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真爱之声

2月
简

“梦想中心”项目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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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24日，北京区域经理朱华同河北省张家口经开区三星教师郑佳楠及梅淑玲校长、李华老师，

一同为河北省张家口经开区沙岭子实验小学及金鹰小学共35名老师做了一星培训。并与张家口经开

区教体局李芳芳副局长、教研室张雪芳主任建立了联系，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河
北

   2月16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广西运营小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

县，与隆林各族自治县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县长刘晓莉、隆林各族自治县政协主席陈晓慧、隆林

各族自治县民政局局长梁明英、隆林各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黄秀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公司 孙晶总

经理以及来自隆林8所中小学的校长开展了帮扶广西隆林座谈会。在座谈中广西大区经理陈远莉就梦

想中心项目做了详尽的宣讲，刘晓莉常委表示对梦想中心项目的认可，并要求教育局盘点各学校需

求，争取将梦想中心项目在隆林实现连点带面，乡镇联结县城，全面铺开，为隆林的孩子带来优质

的素养教育资源。

   2月16日下午，广西运营小组邀请到中国工

农红军百色起义红军小学的梦想老师们到隆林

县第五小学开展梦想课程示范课交流活动，活

动中梦想老师岑海琴通过《身体无限可能》一

课带领孩子和老师们领略到梦想课的新形式及

新理念，随后陈秀莉老师与隆林县第五小学的

老师们分享了自己成为梦想老师以来在教学实

践以及教育理念上的改变、孩子们的变化等，

大区经理梁雪嫣向现场的梦想中心主任、梦想

老师们介绍了排课、开课的操作及重要性，并

鼓励老师们多上课多分享。

    2月21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潭东中心校举办了藤县梦

想中心启动仪式，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广西运营小组随后组织开展了藤县梦想沙龙筹备会，

藤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欧剑林、四级调研员李盛光、教学研究室主任覃永沛、教研员黄文

婷、团工委副书记何瑜、真爱梦想爱心捐赠方中山市建华慈善会理事长赵玉华、秘书长李卉、副秘

书长初夏、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周志毅、5所项目学校校长及梦想中心主任全程参与。

会议中首先由广西大区经理陈远莉向在场领导及捐方做了2022年藤县5所项目学校运营情况汇报，随

后梁雪嫣进行了沙龙介绍。在经过一轮发言及推选后，确认由潭津中心校陈菲菲老师担任藤县沙龙

秘书长并推进沙龙活动的开展。欧剑林副局长在会议中表示希望藤县5所项目校利用好梦想课程资源，

确保梦想课堂开足开好，梦想教师应努力向上发展，帮助藤县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周

志毅理事长也在会议中表示藤县的5个梦想中心项目有教育局的鼎力支持，有捐赠方的无私关爱，真

爱梦想也将更加努力把项目学校运营工作做好，陪伴老师和孩子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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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

展中心广西运营小组与爱心捐赠方中山市

建华慈善会理事长赵玉华、秘书长李卉、

副秘书长初夏走访了潭津中心校、濛江镇

中心校，22日上午，广西运营小组走访了

天平镇中心校、新庆镇中心校。走访中主

要了解学校2022年梦想课程开展的情况以

及梦想老师的需求，4位校长均表示将支

持学校老师积极开课，早日成为二星老师，

走出藤县与其他地区的梦想教师进行交流

学习，为藤县的素养教育带回更多果实。

    2月2日，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发展中心广东大区经理

梁雪嫣到广州市天河区大华

学校进行选点走访，在走访

中张海军校长提出了学校如

何利用梦想课堂打造特色校

本课程，梦想课程如何辅助

学校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等

问题，双方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走访结束时张校长表示了

对梦想中心项目的认可，希

望能够尽快在学校落地项目，

开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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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9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广东运营小组到珠海市唐国安纪念学校进行走访并开

展了梦想课程交流座谈会。罗琳校长及学校梦想老师们表示了对梦想课程的认可以及2023年的梦想

课程开展计划，罗琳校长还表示希望能够复购升级学校梦想中心，开展新一轮五年的合作，学校也

十分乐意作为真爱梦想相关活动的承办方，与真爱梦想多多交流，共同成长。

   2月9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广东运营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

际学院（下称UIC）开展了项目汇报会议，会议中广东大区经理陈远莉就梅江区5所梦想中心项目学

校2022年运营情况向UIC专职党委副书记王红、郭海鹏教授、UIC党办、UIC基金会的老师们做了汇

报。王红副书记及郭教授对于梅江区5校梦想中心的课程开展情况及教师成长表示认可，并强调要

坚持做好运营工作，促进梅江区师生对梦想课程的认可，激发内在动力。在会议中王红副书记及郭

海鹏教师还表示2023年将通过为梅江区10所学校采购运动梦想课的方式来进一步支持梅江素养教育

的发展。

    2月10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广东运营小组走访了珠海市潮联学校，走访中主要

向梦想中心主任了解学校2023年度梦想课程规划，并根据学校的特色课程推荐了相应的梦想课，并

建议学校系统开展梦想课后鼓励老师积极申请参加二星，进行外出交流培训。

    2月10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广东运营小组走访了珠海市香洲区格力学校，与卢健

超校长、李朝霞副校长及梦想中心主任、梦想老师和孩子们开展了交流座谈。在陆杨主任的宣讲中了

解了学校过往开课情况及2023年开课规划、知道了梦想老师和孩子们对梦想课的想法及需求。两位校

长明确表示非常支持梦想老师开课以及外出参训、或是借用学校场地开展真爱梦想相关活动，也希望

真爱梦想能够更多来到学校进行交流。



       2月7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

庞总平、副总干事王梦冰，西北区域主任兼甘肃

大区经理张国兵一行，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站街

道西客站社区书记黄涛、兰州市德邻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理事长何方就社区儿童素养教育议题进行

座谈沟通，双方初步达成在财商教育方面的合作

意向。

    2月8-9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总平、副总干事王梦冰，西北区域主任兼甘肃大

区经理张国兵一行，在会宁县进行教育局拜访及项目学校走访工作，期间与会宁县教育局张贵荣局长

就梦想中心项目实施、校长队伍建设等议题进行探讨，并达成进一步深入合作的意向，县教育局也将

一如既往的支持真爱梦想在会宁的各项工作。在教研室赵彦鹏教研员陪同下，总干事一行还走访了会

宁县桃林中心、红军小学、科创中学、枝阳中学、甘沟驿镇中心小学、甘沟初级中学等城乡项目学校，

与校长及梦想老师进行了交流。

    2月21-22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西北区域主任兼甘肃大区经理张国兵前往天水市秦安
县，开展项目选点及听评课活动。在县教育局吕东林副局长及教研室、基教股陪同下，实地前往秦
安县陇城、五营、莲花、安伏4所教育园区及秦安县第七小学座谈选点，并在当地召开项目宣讲沟通
会议，西南交通大学派驻秦安县挂职干部周俊书记参加了会议，并且详细了解了项目情况。22日，
在教研室支持下，张国兵还前往秦安县西川中心小学、桥南初级中学组织听评课活动，鼓励更多老
师开设梦想课并积极参与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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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课程督导孙辉、西北区域主任兼甘肃大区经理张国兵前往

平凉市庄浪县思源实验学校、庄浪一小2所项目学校开展听评课活动。期间，应校长邀请，孙辉督导

在庄浪一小做了“梦想课程助力新课程方案实施”的主题研讨。

    2月24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西北区域主任兼甘肃大区经理张国兵在静宁县拜访县教育

局王斌副局长，并走访静宁县文惠小学和威戎镇中心小学，主要就学期内教师培训计划及前期线上一

星培训的效果进行调研，并讨论了下一步行动方案。

        2月8日至2月9日，西吉县2023年梦想课程一星教师培训如期举行。培训由县教育体育局、上海真

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联合主办，二中、一小、八小分别承办，来自甘肃武威、敦煌、静宁和西吉县的

14名讲师组建了三支“梦想讲师团”承担培训任务，全县13所新建梦想中心项目学校的169名教师参

加此次培训。

        2月7日下午,西吉县“梦想中心”项目学校校长、教师培训活动在县教育体育局如期举行。培训

特邀宁夏大学教授张玲、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督导孙辉作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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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10日，在建设银行支持下，上海市静

安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陈静静博士、李国丽老

师及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陕西大区经理包

世东等一行前往安康市汉滨区、紫阳县、汉阴县

等地进行“学习共同体”项目学校调研，调研团

队分别与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进行座

谈，深入了解学校及教师发展需求，为后续“学

习共同体”项目在安康市各项目区县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良好基础。

2月24日，“岐山县凤鸣教育片区梦想课程

与心理健康教育教研活动”在宝鸡市岐山县杏

园逸夫小学举办。为了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强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真爱梦

想与凤鸣教育片区联合组织了本次梦想沙龙教

研活动，支持各项目学校常态化、高质量开设

梦想课程，培育孩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性格。

应学校邀请，真爱梦想课程督导许春芳教授、

专业志愿者任永华老师及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

展中心陕西大区经理包世东参与并支持了本次

活动。

2月16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与运营助理胡俊，在漳州招商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南太武实验小学开展了真爱梦想座谈会，当地教研员蓝秋玲、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滨学校、厦门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南太武实验小学、海滨学校及店地小学5所校校长和副校长均参加了

座谈，总结了该区域2022年秋季梦想课程的开展情况，探讨了2023年沙龙、开课等工作规划。期间，

南太武实验小学校长潘必方说到：“要开展好梦想课程，观念更新是第一位，各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观

念要由应试教育转为素养教育。与此同时，还得把梦想课纳入常规考核，做好相关教研活动。”经过

此次交流，加强了各校对梦想课程的认识。

2月17-18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与运营助理胡俊在厦门市海沧区教研

员陈碧梅的陪同下，走访了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海沧区霞阳小学、海沧区天心岛小学、海沧

区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厦门市马銮湾实验学校（原东瑶学校），总结了去年各校梦想课程实

施情况；听取了学校对于真爱梦想的需求；议定了今年梦想中心、沙龙工作的方案；规划了五年到期

学校升级设想。加强了各校开课分享和开展教研活动的意识，达到了走访的目标。

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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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22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福建大区经理肖志华与运营助理胡俊在长汀县教研员赖秀芬、

俞如晃的陪同下，走访了长汀县教育局、长汀县实验小学、长汀县汀州小学、长汀县新桥中学、长汀

县水口初级中学、长汀县河田中学、长汀县河田二中和长汀县河田中心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

2023年了梦想中心开展情况，了解学校开课、排课情况；听了2场梦想课；规划了学校升级和新建设

想：议定配资新建梦想中心4间、升级2间；商定了下半年举办省级“好课堂”展评的场地、住宿等相

关问题；议定了今年沙龙方案，并将原有的一个沙龙拆分为两个，把新建校列入沙龙。增强了教育局

教研室对梦想课程教学管理的意识，提高了学校开足开齐梦想课的自觉性。

  2023年春季学期如约而至，福建省各

梦想中心学校如期开展梦想课程，我们也

在梦想盒子上收到了来自老师的反馈。其

中，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才溪小学的林海

琪老师说：“五年级的孩子们对《去远方》

这个梦想课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农村

小孩对外面精彩世界的向往，让他们畅所

欲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紫金山实验

学校的谢敏钦老师说：“孩子们第一次参

加梦想课程，对于项目式学习很感兴趣，

特别是分工环节，孩子说第一次发现自己

那么重要！”在梦想课堂上，孩子们小组

合作、积极发言、动手制作，期望梦想课

程越做越好，让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的

成长！



    2月3日，西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与四川运营经理杨玎一起拜访了四川省教育基金会和四川红十字
基金会。教育基金会希望后续在筹款和项目方面彼此有更多交流和学习，也表示愿意向兄弟市县教育
基金会推介。红十字基金会在2月中旬就计划向凉山州红十字基金会推荐梦想中心项目，并推动当地
配资1～2间“川红·梦想中心”；后续也会推荐给雅安市红十字基金会。

2月20日，真爱梦想四川运营经理杨玎与西南区域梦想督导胡丹老师一起，走访凉山州布拖县教育

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就2023年的排课、开课和星光图书角等后续合作进行对接，真爱梦想将继续联结

优质资源，深耕凉山素养教育。

2月21日，四川运营经理杨玎邀请应

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邀请参加在西昌市

举办的凉山州红十字会干部培训活动，

活动中，省红基会秘书长陈燕在培训环

节介绍了真爱梦想与梦想中心项目，后

续四川运营将与省红基会、州红会在凉

山开展更多形式的合作。

2月21日，四川运营经理杨玎邀请邀请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陈燕、副秘书长李小敏，凉山州

红十字副会长彭会长、一级调研员等一行人，与真爱梦想西南督导胡丹老师一起，走访西昌市项目校

西昌市第十二小学，一起听梦想课、座谈，了解项目运营实际情况。

四
川



    2月23日，受大邑县教育局邀请，真爱梦想

四川运营经理杨玎参加2023年大邑县梦想中心主

任、沙龙秘书长工作部署会，与优秀的大邑老师

们同坐交流，期待2023成都大邑县起航。

     2月24-25日，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

蓝港外国语学校迎来了第一次一星教师培训，蓝

外学校隶属于川内知名的冠城集团，是川内第一

所私立、自主配资的学校，在24日的合作签约仪

式上，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冠

城集团教育总经理高彦林、真爱梦想四川运营经

理杨玎，蓝外校长谢晓娜和全校的数语外主课教

师参加。两天的培训由真爱梦想资深志愿者田峥

老师带队，通过2个整天的学习，老师们尽情探

索梦想课程的魅力，对后续的实践充满期待.

   2月27-28日，四川运营经理杨玎与西

南区域督导黄小路老师一起，带领资中县

二星梦想教师杨立，走访威远县梦想中心

项目学校，进行听评课。



 2月6日，云南大区经理杨海到弥渡县教育局，与梦想项目对接人朱红祥校长交流。2月7日，与分

管副局长李纪元带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和朱校长一起，回顾上一年的工作，谋划下一年的梦想课程

开展、梦想沙龙秘书长培训及梦想中心主任培训、校长培训、二轮合作梦想中心升级等事宜。

 2月17日，云南大区经理杨海和云南运营专员高树存抵达版纳机场，一起走访了允景洪小学、勐海

县勐海镇中心小学、勐海县一小、勐海镇曼贺小学、再继续赶往口岸打洛镇小学，与校长老师们讨论

开课、培训等事宜。2月18日赶回勐海县城的路上召开永仁培训线上沟通会，当日工作时间超过了15个
小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追梦！

 2月26日，云南楚雄州永仁县一星培训进入第二天，真爱梦想西南督导胡丹多次培训带教的个旧市

大屯小学讲师团队已经逐步成熟，该校11位二星老师，此次4位一星老师支持培训，所分享的成长故事，

以学校在真爱梦想结缘后的变化、老师成长、学生获益等多个角度，用丰富的资料制成小专题片，分

享给来自永仁县已经建好的9所学校和拟建的两所学校及丽江永胜县已建好的一所学校的参训老师们，

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上的分享，成为此次培训的一个亮点。

云
南



2月20日上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西南运营专员朱定

会一行3人前往遵义市正安县，拜访教体局张副局长（原梦想学校校长）、教研室韦延海主任，宣讲

梦想中心项目，洽谈后续梦想中心合作事宜，并前往正安县思源实验学校进行选点交流。

2月20日下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西南运营专员朱定

会一行3人前往遵义市绥阳县虹桥小学（世界拳王邹市明母校），开展安踏物资捐赠仪式暨春季学期

梦想课程实施座谈会议，风华镇中心校校长苏小青、虹桥小学王夏琪校长等人出席活动。梦想中心主

任梁老师就该校梦想中心项目运营情况及未来教师成长计划做了汇报。

2月21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西南运营专员朱定会一

行3人拜访中央统战部挂职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华伟，张市长邀请市政府副秘书长、粤黔协作毕

节市工作组组长谢钦伟、毕节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孙克栋主任、资助中心杨涛科长一起参与座谈，庞

老师分享了毕节市梦想中心项目合作成果及未来计划，张市长表示要全力推进教育帮扶项目，后续将

与市教育局共同筹备项目阶段性总结报告及相关选点工作。

2月21日下午，拜访毕节市大方县教育科技

局吴书记、广州天河区驻大方工作小组阳娟老

师，三方共话2023年梦想中心项目实施后续，

一星梦想老师培训及梦想中心启动仪式等事项。

计划结合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名校名师”工

程推动梦想中心项目实施。

黔
渝



2月22日上午拜访毕节市纳雍县教育科技

局，拜访新任安金福局长及广州市天河区挂

职纳雍县政府办张皓副主任，宣讲梦想中心

项目，汇报了纳雍县梦想中心项目的成果，

洽谈后续梦想中心合作事宜。

2月22日下午邀请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

中心总干事庞宗平、西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

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和西南运营专员朱定会

一行4人一同出席安顺市关岭县第三中学安踏

物资捐赠仪式，庞老师代表真爱梦想感谢航

天工业的引荐，链接社会资源助力异地扶贫

搬迁家庭困难的孩子们。 航天工业集团挂职

关岭县的顾江副县长、教科局陈寅副局长出

席活动并讲话。会后拜访了广州花都区挂职

关岭县江副县长，汇报了梦想中心项目落地

关岭县的运营成果及未来计划，四方就后续

梦想中心项目合作进行洽谈。

         2月23日上午邀请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

干事庞宗平、西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黔渝大区经理

蒲思倩和西南运营专员朱定会一行4人拜访平坝区教

育区教育和科技局谢达星局长、黄光俊副局长、教研

室朱俊忠主任，双方就梦想中心项目合作事宜、教师

成长及学生变化等方面进行洽谈，期待梦想校长、二

星梦想老师能带领更多的老师申请成为二星教师，平

坝区可以搭建更多的讲师队伍实现自我赋能。

 2月24日西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及贵州梦想督导张光兰老师到碧江区教育局拜访了杨建昌督学，

洽谈后续梦想中心项目合作事宜，教育局提出希望给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学习提升的需求，后续将会持

续关注并予以支持。

        下午到实验小学了解捐赠物资签收情况、升级版梦想中心装修进度和新学期梦想课程工作安

排情况，学校加强了对梦想课程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有计划的培养一批新的二星梦想教师，期待碧江

区梦想家人越来越多，素养教育越办越好。



2月25日上海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校长及学校发展中心李艳艳、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西

南区域主任华太才让、黔渝大区经理蒲思倩一行3人，在重庆市巫溪县开展“湖光--山桥计划”校长

课题研究线下培训会，协同助力巫溪县教育发展。

  2月15-17日，大区经理唐嘉营赴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走访项目校、拜访余江区教体局。余江区受

疫情影响大，上学年项目开展受阻。经过与各校的沟通和教体局的大力支持，目前已有7所学校完成

了排课，打破僵局！余江区教研室主任万主任表示了对真爱梦想工作的肯定，并且给予了积极支持，

对区内各校升级梦想课堂质量提出了多条建议。

       2月19-21日，区域主任马丽雯、大区经理唐嘉营走访贵溪各项目校，为新区县所有项目校答疑，

支持新学期的梦想课排课。

 2月21-23日，在莲花县教育局原党委委员刘炎清委员，教研室尹丽主任的陪同下，走访9所运营
期内学校，实地考察调研梦想课程开展情况，并于当天下午召集所有项目校分管校长、梦想中心主
任、梦想老师代表开展座谈会。教研室明确提出2023年梦想课程工作要求，每间梦想教室张贴梦想
课表，协调增加梦想课程相关奖项。尤其是要通过沙龙等区域性活动，增强县内梦想课程教研氛围，
确保梦想课程真正落地落实。

       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大路里小学把梦想课程——《科技创客》作为开学第一课，深受学生们
的喜爱，萍乡新闻还特别报道了这节课。小朋友们从梦想课程中亲身体会了科技的神奇之处，对科
技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为更好支持信丰县梦想中心项目学校有效落实梦想课程，助力教师成长，2月24-25日开展了一

星梦想教师培训。此次培训，由嘉定镇中心小学作为活动的承办校，吸引了新田镇中心小学、西牛

镇中心小学、古陂镇中心小学、坪石学校、龙舌学校其余5所学校，6所学校共计60人参加。培训之

后，老师们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把梦想课程的理念，渗透到课堂教学的各个领域，为

孩子们拥有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而努力，成为真正的“梦想引领人”！

江
西



   2月15-24日，大区经理梁大勇和杨涛前往江西省吉安市下属的泰和县、青原区、峡江县、吉州区

的“梦想中心”项目学校，拜访了泰和县教体局韦主任、青原区教育局、峡江县教育局，各区领导

对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工作表示非常支持和认可。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泰和县教育局领导及学校领导

对于梦想中心的了解程度较低，在经过实地宣讲之后，初步在他们的心中建立了关于梦想中心的认

知。在青原区的走访过程中梁大勇和杨涛和教育局教研室以及培训处两位领导进行了深入沟通，提

到了今年在青原区的运营计划以及对梦想中心未来的展望，达成了共识。

         2月21-22日，大区经理梁大勇和杨涛走访峡江县教育局以及五所新项目校。其中，峡江县实

验小学为原本的实验中学，中学搬走之后小学搬进来，后续的梦想中心运营也将由实验小学接手。

峡江县教研室朱老师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全程带领我们走访项目校。

为了更好地支持青山湖区梦想中心项目校有效地落实梦想课程，助力教师成长。2月16-17日，

南昌市青山湖区教体局与真爱梦想联合主办一星梦想教师培训，此次培训涵盖了青山湖区26所学校

的132名老师，也期待未来青山湖区梦想课程遍地开花。

  2月19-20日，在真爱梦想“菱计划”专项基金的支持下，由上饶市横峰县教体局与上海真爱梦想

联合主办的“菱计划”专项培训如期召开。本次培训让语文学科的老师们备受启发，也为横峰县教

体局在自身推动的传统文化教学、阅读推广、语文学科融合、校本课程开发等工作上提供了非常有

探索性的内容。

   2月22日，上海真爱梦想走访上饶市鄱阳县教体局，并为新建梦想中心学校——石门街镇中心学

校的孩子们带去了一节别开生面的梦想课程开学第一课——《情绪变变变》，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

中学习到如何接纳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及更好的与自己相处。校方老师们在座谈中提

到，这是从教数十年来，孩子们 笑的最开心的课，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课程，在真爱梦想工

作人员的介绍下，也更了解素养教育的意义。



    2月23日，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教研室的组织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江西大区经理陈风向
青山湖区24所梦想中心学校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暨沙龙组建宣讲会。在会中，向梦想主任们进行真爱梦
想的初衷和理念介绍，对新学期的排课系统、梦想老师开课情况及开课分享等操作进行讲解。同时向
24所梦想中心学校介绍梦想沙龙的组建等相关内容，以助力于青山湖区梦想中心项目的实施、梦想教
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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