刘志坚，13所真爱梦想学校

的业务分管校长及梦想老师、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10月，真爱梦想江西项目组各大区经理走访了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上饶市横峰县、德兴市、

婺源县，萍乡市芦溪县，新余市渝水区，赣州市信丰县、兴国县，景德镇市的教育局及项目学校，通

过与教育局项目对接人及学校校长、梦想中心主任、梦想教师座谈交流，观摩梦想课程，了解学校目

前梦想课程开展情况，沟通学校需求，给出选课建议，并协作完善区域运营方案，达成共识，共同为

区域素养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努力。

  由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资助发起，江西省寻乌县教科体局和真爱梦想共同承办的“童画未来”

美育项目首场线下活动在10月21日于寻乌县实验小学开启，项目学校的20余名教师参与。梦想团队给

教师们带来了丰富的《艺术生活》培训，帮助老师理解艺术教育、树立教学自信，帮助教师发现美、

感受美、创造美，助力孩子成为中国美的传承者和缔造者。



海南
    10月20日-31日期间，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海南大区经理陈远莉、运营专员梁雪嫣与海南

第一批项目区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研训中心梦想课程督导林芝科主任、叉河镇中心学校、红田学校、

霸王岭学校、乌烈镇中心学校、乌烈镇峨港学校、定安县梦想课程督导刘位武老师、琼海市阳江镇

中心学校、石壁镇中心学校、潭门镇福田小学、万泉镇东升小学、博鳌镇朝阳小学分别组织举行了

秋季学期梦想课程推进线上交流会。教育局督导、各校校长、梦想中心主任及梦想老师参加会议，

并在会议中积极反馈，对于老师们提出在开展梦想课程时遇到的疑惑、困难或是需求，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一一做出回应，进行解答，并为部分新老师讲解了选课思路、开课分享的操

作及其背后的意义，老师们均表示在尽可能多地上课、开课，把精彩的梦想课程内容带给学生们。

    10月25日-31日期间，因受深圳疫情影响无法到海南

实地走访学校。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海南大区经理陈

远莉组织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三亚

市、五指山市四个市县的梦想中心新建校及当地梦想课程

督导召开了线上工作推进会。会议上主要由海南大区经理

陈远莉向各校介绍了梦想中心建设竣工后需要推进的工作，

包括竣工报告的提交、梦想中心主任的职责以及人选确定、

如何选择梦想课程、梦想中心主任如何排课、线上一星培

训报名、梦想老师如何做开课分享操作等交流。



    10月21日，广东大区经理梁雪嫣走访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向新任梦想中心主任林小

漫老师了解到学校线下已经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及教学工作安排选择好了梦想课，且林小漫主任表示对

学校的老师们对于梦想课程都较为认可，希望能够通过本学期的尝试，慢慢将梦想课程在学校更多年

级开展。广东大区经理梁雪嫣着重向林小漫主任介绍了梦想课程选课、排课以及开课分享的操作，并

邀请学校新梦想老师参加线上一星培训，以便为后续梦想课程的开展奠定基础。

广东
       10月11日，广东大区经理陈远莉走访广州市番禺区星执学校、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小学，与捐方一
同了解学校开展项目情况，沟通目前排课选课困难，共同商议如何推动广州学校下一步的项目发展。

    10月17-31日，华北小组走访内蒙古赤峰市教育局，对接全市推广合作建设梦想中心事宜，先

后走访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宣讲、选点，对接林西县教育局，走访看望参加99公益日筹款活动的校

长和老师，通过此次走访，突破了新区域，选点学校已开始提交风控材料。

内蒙古



    10月13日，务川县教育体育局邹副局长及青少年

发展中心陈妤老师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西南

区域运营专员朱定会，走访柏村中心完小、茅天中心

完小、分水中心完小、大坪中心完小，了解秋季学期

各校开排课情况并为学校答疑解惑，同步了秋季学期

“童画未来公益计划”美育的相关事宜以及梦想好课

堂展评活动的相关事宜。学校普遍表现出想要观摩好

课的意愿，并且希望梦想课程和教师成长能够获得真

爱梦想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支持;后续将陆续邀请

经验丰富的梦想教师送课。

       10月21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定向捐赠的
江口县生物多样性科普项目开幕，此项目是真爱
梦想携手江口县教育局定制化服务的探索。开幕
式上邀请了江口县人民政府、县委常委张弛副县
长做开幕致辞；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西南区
域运营主任华太才让作讲话；江口县教育局党组
成员雷江文同志、江口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杨荣
洪、生物学科教研员邓明高出席开幕式。
此次生物多样性科普项目，主要针对于江口县29
位初中生物教师开展基于PBL的乡土生物多样性
科普培训及在地素养教育课程资源研发，助力江
口县拥有的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实现长
远保护，向下一代充分传递生态理念。

       10月10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贵州梦想督

导张光兰、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走访了铜仁市第五

小学、铜仁市第二小学，推进两校秋季学期梦想课

程实施，向学校推荐了2.0课程及教师培训。 与第五

小学杨丽蓉校长讨论了7.0梦想中心及后续的建设计

划。

贵州
        为了更好的支持黔渝大区一星教师培训

及沙龙启动仪式的讲师组建团队，完成分工、

筹备相关的备课工作，我们于2022年10月9
日开展了黔渝大区运营活动线上讲师培训，

统一做目标梳理、议程解读和交流答疑讲师

们，培训过后讲师们对即将开展的一星梦想

教师培训充满了期待。

 



        10月24日上午，在江口县二小梦想教室召开

全县梦想中心项目学校2022年去远方专项总结会，

县教育局正科级干部雷江文和教研室继教负责人

邓明高参加，贵州省梦想督导张光兰到会，并做

了江口县去远方项目实施汇报。李丹代表二小做

学校实施分享、郑运筹作省内外领队分享，三中

杜亚亚、凯德完小蒋贵仙和民和镇初级中学万露

分享了带学生去远方的经历，最后，与会老师们

分组讨论了“下一次我们怎么优化？”。大家理

清了思路，总结出了经验，提出了改进措施，对

实施去远方这门课程目标更明确了。期待有更多

师生体验去远方这门课程，提交出更多高质量的

旅行方案。

        10月24—26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走访了罗甸县、平塘县梦想中

心学校，罗甸县在国投集团的定向捐赠下建设了6间梦想中心，项目实施得到了罗甸县教育局的大

力支持，此次通过开展送课交流、走访座谈等形式，进一步推动梦想课程的开展与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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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县掀起新一轮“课改”教学模式的浪潮，经务川县教育体育局决定于10月25-26日举办

务川县 2022年“ 梦想好课堂”优质课展评大赛。

          本次活动共有15项目学校的16位教师参与此次活动，其中中学组2人，小学组14人。中学组评审组

评委是务川县第四小学校长、真爱梦想卓越梦想校长肖萍、务川城关中学文红老师以及务川中等职业学

校“仡乡追梦”沙龙秘书长雷蓓蕾老师。小学组评审组评委是务川县第一小学梦想中心主任舒远贵老师、

“警翼彩梦”沙龙秘书长田丹娅老师、第三小学二星梦想教师杨勇老师、第四小学梦想中心主任王宇老

师、第五小学梦想中心主任徐婷婷老师。

本次展评活动，展示了“梦想好课堂”的魅力，进一步促进了梦想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在教育探索的

路上，“多元、宽容、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将继续引领老师们追梦的脚步。

         10月31日“童画未来”项目贵州场培训正

式开启，务川县教体局邹副局长、县美术家协

会主席，县教体局美术教研员肖主任到场支持，

希望通过此次《艺术生活》课程专项培训，帮

助教师们打开思路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

中。也希望孩子们在美术课上享受乐趣、发现

美，感知美，创造美。

         10月，真爱梦想四川省运营与资中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一起共举办9场一星培训，参训教师逾

370余人，覆盖新、老运营学校22个。本次培训的讲师队伍全部来自于资中县本地的二星、三星、四星

教师，用时3个周末圆满完成了一星教师培训，不但激发了一线教师新梦想老师投身梦想课的热情，也

锻炼了资中资深梦想教师向梦想讲师前进。此次培训过程中，四川运营经理杨玎与西南督导胡丹老师

全程参与其中，西南管培生梁文秀和韩易笑也一起在队伍中担当基金会介绍、现场筹备等具体工作。

资中县教研室每一场都有2位以上教研员作为学员参与其中，并对培训给予高度评价，梦想课程在资中

生根发芽十余年，涌现很多优秀的梦想教师和梦想学校。资中接下来还将在新建学校、教师培养、梦

想嘉年华等活动中与真爱梦想深度持续合作。

四川



梦想中心的孩子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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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

培训场次
一星培训     9场 1370人

真爱
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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