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天和德勤
公益项目 

反馈报告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PART 01 合作缘起

PART 02 2019梦想中心项目情况

PART 03 项目运营思考

PART 04 真爱梦想的发展



PART ONE

合作缘起



合作缘起 

梦想，是等待发生的现实；梦想，其实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真爱梦想努力前行中，能有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与有荣焉！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珍视与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的伙伴关系，期待携手，共同推动中国教育走向更璀璨

的未来！

天和德勤是真爱梦想公益路上遇到的非常重要、持续关注真爱梦想的捐赠者。在2019年，天和德勤与真爱梦

想达成战略合作，目标是在扬州分批建设100间“天和德勤·梦想中心”，并第一时间启动，首批捐赠40万，

配资建设4间梦想中心。天和德勤的公益情怀和慷慨捐赠，不仅帮助了梦想中心的师生，更鼓舞着基金会的全

体员工，我们不是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您的支持和信任，真爱梦想定将一步步推动中国教育的变革，让更

多了的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让中国乡村教师拥有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职业生涯！



PART TWO

 2019年梦想中心项目情况



“造梦”进程

捐赠分布 · 竣工报告 · 建
设流程 · 教室改造后情况

Chap. 1
梦想中心竣工情况

梦想课程 · 梦想课表 · 教
师感言 · 课堂瞬间 

Chap. 3
梦想中心开课情况

梦想教师培训活动Chap. 2
梦想中心培训情况

梦想盒子线上支持 · 教师
发展学院

Chap. 4
项目运营



“造梦”进程

捐赠分布 · 竣工报告 · 建设流
程 · 教室改造后情况

Chap. 1 梦想中心竣工情况
梦想课程 · 梦想课表 · 教
师感言 · 课堂瞬间 

Chap. 3
梦想中心开课情况

梦想教师培训活动Chap. 2
梦想中心培训情况

梦想盒子线上支持 · 教师
发展学院

Chap. 4
项目运营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区邵伯镇中学
梦想中心3655号
学生人数800

最新竣工梦想中心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区小纪中学
梦想中心3656号
学生人数321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区沟镇麾村中学
梦想中心3658号
学生人数220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区实验初级中学
梦想中心3657号
学生人数450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中学



——竣工报告最新竣工梦想中心：邵伯镇中学



——建设过程最新竣工梦想中心：邵伯镇中学



      新增设备清单：
投影仪、投影屏幕、台式机、
平板电脑、床篷、长凳、抱枕、
长凳配套盒、地毯、坐垫、图
书、书架……

——教室内部：多功能空间最新竣工梦想中心：邵伯镇中学



——改造后，教室焕然一新最新竣工梦想中心：邵伯镇中学



最新竣工梦想中心：邵伯镇中学

让更多孩子乘上梦想中心的
小船，驶上逐梦的旅途……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小纪中学



——竣工报告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小纪中学



——接收物资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小纪中学



——从旧到新！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小纪中学



——改造后的教室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小纪中学



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小纪中学 ——让梦想启航！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沟镇麾村中学



——竣工报告最新竣工梦想中心：沟镇麾村中学



——“造梦”流程最新竣工梦想中心：沟镇麾村中学



——新增硬件设施最新竣工梦想中心：沟镇麾村中学



——开拓多功能空间最新竣工梦想中心：沟镇麾村中学



——课堂瞬间最新竣工梦想中心：沟镇麾村中学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竣工报告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实验初级中学



——建设过程剪影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实验初级中学



——改造后的课堂内部最新竣工梦想中心：实验初级中学



“造梦”进程

捐赠分布 · 竣工报告 · 建
设流程 · 教室改造后情况

Chap. 1
梦想中心竣工情况

梦想课程 · 梦想课表 · 教
师感言 · 课堂瞬间 

Chap. 3
梦想中心开课情况

梦想教师培训活动
Chap. 2 梦想中心培训情况 梦想盒子线上支持 · 教师

发展学院

Chap. 4
项目运营



培训一：“天和德勤梦想中心”江都区教师培训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培训三：“梦想好课堂”全国优质课华东区域展评

培训二：江苏省首届沙龙赋能培训



培训一： “天和德勤梦想中心”
江都区教师培训暨启动仪式

2019年9月11日， “天和德勤梦想中心”江都区教师培训暨启动

仪式在江都实验初中举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

雪，扬州天和德勤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蒋晓勤，江都区教育局

副局长李强，财审科科长郭登峰、副科长杨永青等出席启动仪式

开幕式，实验初中共同体成员校及小纪中学、麾村中小学、邵伯

镇中学各校校长及教师代表160余人参加了培训活动。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培训一： “天和德勤梦想中心”
江都区教师培训暨启动仪式

    上午，真爱梦想培训团队带来了“国际理解”、“财经意识”、

“去远方”三节梦想示范课程，全体参训教师在互动中体验、在幸

福中分享、在共创中成长，活动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活动过程全场

生机盎然。校长们纷纷表示，将引进梦课程，纳入学校校本课程体

系——共同打造个性化、生活化的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

团结、协作、沟通的能力，以有灵魂的教育培育完善人格的社会公

民。

    下午，活动在热身团建中拉开帷幕。大家共同分享了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课程研究院李惠普主任“梦想课程理念”介绍，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山东淄博灵峰双语学校赵洪燕校长“教师成长路径”

讲座，进一步了解了梦想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丰富和发展

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内涵，促进了班主任专业发展及青年教师的成长。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培训一： “天和德勤梦想中心”
江都区教师培训暨启动仪式

    最后，培训活动在“梦想领路人培训证书”现场颁发中圆满结

束。“梦想中心”的启动和实施，将对参建各校教育教学的高品质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梦想课程”资源、梦想教师培训等项目，将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激发学生学习和创造的

激情，全面推动素质教育，全面提升核心素养。

    使命决定行动，初心直面未来。新的学期，我们将携手梦想，

实施梦想，拥抱梦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天和德勤的引领下，在

真爱梦想的天空下，梦想种子一星教师将用热情与理想传递梦想的

火种，成为真正的“梦想领路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共赴自信、从

容、有尊严的未来！



培训二：江苏省首届沙龙赋能培训

2019年8月26日-27日，裴荣兵（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卞茂景（邵伯镇中学）、

许林（麾村中学）参加了于姜堰举办的江苏省首届沙龙赋能培训。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培训三：“梦想好课堂”全国优质课华东区域展评

Step 3
研课议课环节

Step 2
课展活动

Step 1
开幕式

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梦想好课堂”全国优质课华东区域展评活动在
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拉开帷幕。江干区教育局副局长费蔚女士，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理事胡斌先生等领导专家，华东区域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观摩研讨
活动。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校长裴荣兵应邀观摩本次活动。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教师“试水课”（一）

  10月31日早上8点，梦想课程华东区域展评

活动开幕式在滨江一小隆重举行，江干区教

育局副局长费蔚女式作了活动致辞，费局介

绍了江干教育发展了的大好形势，对滨小的

教学特色和办学理念予以肯定。梦想课程在

滨江一小落地开花后，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对江干教育事业定会锦上添花，最后费局预

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标题添加

Step 1 开幕式“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Step 2 课展活动

上午8:30梦想好课堂课

展活动正式开始，两天

11节课，不同的选材，

不同的课型，放飞学生

的思维和想象，精彩的

课堂让与会老师大开眼

界。黄莺老师《我不知

道我是谁》教态亲切；

崔孔珍老师《鼹鼠和小

鸟》富有感染力；

标题添加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建议与
标题相关并符合整体语言风格，

王映月老师《时刻离不

开的空气妈妈》注重探

究；韩梅老师《梦想舞

台》活泼有趣；常海源

老师的《梦想舞台》调

动思维；张健老师《我

是一只温柔的狼》引人

思考；邵雯燕老师的

《了解旅行目的地》富

有深意……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Step 2 课展活动“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评选优秀梦想课堂

经过两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后评选出三

位特等奖，三位一等奖和五位二等奖。课后，

与会老师们对本次小学组11节开展了热烈的

研课议课环节。评委们一致认为：老师们从

不同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的方式自然流畅的

引出课题，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

等途径参与活动，展示了梦想课堂的风采和

魅力。

标题添加

Step 3 研课议课环节“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培训圆满结束！“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造梦”进程

捐赠分布 · 竣工报告 · 建
设流程 · 教室改造后情况

Chap. 1
梦想中心竣工情况

梦想教师培训活动Chap. 2
梦想中心培训情况

梦想盒子线上支持 · 教师
发展学院

Chap. 4
项目运营

梦想课程 · 梦想课表 · 教师感
言 · 课堂瞬间 

Chap. 3 梦想中心开课情况



“梦想中心”2019年开课情况

梦想课程表

梦想中心开课情况
梦想教师 · 梦想班级 · 梦想学

生 · 梦想课时 · 梦想课程

邵伯镇中学

梦想教师数 梦想班级数 梦想学生数 梦想课时数 梦想课程数

4 6 256 145 4

邵伯镇中学2019秋季课程表



“梦想中心”2019年开课情况 邵伯镇中学



“梦想中心”2019年开课情况 小纪中学：梦想课堂剪影



“梦想中心”2019年开课情况 麾村中学：梦想课堂剪影



“造梦”进程

捐赠分布 · 竣工报告 · 建
设流程 · 教室改造后情况

Chap. 1
梦想中心竣工情况

梦想课程 · 梦想课表 · 教
师感言 · 课堂瞬间 

Chap. 3
梦想中心开课情况

梦想教师培训活动Chap. 2
梦想中心培训情况

梦想盒子线上支持 · 教师
发展学院

Chap. 4 项目运营情况



梦想中心的运营和梦想课程的开展是一个循序渐进、
持续长期的过程。在梦想学校完成硬件建设和教师
基础培训后，我们将根据学校和老师开展课程情况，
支持老师参与各级培训、组织地区参课等工作，将
梦想课程的开展日常化。

梦想老师可以通过梦想盒子实现老师之间的实时在
线交流互动，充分交流互动学习，从而加强老师与
基金会、老师之间、老师与社会的连结，更好地为
老师们提供素质教育资源。

--“一线梦想教师的心声”

04 “梦想中心”运营模式

更多信息可登陆梦想盒子：www.adreambox.net。梦想盒子是基
于梦想中心和梦想课程的实名制素质教育交流互动平台。



PART THREE

项目运营思考



“梦想中心”项目运营思考

学校教师情况与现存问题

（1）一星培训与课表上传

由于扬州情况特殊，未按照正常的一星培训流程等待排期并安排

规范的2日培训，而是突击安排了1天的培训，而且人数远超参与

式培训的正常标准，导致教师实际操作部分明显不足。也没有培

训老师上传课表到梦想盒子等关键的操作——经基金会方面多次

单点跟进，扬州方面反馈四所学校均开课，但仅邵伯镇中学一所

学校在梦想盒子上上传了课表。

（2）扬州项目启动恰逢人事不稳定期，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

辅导。沙龙层面，通常像裴校长这样有影响力的龙头校长应该在

理事会层面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直接担任沙龙秘书长。

教育局层面，执行层面未安排对接人，跨校统筹有不便之处。

（3）梦想中心建设并全面启动运营后已临近期末，咨询裴校长意

见之后，认为可以2020年春季跟进。但新冠疫情使得这一计划又

需要延期。需设计应对方案。



“梦想中心”2019年培训情况

建议解决方案
（1）请扬州的各位校长携沙龙骨干观摩常州或镇江沙龙的活动；

建立更加规范的沙龙治理框架，组建有影响力的理事会和有执行

力的秘书处。

（3）依托二星教师组建骨干执行团队。疫情结束后预计二星培

训申请竞争会较为激烈，建议提早准备。按照规定上传课表的邵

伯镇中学已有卞茂景、马英、高超、倪玲玲四位老师可以申请二

星。区域经理会至少前往扬州一趟，给骨干老师开小灶培训上传

本学期课表，以免影响二星申请进度。

（4）去年已有三所学校的校长参加沙龙赋能培训，建议今年邀

请更多一线老师参加。

（5）疫情结束后尽快给扬州补齐“规定动作”，包括完整的1.0

培训、校长基础训练营，以及安排沙龙秘书处执行人员参与沙龙

赋能培训等。



PART FOUR

真爱梦想的发展



梦想中心

梦想课程培训体系

标准化的梦想中心素养教育服务体系

激励与支持体系   梦想盒子（教师沟通网络平台）

打开校门的钥匙
改建传统教室，成为可以看见未来的梦想中心

进入课堂的途径
基于全人教育理念，研发梦想课程
作为校本课程进入课程表

持续推广素养的体系
培训教育工作者

20万元
=10万元硬件+10万元运营（5年）



截至 2019.2

3328家梦想中心

31个省市自治区

360万名师生

7.3亿累计筹款额

历年梦想中心与受益师生数

2 12 51 170
398

779

1219

1648

2108

2556

2973

3321 3328

8,400 42,600
164,800

408,400

814,600

1,254,400

1,834,600

2,800,000
3,000,000

3,274,700

3,600,000 3,660,8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2



我们的成果| 联结一批梦想合伙人
商业

Private



国际ISO 9001：2015版 全球NGO基准审核 最透明基金会



THANK YOU
感 谢 您 一 路 公 益 陪 伴

您 的 信 任 与 支 持 是 我 们 继 续 前 行 的 动 力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