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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4日，基于全国疫情爆发，华东区

域及河南省大部分区县都在进行线上教学，

梦想老师开展线上梦想课程过程中存在许多

问题无法很好解决，同时10月份开始线上培

训的一星梦想老师没有开展梦想课程的经验

和储备的现实状况下，华东区域小组联动新

密市、中原区线上开展梦想课程经验的老师

策划组织了本次线上梦想课课例观摩及经验

分享活动。

   真爱有情线上联结，梦想给力云端赋能。

12月14日19时整，本次线上分享会在华东区

域主任刘国兴极富感召力的主持下相约而始。

来自河南、陕西296位老师相聚云端。

河南

湖北
    2019年的夏天，浠水教育因真爱梦想的

到来，注入新的活力。为期三年的发展，浠

水县梦想教室已由原来的六所，增至如今的

七所，惠及师生近万人。近日，为推动浠水

梦想课程的有效实施，促进梦想教师的发展，

更好的服务于学生，提高育人质量，全县开

展了梦想好课堂的评比活动。

   各校梦想教师齐上阵。第二实验小学的

梦想教师刘卓倩通过绘本《小蓝和小黄》，

带领学生走进色彩的魔法世界。孩子们在

“彩色魔法变变变”、“拼贴魔法撕撕撕”

的游戏中，感知色彩的魅力，快乐无限，精

彩无限。

福建
       12月2-16日，福建省德化县尚思小学、

德化县洵中中心小学、德化县第五实验小学、

德化县第三实验小学、德化县龙洵中心小学、

德化县实验小学、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各校

均开展了梦想课程理念渗透学科理念教学研

讨活动。为德化县梦想教师搭建了互相交流

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梦想课堂教

学水平，把梦想理念运用到学科教学中，促

进梦想理念与学科教学的有效融合，让孩子

们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成长。



        12月9日，福建省长汀县“汀州扬帆”梦

想沙龙在南山塘背小学开展了2022 年冬季长

汀县梦想课程研讨活动。本次活动共开设了

五节梦想示范课、两场专题讲座及评课议课

环节。课后，长汀县教师进修学校梦想督导

员赖秀芬老师对梦想展示课进行了深入的点

评，她指出，梦想课程就是要传递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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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汀州

扬帆”梦想沙龙秘书长林泉玉老师作《梦想

游戏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专题讲座；县进

修学校朱晓平主任作《梦想与语文携手，理

念与实践结合》专题讲座。此次“研训活动”

以新梦想中心校的建立为契机，引发了对“如
何将梦想课程理念渗透到学科教学”的深度思

考，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为新建梦想中

心校开展梦想课程的教学起到了很好的引领

和推动作用。

       12月13日，福建省运营助理胡俊为加强

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紫金山实验学校的联

结，推广梦想课程的课程模式，以教学实践

加深对梦想课了解，特前往学校上了一堂梦

想课《和谁一起去远方》。孩子们通过此节

课程学习到了如何在团队中进行决策，激发

了他们对去远方的想象。胡俊深刻体会到：

要真正上好一节梦想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情。老师作为引导者，要提前考虑到课堂中

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需较强的课堂组织

能力。与此同时，通过亲身体验从备课到上

课的全过程，增强了对老师的同理心和对梦

想课程的了解，有利于后期开展相关运营工

作。

       12月14-15日，德化县教育局举行2022年
梦想课程理念渗透学科教学“送教送培”华

南区现场直播活动，华南六省梦想校长和梦

想老师，德化县各梦想中心学校分管教学副

校长、梦想中心主任、梦想老师参加了本次

活动。德化县人民政府督导室副校级督学黄

文元、德化县教育局思政股负责人陈剑锋、

德化县第五实验小学校长涂培坤等领导莅临

现场指导。本次活动12名老师共同秉承梦想

课程理念，将梦想课程理念渗透到学科教学

中，上了十二节堂精彩的示范课，涵盖数学、

语文、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等多个学科。

课程结束后，涂培坤校长分别作专题讲座

《新课标视域下梦想课程理念如何渗透到学

科教学中》和《以综合实践活动为例谈梦想

课程理念如何渗透到学科教学中》，为各位

梦想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引。此次教研活动，

为梦想课程与学科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进

一步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创新教

育理念，聚焦梦想赋能，唱响课堂变革“好

声音”。



        12月18日，顺昌县教育局组织召开了

2022年福建省顺昌县综合实践活动（梦想课

程）教学研讨会。福建省大区经理肖志华、

教育局初教股谢林勇股长、教研室谢淑英副

主任及全县20名梦想中心主任和梦想教师代

表等参加了此次活动。会议总结了2022年梦

想实施工作的成果，讨论布置了2023年各校

以及沙龙教学教研工作。期间，谢林勇股长

在梦想课与学科课程融合中提出“以问题为

导向，以目标为方向”的观点，同时指出：

中心主任是梦想课程的执行者、安排者，梦

想课程开展如何与主任息息相关。此次研讨

会圆满结束，相信顺昌县的梦想教育来年会

更好。

云南
    12月18日下午，世界短道速滑冠军大

杨扬、新民族音乐人阿朵、网红博主ALEX

在云南个旧宝华小学开展“一堂大山里的

寻梦直播课”的主题直播。在疫情严峻的

大背景下，在宝华小学的老师、学生每天

有人生病，宝华小学依然全力支持临时接

到的支持，最终在线人数超过300万+！圆

满完成了直播计划。

    12月20日，云南大区经理杨海与捐方

代表林蒙老师走访绿春县教育体育局，和

卢副局长、陈副局长交流两个小时，探讨

梦想中心建设事宜。绿春县是红河州最贫

困的县，原名“六村”，1958年建县时，

周恩来依据境内“青山绿水，四季如春”

的特点，亲自定名为绿春，和越南接壤。

贵州
    12月15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西南运营专员朱定会走访遵义市习水县东

皇七小，土城镇中心小学。

    与东皇七小李明刚校长、分管教学的李

鹏飞校长以及梦想中心主任王露萍老师交流

了学校梦想课程开展情况，针对学校排课开

课所遇到的难题，制定了23年春季学期安排

线下一星培训的计划。



   与习水县土城镇中心小学，与学校分

管教学等王媛媛校长、分管德育的黄水仙

校长、教务处主任袁远爱主任就学校梦想

课程开展情况进行交流，针对学校教师流

动大，梦想教师少，对梦想课程的了解不

足等现状，制定了送课交流等活动。

    12月15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

展中心贵州大区经理朱定会走访了大坡镇

中心小学，与大坡镇中心小学韦婷梅校长

及梦想老师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向韦校

长及陈甜主任介绍了怎么中心项目，分享

了真爱梦想教师培训体系及梦想课程对于

学校丰富校本课程、课后服务内容的重要

意义。校长、主任以及梦想老师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针对学校梦想教师调动比较大，

现在梦想教师较少，对于梦想课程的授课

没有经验等现状，双方达成共识，计划于

23年春季学期开展送课交流活动。

   12月15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邀请余庆县教育和

体育局教研室陈定艳主任、陈贵富老师，

一同走访余庆县梦想中心项目学校，通过

走访余庆县龙家小学、余庆县敖溪中学、

余庆县实验小学、余庆县城关一小，了解

梦想课程的实施情况，并通过开展座谈交

流会议，向梦想教师介绍五星教师成长体

系及部分区域梦想课程探索梦想家长会、

德育工作等融合的案例，共创了各校2023

年教师成长计划。

重庆

    12月5日，四川运营经理杨玎应长宁

县教育局邀请，参加长宁县梦想教育年度

总结会，会议由教育股母良琼股长主持，

11所梦想中心学校校长每人在会上就本学

校年度工作做总结，对下一学年怎样扎实

开展梦想教育进行规划。杨玎在校长发言

后，就校长们提出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

回应，对长宁县2023的年度计划进行了讲

解。教育局李局长做总结发言，从梦想课

程的理念角度鼓励校长们跟上新课标的步

伐，积极开展梦想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让孩子、教师真正受益。

 

四川



   12月6-9日，西南运营区域主任华太才

让，四川运营经理杨玎，梦想之星韩易笑、

梁文秀共四人一行，走访了四川省凉山州

布拖县教育局与当地四所梦想中心学校。

凉山州因为受疫情影响，秋季学期教学几

次中断，学校还一度被征做方舱医院，校

长和老师们疲惫不堪，学生的学习进度与

年度计划相去甚远，由于教师流动性大，

很多老师还处于对梦想课程不了解的阶段。

学校的走访分两天进行，真爱梦想的四位

运营同事在走访中手把手带领老师进行梦

醒课程开课的全流程，从怎样登录盒子选

择课程，下载课件，备课，到听评课和反

思总结，上传开课打卡记录等，四个学校

的校长、教学负责人和梦想教师共同操作、

见证了整个过程，和孩子们在梦想课程上

开心的笑容和思维的活跃。随着疫情情况

向好，布拖县教育局和学校都对春季学期

秩序恢复充满信心，承诺在正常的教学秩

序中常规化开展梦想课程，让孩子们在梦

想教室里享受全人教育的预约，和来自大

山外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

   12月10-11日，西南运营区域主任华太

才让，四川运营经理杨玎，梦想之星韩易

笑、梁文秀共四人一行，走访了四川省凉

山州金阳县天成希望小学，刚好赶上这所

山上的小学校第一届运动会，学校的长期

捐助人王梓风（如风大叔）和金校长热情

迎接了梦想家人们的到来。金阳小学的孩

子们每周都在开展梦想课程，孩子们一直

在努力的完成去远方的方案，在梦想中心

孩子们激动的和梦想家人们分享他们在课

堂上的见闻和对梦想课程的喜爱，老师们

也一起座谈就梦想课程实际操作中的疑问

与困惑进行提问，华太才让、杨玎对老师

们进行解答，也鼓励老师们多交流、多反

馈，后期四川运营也会采用结对帮扶等形

式，就去远方方案的完善等内容对老师们

给予帮助，期待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通过

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带着爱与梦想去到

远方。



    12月14日，宜宾市长宁县举行两场沙

龙活动，小学沙龙和中学沙龙共11个学校

的梦想中心分管校长、梦想中心主任、梦

想教师骨干共100余位梦想家人，分上、下

午两场活动参与其中。活动由梦想之星梁

文秀带领游戏热身，西南区域督导胡丹老

师引导，带领老师们共同拆解一门自己感

兴趣的梦想课程，完成集体备课，完成集

体共创为什么要听评课，怎么进行听评课，

再共同听一节梦想课，课后一起进行总结。

全流程的学习旨在让梦想老师们更了解梦

想课程的实施过程和对教学工作的帮助与

促进，老师们在活动中积极参与、认真交

流，校长们纷纷表示梦想课程是学校的重

要工作，是对标五育并举的扎实抓手，下

个学期会继续做好规划，推进落实，让长

宁的梦想教育继续开花结果。

   12月15日，四川运营通过社会组织伙

伴链接到甘孜州教育局资助中心和师培科，

与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西南区域主任

华太才让一起走访甘孜州教育局，为局里

介绍基金会与梦想中心、教师培训、课程

等项目。

    12月16日，四川运营经理杨玎代表真

爱梦想参加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海螺沟

镇海螺沟寄宿制学校举行的爱心捐赠仪式，

今年甘孜大地震后，真爱梦想四川运营团

队积极行动，了解到当地学校孩子们震后

无法联系家长，学校组织睡在操场上，通

过合作发展部同事联结捐方安踏，为学校

捐赠了御寒物资。甘孜州教育局、海螺沟

管理局和学校都表达了感谢，活动上，校

方代表、学生代表感谢了真爱梦想和安踏

的捐赠与关心，期待在更多的方面深入合

作。

广东
    12月21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

心广东大区经理陈远莉、运营专员梁雪嫣

向天河区5所学校校长进行了梦想中心项

目线上宣讲，此次宣讲旨在增进各位校长

对梦想中心项目的了解，为后续项目在天

河区推广做好基础。



 江西省教研室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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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课程建设”被纳入选题方向

之一，经过前期梦想课程省级课题推进会

的开展，最终共有8项课题成功立项（含2

项龙头课题）。12月7日晚，为推进各课题

项目组顺利完成开题报告，邀请江西省萍

乡市基础教育科研中心组专家刘伶俐作专

题分享。直播共有超过500人次上线观看，

并展开热烈互动。

 为加强梦想中心学校的合作和交流，激

发梦想教师开设梦想课程的积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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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江

西省各区县梦想沙龙积极开展课例研讨和教

研活动。例如，抚州南城、上饶铅山、吉安

峡江等区县举行了梦想好课堂或学期总结工

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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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梦想课程理念，以及“多元、宽容、创

新”的核心价值观。

 12月，在江西省梦想督导杜侦老师的支

持下，江西项目组大区经理走访了江西省南

昌市青山湖区，赣州市赣县区教育局及项目

学校，通过与教育局项目负责同志及学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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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教体局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第六期“卓越校长”

学习论坛。活动邀请真爱梦想梦想督导杜侦

老师作专题讲座，并引领大家近距离了解

“真爱梦想课程”的教育理念、课程特色，

探索国家课程与区本课程有效结合的工作路

径。鲜明地提出了特色课程建设有助于迎接

教育评价改革，有助于建设教育强国的观点，

冀望全区各学校的特色课程遍地开花。

江西



    12月1日，在屯昌县教育局的支持

下，由研训中心苏应彬主任组织屯昌实

验小学、屯昌思源实验学校、坡心镇坡

心中心小学、屯城镇水口中心小学、乌

坡镇乌坡学校的校长及梦想中心主任在

屯昌实验小学开展屯昌梦想沙龙筹备会

议。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海南运营

项目组在会议中做了屯昌县2022年度项

目运营汇报及梦想沙龙介绍。5校经过

讨论，推选出沙龙秘书长并确定了屯昌

沙龙队伍名，研训中心苏主任则表示教

育局也将全力支持屯昌梦想课程教研活

动及沙龙活动的开展。

海南

   12月2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

心海南运营项目组走访了琼海市万泉镇

东升学校、石壁镇中心学校、博鳌镇朝

阳小学3所项目校。项目组向各校了解

了本学期开课的情况及困难，并为下学

期系统开课做好铺垫。

发展中心
培训部

    第17期线上校长训练营于12月10日

至11日举办，239位校长参加，参训人数

创下线上校长训练营新记录。参训期间，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

中心小学梦想中心主任杨科伟老师分享

了自己与真爱梦想结缘、一同成长、最

后看到身边孩子们改变的故事，引起80

余位校长线上留言交流。

徐老师分享自己看到孩子们的转变，田文渊校长留言回应。

    第四期线上一星培训于12月11日至17

日举办。和校长训练营一样，这场培训也

成为了规模最大的一星培训。2978位教师

线上相聚，在为期一周的学习之后，踏上

梦想之旅。

参训学员在领学人的带领下进行线下研讨，打破线上培训的隔阂感，实现
线上线下的融合。



    除了人数众多，本期培训赶上了疫情

政策调整的“头班车”，又因为临近期末，

对讲师、助教、参训学员来说是不小的挑

战。项目组积极调整作业节奏、结业流程，

在老师们的支持下完满收官！

训后助教收到的一则留言

直播时学员的留言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第二小学

张良老师在第二次研讨时分自己的感悟。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第二小学

黄建婧老师在训后分享的培训心得。

梦想中心的孩子们



12月份运营数据

培训场次
一星培训     1场 2971人

真爱
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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