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江雪，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 、 发起人 。
2009 年， 潘江雪辞去金融高
管的工作，与几位志同道合的
朋友共同创立“真爱梦想”。她
希望通过系统化的管理方法，
在传统教育的空间中注入平
衡人格、创新精神、多元探究
的素质教育新鲜空气，推动中
国素质教育的均衡发展。

唤醒梦想的力量

■链接

一直以来，教师被赋予蜡烛、蒲公英等
形象。 但是，又有谁知道，教师是非常容易产
生职业倦怠的行业。 而真爱梦想期待，梦想
课程不仅能够带给孩子不一样的色彩，也希
望以“梦想银行”、“梦想盒子”等记录下教师
的每一次努力。

梦想银行
“梦想银行”是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和浙大网新公司共同设计研发的一套
数据库系统。 该系统可根据梦想中心教师上
课、培训、主题活动、博客发帖、上传课件等，
生成属于教师个人账户的积分。 而真爱梦想
基于各种类型、各种难度的积分，实时公开
全国排名，对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奖励。

梦想盒子
“梦想盒子”是真爱梦想给教师搭建的

一个网络交流互动平台， 在经历了博客系
统、论坛系统、SNS 系统的升级后，教师能够
使用“梦想盒子”分享上梦想课程的感受，交
流探讨梦想课程，解决实施梦想课程的困难
和疑惑。 “梦想盒子”让教师增长了知识、拓
宽了视野、 找到了作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给教育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梦想盒子：www.adreambox.net）

梦想领路人计划
“梦想领路人”培训主要针对教育局局

长、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梦想中心专职教师
进行集中的梦想课程理念培训。 基于真爱梦
想核心公益产品“多元、创新、宽容”的梦想
课程理念，培训内容包括：以开启乡村教师
的创造性思维为诉求的拓展训练，以教育理
念展示分享为诉求的梦想课程示范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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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就到 2014 年， 真爱梦想与你已经相识
2000 天了。 愿你一直保有一颗孩子般的好奇心，
祝新年取得更大的进步！

2013 年， 真爱梦想联结了一批企业、 基金
会、教育局和个人，全年筹款突破 5500 万元 ，在
以中西部为主的 27 个省新建 440 间梦想中心。 5
年来， 真爱梦想在全国 30 个省、 市、 自治区的
336 个区县建设了 1219 间梦想中心。 这些中心
全都用 DIY 的标准化方式完成，平均每 60 天就
能建好。 更有近 70 万孩子上了近 38 万节梦想
课。 近 2 年来，由地方政府配资建设梦想中心总
额达 1500 万元。

2013 年 ，真爱梦想还引进了 《梦想与团队 》
与《玩转科学》两门课程，使得梦想课程总数达到
24 门。

作为创始阶段的公益组织， 我们有幸与你联
结，5 年中得到过你的支持与鼓励。 作为教育行业
中特立独行的基金会， 我们更是幸运地在你的陪
伴和包容下，走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一路把爱和
梦想的种子在学校里播撒。

关于教育的思考

什么是教育中更重要的事 ？ 什么是教育的
本质？

小时候， 有人教过我们假如考得不好怎么
办吗？ 有人告诉过我们走出校门后人生的种种
艰难和不堪， 以及绝望之后的惊喜吗？ 除了知
识， 这些反而是我们在历经了人生的种种遭遇
后，最想要献给孩子们的礼物。 梦想课程就是将
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现给孩子们， 让他们在
教师的引导和鼓励下，开始人生的思考和探索，
激发出学习的内在动力。

真爱梦想希望教师不仅带给孩子们考试的经
验，还要教会他们人生考场的经验。我们会告诉学
生：毕业之后，他们的人生就不会有标准答案。 所
以在梦想课中，教师会引导学生为自己找寻答案，
以及能不能在犯错后，鼓起勇气选择重来，做最好
的自己。

所以， 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孩子内心
的热爱，唤醒他们向学的生命！

在梦想课上，唤醒学生的可能是一场演讲、一
部电影、一本好书，一次辩论，在多元、宽容、创新
的世界里， 我们是否为孩子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机
会和可能性？

真爱梦想不提供完美的教育解决方案， 但我
们真心地为教师带来打开心胸、扩展视野的机会，
为每一个愿意为孩子改变的教师提供成长的可能。

教师的高度决定教育的高度

2013 年，“梦想教练计划”实施的第 4 年。 经
过培训的 50 支志愿团队冒着酷暑、暴雨、地震、塌
方等自然灾难，在暑假期间为超过 7800 名教师带
去梦想课程的首次培训， 唤起了一大批一线教师
尝试梦想课程的勇气和力量。

2013 年， 真爱梦想为 1.4 万名梦想教师提供
3000 万梦想课程积分服务；走访全国 260 多家梦
想中心，通过“梦想盒子”为 1000 多家梦想中心学
校的数万名教师提供持续的公益服务。

我们坚持为教师提供成长的机会， 是因为我
们知道，教师的高度决定了教育的高度。

公益的效益在哪里

教育是一个“慢”的过程，教育效果的评估是
个全球性的话题，分数永远是绕不过去的坎儿。但
是， 来自梦想中心的教师和孩子的改变给我们信
心。 同时我们还需要专业的评估来测量我们的服
务是否有效。

这一年，我们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专项资助，
邀请斯坦福大学、中科院、西北大学联合组建的专

门从事教育效果评估的 REAP 团队， 为真爱梦想
开启为期两年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我们相信，公益
需要效率和效益。

此外， 公益还需要点燃人心的爱和力量。 所
以， 我们尝试着用国际标准来找寻在商界和公益
界跨界的理想管理模式。 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可
以直接对标的机构，也许我们自己就是航标……

我们共同的事业

真爱梦想不是一个传统的扶贫帮困式的公益
组织， 而是坚持用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标准来寻求
理性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当你创造了财富，当我们的 GDP 成为全球第
二，我们如何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当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问心无愧地
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 我为了你能生活在一个
更好的社会，真正努力过！ ”

所以，教育不仅关乎每个教师、每个家庭，更
关乎整个社会。 公益和教育的本质， 都是为了唤
醒，唤醒内心的力量，用生命感动生命，点燃孩子，
让他们拥有自信、从容、有尊严的生命，而这正是
让我们骄傲的共同事业。

愿我们通过自己的亲身参与， 共同见证中国
教育的变革！

（本文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提供）

为教师提供成长的可能

如果你曾经上过商学院的总裁课程， 那么接下
来的故事你可能会有些熟悉， 只不过这故事的结尾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上周，我参观了一个由 30 名学生和一位教师组
成的课堂。 在这个课上，学生们被分成 6 组，他们的
任务是每组建造一个“水立方”（载水的容器），容器
造得最大的小组就是冠军。 每个小组分得 500 单位
的货币用于竞拍。教师扮演拍卖者，出售剪刀、胶带、
纸张等可以用来建造“水立方”的材料，价高者得。这
些小组还可以与别的组进行贸易往来， 以便获取他
们想要的材料。 10 分钟后，比赛结束，优胜者得到嘉
奖———成果面积最大者得 500 单位货币 ， 榜眼得
400 单位货币，以此类推。 每个小组算出他们各花了
多少钱、各赢了多少钱，货币最多者得胜。 胜利的学
生兴高采烈，台下掌声不绝。

接下来，教师开始进行最后的提问：我们在这个
游戏中学到了什么？ 学生们纷纷回答：“我们认识到
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以及目标明确的重要性”；“货币
本身没有价值， 但人们利用它的方式使它有了价
值”；“当货品开始稀缺的时候，比如胶带，它们就开
始变得很贵了”。 在短短 45 分钟内， 学生们进行实
践，并推导出了许许多多商业管理知识。

一如我在前文所言， 曾上过商学院课程的你可
能会觉得这些场景非常熟悉。但是，这可能是你始料
未及的———这节课并非发生在商学院， 而是发生在

位于中国深圳的一所小学。 这门课的学生都只是年
仅 10 岁的孩子。

这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开设的梦想课
程。该基金会致力于帮助孩子们提高自我意识，并帮
助他们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真爱梦想从政府方面获
得许可，在许多学校内开设梦想中心，并教授每周一
小时的“非传统课程”。真爱梦想目前已有 1000 余间
梦想中心，助力 100 万中国儿童的成长。

我与一群总裁级别的人士一起旁听了这堂震撼
人心的梦想课。 在教师向我们介绍真爱梦想的理念
和组织架构的时间里，孩子们都安安静静地坐着。但
是课一开始，孩子们瞬间变成了有板有眼的企业家。
他们互相竞争，以获得最关键的原材料；他们一边与
对手斡旋，一边积极努力地建造自己的“水立方”。他
们认真记账， 制作出来的产品与任何一节商学院的
高级管理课程的成果无异。

那么，我从梦想课学到了什么呢？我震惊于孩子
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贸易、会计、拍卖等商业
领域的基础知识，还惊讶于孩子们在建造“水立方”
的过程中体现的活力与效率。 如果我们这些参观者
能和这些孩子一起比赛，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场景。

我很好奇， 如果这是一帮 10 岁的英国孩子，情
况又会如何？我猜，他们可能也能学到这些概念和知
识，但他们可能不遵守纪律、不愿意完成整个任务。

真爱梦想意图挑战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尝试十

分迷人。 他们的课程标新立异， 无论对教师还是学
生，都充满趣味。有人好奇，上了这节梦想课，孩子们
还怎么愿意上其他课程？ 要知道， 当神仙被放出魔
壶，再让它乖乖回去并非易事。

通过这节梦想课，我收获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梦想
课上的大多数知识和概念都简明直观，并能在 45 分钟
内被悉数授予。 无论是 10 岁的孩子还是总裁班的学
员， 无论是普通的中国孩子， 还是西方跨国企业的高
管，都能迅速接受并消化这些知识。这种资本知识的训
练不分年龄、跨越种族，突破了各种各样可能的局限。

另外，我们在商学院接触到的大多数知识，事实
上都是一些基本原理的重温而非崭新的知识。 人们
从大学以及工作单位获取的大多数教育， 都一步一
步把我们塑造成细分下的专业人士， 导致我们一叶
障目而不见泰山。 我们周期性地需要开设一些实验
性课程，带人们回顾那些基础而重要的原理，以便把
他们重新带回更广阔的视角。

现在想来还有些震撼，不仅是因为一群 10 岁的
小孩将要抢我们的饭碗， 还因为梦想课程反映了我
们在商学院教授的内容是多么基础。 当基础知识变
得越来越商品化， 我们作为教授的使命也变得愈发
清晰———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商界新知识的发展，并
拥有更多更充分的来自真实世界的经验， 以便于更
好地将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相结合。

（作者系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

让英国教授震撼的一堂课
□ 朱利安·布金绍

一次普通的支教， 让一个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的 80 后女孩毅然决定留
在语言不通、环境恶劣的藏区当全职教师。 在她的眼里，这份选择承载着儿时
坚定的教师梦，寄托着改善藏区教育现状的重任。 她就是甘肃省迭部县益哇
乡中心小学教师张小娟。

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有阳光就注定有风雨。 长毛的宿舍、语言不通的关卡
并没有阻挡张小娟勇往向前。 她用乐观的心态感染了身边的人们，她用顽强
的毅力突破了重重困难。 梦想课程给了她改变的方向，她将课堂搬到户外，用
寓教于乐的形式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张老师，听说你当时只是去藏区支教，后来为什么决定留下来呢？ ”电话
那端的回答，让我为之一震：“我是自愿留下的，我要为那里的孩子做些什么，
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们带来希望……” 在这样一个理想妥协现实的时
代，有多少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梦想，但张小娟却能勇敢追随自己的内心，践
行梦想，这种力量来自对理想的虔诚。

张小娟永远不会忘记她在益哇乡中心小学的第一堂课，当她让孩子们把
课本翻到第 13 页准备授课时， 却诧异地发现讲台下的孩子不是在安静地翻
书，而是一脸的茫然，原来他们听不懂普通话。 一时间，张小娟傻傻地站在那
里，完全没有了方向，她形容当时的心情说：“我就像是一个不懂中文的老外，
在给一群不懂外语的中国孩子上课一样。 ”

2009 年，张小娟在兰州的一次培训中第一次接触到梦想课程，这种有别
于传统教学的方式立马打动了她，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可是，学生知识贫乏、对学习毫无兴趣的现状又让她犹豫：“孩子们愿意接受
梦想课吗？ 我能上好梦想课吗？ ”

经过一番思虑后，张小娟决定迎难而上。 在当时缺少课件、缺少指导和没
有经验的前提下，张小娟耐心地慢慢摸索，通过博客上其他教师的梦想课程
教学经验分享，她渐渐掌握了上好梦想课的技巧，并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了
修改，设计出适合学生水平的课程。 上课后，孩子们的表现出乎意料，甚至原
来那些想方设法逃学的“差生”也变现出了求知欲望。 “梦想课程简直就是我
改变孩子不爱学习的灵丹妙药。 ”张小娟欣喜地说。

从 2009 年第一次接触梦想课程， 到现在成为全国众多梦想中心的优秀
教师之一；从刚进入学校时为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而绞尽脑汁，到现在欣喜
地看到孩子们不断成长……张小娟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感动， 更是希
望。 在她身上，我们彷佛看到了藏区孩子自信从容的未来。

对于每位追梦人来说，追梦的道路都是漫长而崎岖的，但是，“无论现实
多么世俗，多么残酷，我们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梦想。 周围充满无奈和痛苦
时，梦想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
对于未来，张小娟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80后女教师逐梦藏区
□ 任娇娇

无论现实多么世俗，多么残酷，我们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梦
想。周围充满无奈和痛苦时，梦想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真爱梦想选择教育公益，是希望推动中国
教育的改变。

真爱梦想的使命是推动中国乡村素质
教育的改变 ，帮助孩子自信 、从容 、有尊严地
成长 。

素质教育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已经被提到了国
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家有学生的各位朋友可以
问问自己的孩子，他们学习的哪些课程可以帮
助他们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青年？ 我们也看
到，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走向城市，他们中仍
有超过三分之一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高中教
育，而这些初中毕业生将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
军。 我们的教育为他们做好了哪些准备来应对
这个竞争的社会？

这需要让我们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因此，
真爱梦想从民间公益的角度，借助社会力量的

广泛参与， 尝试解决现实教育中的
问题， 确立了项目的定位———创建
以梦想中心为核心的乡村素质教育
服务体系。

在梦想中心， 墙不一定是白色
的，可以涂上孩子们天真的想象；教
室的桌子不一定是并排的， 可以摆
出童话里的城堡； 图书和互联网是
开放的， 孩子们可以围在一起探究
未知的世界； 演讲台是鲜艳而低矮
的， 孩子们被鼓励面对大家侃侃而
谈……2013 年， 超过 30 万的孩子
在 1000 多家梦想中心里享受着一
天中充满好奇和快乐的 45 分钟。

这就是每个拥有梦想中心的学
校都要作出的承诺：每个班级、每周
在梦想中心上一节梦想课。

什么是梦想课程？ 这是由真爱梦想开发的
一系列涵盖了从戏剧表演到情绪智能、从互联
网应用到理财创业的探究性课程。

从一年级到九年级，一个孩子可能在梦想
中心里度过有限的 300 小时，我们期望这是孩
子生命中最丰盈和充满可能性的 300 小时。 梦
想课程在内容设置上以“全人教育”为核心，从
人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完整性两个层面，帮助学
生拓展心灵和视野的格局。 同时，在授课方式
上也更注重以儿童为中心。 在梦想课程中，教
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积极的提问者
和共同学习的伙伴。 梦想课程奉行的原则是
“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
比帮助更重要”。

我们希望梦想课程不仅把教室和课堂还
给学生， 更希望通过在梦想课上的学习与体
验———可以支持他们获得一份自信与从容。

但是， 一个 40 人的团队如何能做到让乡
村学生每周上一节梦想课？ 我们深刻地意识
到：只有好的教师，才能带来好的教育。 教师是
孩子们生命成长的见证者和影响者，教育的改
变必须从教师开始。 真爱梦想将乡村教师作为
基金会核心客户，我们的重要工作就是建立教
师发展支持平台。 无论是为每个教师建立梦想
银行积分系统，记录与鼓励教师的每一次小小
的努力，还是为一线教师量身定制的公益培训
项目———梦想教练计划，我们一直在尝试改变
乡村教师的内心状态。

梦想教练计划的本质是陪伴———我们相
互陪伴着， 以彼此的真诚激励着改变的勇气；
我们相互陪伴着，以差异化的视角挑战思维的
局限；我们相互陪伴着，共同体会与实践全新
的梦想课程教育理念。

第三方的调查显示，教师参与梦想课程的
主要动因是真爱梦想尊重教师的选择和参与
的方式，支持教师每一次的尝试和改变。 这令
教师们生活在被需要、有快乐、充满意义、富有
尊严的世界中。

梦想课程帮助学生找到了学习的乐趣。 贵
州省贵阳小河第二小学， 一个城乡接合部学
校， 大部分生源是附近搬迁来的 “新移民”孩
子，孩子性格比较叛逆。 但是这些孩子在接触
梦想课程后，学习兴趣被激发了，每天都有欣
喜的改变……家长们激动地表示：你们做到了
我们一直以来没法做到的事情。

教育本身就意味着改变的希望，当我们将
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的责
任就是激发和帮助更多教师充满幸福感地参
加到这个伟大的梦想中来。 因为我们坚信，每
一个幸福的教师都会引领一群孩子们开启自
信、从容、有尊严的成长旅程。

为什么选择素质教育
□ 潘江雪

什么是教育中更重要的事？什么是教育的本质？

在过去的 5 年多时
间里， 真爱梦想在全国
的 30 个省 、市 、自治区
选中 1000 多位校长，建
成了 1000 多家梦想中
心，开发和引进 24 门互
动式的素质教育课程 ，
累计培训 2 万多名教
师。 2013 年，在遍布全国
的 1000 多家梦想中心
里，有 30 万孩子上了近
10 万节梦想课程。 这 10
万个小时， 就是真爱梦
想送给孩子们的 10 万
份礼物， 我们希望让孩
子们体会到一个全新的
世界———有规则而无答
案、有协作而无权威、没
有确定性但充满可能性
的世界。

我们相信， 这样的
世界才是这些孩子要面
对的真实而富有意义的
未来。 在多元、宽容、创
新的精神里， 能不能唤
起孩子多一点力量与勇
气， 继续向发挥自己最
大价值的方向走下去？

如果您愿意与真爱
梦想联结， 共同推动中
国教育的均衡发展 ，请
您向身边从事教育 、关
注教育、 热爱教育的朋
友介绍， 帮助他们了解
真爱梦想和梦想中心项
目；推荐自己的母校、家
乡学校或者其他您了解
的学校申请“梦想中心”
项目。

详情请点击真爱梦
想 公 益 基 金 会 网 站 ：
www.adream.org 或关注
真爱梦想官方微信 ：搜
索公众微信 “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

2013年 6月，由甲骨文、阿联酋航空、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基伊埃集团等知名企业派出，并就读于伦敦商学院“全球商业联盟”
课程的 30名企业高管，以及英国伦敦商学院朱利安·布金绍教授等知名学者，来到位于深圳大浪街道高峰学校的梦想中心，亲身体
验了一堂真爱梦想的理财课。梦想课上，无论是10岁的孩子还是总裁班的学员，无论是普通的中国孩子，还是西方跨国企业的高管，都
能迅速接受并消化这些知识。这种资本知识的训练不分年龄、跨越种族，突破了各种各样可能的局限。

申请梦想中心
加入梦想课程

每次上完梦想课，都能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喜欢这样的课堂，也感动于这样的课堂。
在梦想课上，每个问题都没有对与错的分别，我更多的是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这让学生

有了更宽广的思考空间。 梦想课上，每名学生都拥有展示自己的舞台。 我感动于孩子们在每一次活动中表
现出来的认真、坚持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学生上梦想课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而是通过这种课堂让孩子找到自信、找到自尊，最终能
够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几次梦想课后，有很多学生都感慨地说，是梦想课让他们重获自信，让他们敢
于发言，敢于把自己展示给大家。 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中，悄悄成长着。

其实，梦想课最让我感动的是分享感悟环节。 不论结果好坏，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感悟，当大家说出自
己的所思所想时，失败的沮丧没有了，羞涩的腼腆没有了，积压在内心的恐惧也没有了，充溢内心的是不断
增长的经验，以及不断拓宽的眼界和成长的喜悦。

我感谢这样的课堂，因为我们都拥有美好的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着。 我希望每一节梦想课都能带给
学生心灵的碰撞，让他们能从活动中获得感悟，在分享别人感悟时能有所思、有所得。 在梦想课中，我带给
孩子的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游戏和活动，让他们在游戏中快乐、在快乐中感悟、在感悟中
分享、在分享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自己。 只要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喀喇沁旗王爷府蒙古族初中）

这学期， 我除了担任五年级一班班主任，还
兼任梦想课教师， 我选的梦想课是 《家乡的特
产》。 这一课以学生耳熟能详的身边的特产为引
子，以视频、小报、PPT 等形式介绍家乡特产，延
伸至全世界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班上有个小男孩，个子不高，鼻梁上架一副
小眼镜，平时课间休息总是玩手机，对什么都漠
不关心，有时甚至还不完成作业。为此，我找他谈
了好几次话，跟家长和以前的班主任也多次沟通，但效果甚微，一时间我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还记得那次梦想课下课时，我布置学生的作业是小组合作制作一个家乡特产的介绍，可以是任何形式
的，并且还开玩笑地对那个调皮的小男孩说：“你是我们班的电脑奇才，期待下节课你能给我们一个惊喜。”

第二节梦想课时，许多组都是以简报的形式介绍一些吃的东西，虽然制作精美，但没有新意。让我意想
不到的是，这个小男孩给大家带来的是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傈僳族民族舞蹈———《阿尺木刮》。在一段
视频过后，是该民族舞蹈的历史介绍，我被彻底震撼了。尽管小男孩的文字还很稚嫩，PPT 制作得也有些粗
糙，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应该称得上是精品了。 当他展示完毕，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掌声，他成了当之
无愧的课堂“英雄”。

那节课，我看到了他的眼中，闪着一种光芒。 课后，我请学校的计算机老师给他的 PPT 做了修改，并在
学校梦想课上播放。那次以后，全校都知道我们班有一个电脑高手，而小男孩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无论是
做作业还是其他事，他都比任何人要认真。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维西县保和镇第一完全小学）

叮铃铃，叮铃铃……上课了，这节是我最喜欢
上的梦想课。自从上梦想课以来，我始终畅游在快
乐的学习海洋中。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吗？因为在
梦想课我们可以做游戏，可以看喜欢的书和电影，
还可以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如果课堂上谁的发言
多，还会得到梦想金币。所以，我们都抢着发言，因
为有梦想金币， 更因为老师对我们说过的话：“错
了没有关系，下次还有机会，还有许多问题要让你
们这些小科学家去解决。 ”而当我们遇到难题时，
老师还会播放优美的音乐帮助我们思考。

为了让我们喜欢学习、喜欢梦想课，老师还常
常和我们一起在课堂上阅读童话故事。 我们在故
事中获得很多知识，明白了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我
们的梦想银行里有闪闪的金币， 我们的梦想课堂
充满笑声。 梦想课堂，我快乐学习的课堂。

（陕西省岐山县朝阳中心小学 庞宇恒）

梦想并不遥远
□ 罗晓英

梦想课成就“小英雄”
□ 李永刚

5 年多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全国建立了 1000 多家梦想中心 ，2 万多名教师接受了 “梦想 ”培训 ，超过 100 万学
生由此开启“梦想人生”……

■学生感言

在 6 年的小学时光里， 上课对我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了， 但最让我感到快乐和难
忘的还是梦想课。 不仅是我，上梦想课时，
同学们都很快乐， 梦想教室里都是笑声萦
绕，学习气氛异常轻松、活跃。

那是一个充满梦的教室， 我们每次来
到梦想中心上课，心情都会特别放松。每次
上课，老师会带领我们玩游戏，有手指操、
雨点变奏曲等热身游戏， 输了还要出来表
演，教室里充满了欢笑。 记得有一次，我们
玩抓逃手指的游戏， 有 3 个同学的手指被
抓住了， 老师叫这些同学出来说一个三字
词。我记得班上一个男同学说“亮晶晶”，一
个女同学说“红彤彤”。 老师叫他们在这三
字词前面加上“我的屁股”，那个男同学说：
“我的屁股亮晶晶。 ”那个女同学说：“我的

屁股红彤彤。”我们听了，立刻开怀大笑，那
两个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忍不住笑
了起来。从低声的笑到大笑，再到整个教室
一片笑声，同学们的拘谨、疲惫全消除了，
接下来的学习就水到渠成了。

在这门课上， 我们的创作热情得以激
发，想着、听着、说着、表演着，台上台下笑
成一片， 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开心快乐的笑
容。这门课程是我们开心的良药，是我们实
现梦想的乐园。 从来没有哪门课程能让我
们如此放松，如此无忧无虑地学习知识。

因为我们有梦， 所以我们更喜欢梦想
课程这门课。 谢谢老师带我们走进这座欢
乐之门，给我们如此多的快乐，让我们在玩
中学到了知识！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新城小学 赖淑贞）

实现梦想的乐园 快乐学习的课堂

■教师成长

（本版图片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提供）

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参与梦想课程培训的教师

小伙伴们在一起玩游戏

积极展示的学生
孩子们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