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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蔡文君结束一天的工作，她已

经疲惫不堪，四川阿坝州马尔康藏区

第二中学的期末向来很忙，身为这里

的教师，蔡文君最近一直休息不足。

她原想倒头便睡，但夜幕下手机屏幕

亮起，微信“新消息来了”的提示音还

是吸引她打开手机，一堆密集的人像

照片在某个群里刷屏，蔡文君看了几

张，心中一动，尔后眼泪忽然止不住

就流了下来。

那些照片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

广东珠海发来的。彼时，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以下部分地方简称真

爱梦想）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

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共同举办

的“赋能教育者，从心出发”梦想教练

计划十周年志愿者活动第一天刚结

束，曾经成为梦想教练“一起战斗”

的老朋友都在群里晒着照片，那里面

有许多蔡文君熟悉的面孔。

10 年了，大家各自都在忙什么，

不只是蔡文君，所有因真爱梦想结缘

的人们，都在寻找十年追梦旅程中与

自己相关的点点滴滴——你是否还

记得这样一个夏天，坐了很长时间的

火车，再搭乘乡村客车，跋山涉水来

到一个以前从未听过名字的学校，傻

傻地向一群陌生的老师热情洋溢地

传递着你们的梦想？

“也许很多细节你已经淡忘了，

但是你一定会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来

过这里，不图任何回报。”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相信，那些融

入骨子里的记忆，会成为“真爱人”一

生的珍贵财富。

当“真爱”遇见“梦想”

“梦想教练计划”乃至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的成立，缘起于潘江雪一

次并不成功的支教经历。

10多年前，作为“传统支教者”的

潘江雪来到四川阿坝州马尔康藏区，

她看到了偌大的学校里，学生纷纷逃

课前去挖虫草，当地家长根本不相信

读书有什么用。为防止学生逃跑，学

校让学生住校，然后锁上门，老师半

夜睡在操场看着。

潘江雪想改变些什么，她带来了

捐助款，还亲自上阵给孩子上理财

课。在课后交流中她兴致冲冲地与当

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说，“我们可以找到

全国最好的老师来给孩子们上课。”哪

知负责人“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你们

要是这样支教，就不要再来了。

疑惑之后，潘江雪开始反思，钱

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成长问题，临时

支教的优秀教师也无法真正带来当

地学生素养的持久提升。“当我再去

马尔康的时候，我要给他们带来什

么？”潘江雪反问自己。

10多年过后，当潘江雪站在梦想

教练计划十周年活动的舞台上，她很

庆幸自己当年作出了一个正确的抉

择：给他们送去“火种”——“乡村里

留守儿童居多，而教师是留守儿童身

边最重要的人，我们要培养一批当地

的种子教师”。

这项培养种子教师的计划，就是

后来的“梦想教练计划”。

2010年，第一批教练志愿者开始

奔赴全国各地，开启“非传统支教”之

行。那时候，毫无经验的这群人也不

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很快，困难接踵而至。作为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的第一个员工，如今

的上海真爱梦想发展中心理事长胡

斌一直负责学校对接工作。第一年，

由于经费有限，他只身来到重庆市酉

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向当地校长宣

讲真爱梦想的理念与教练计划的初

衷。一位校长殷勤接待他之后悄悄

地问他，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是不是

培训要收费？胡斌表示无须任何费

用，校长很是不解：不是为了钱，那你

们到底图什么？难道天底下有这样

的好事？校长不肯相信。

前往辽宁的梦想教练向敏也遇

到了同样的难题，培训第一天，当地

教师劈头盖脸地问她：你们是来推销

教材的，还是来搞传销的？几位志愿

者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除了各种不理解，糟糕的自然环

境与突发状况更是志愿者们的“家常

便饭”。前往重庆市合川县的梦想教

练肖阳遇上当地发大水，为了不让材

料打湿，他头顶着材料蹚水而过，半身

都在污水中；有团队晚上复盘当天培

训过程时突遇停电，他们就借着手机

的光开会、整理材料，研究更适合当地

教师的培训方式；吃不惯重庆的辣味

火锅，不少梦想教练就自带方便面充

饥；还有人在无座的绿皮火车上要度

过一整晚，他们只能铺着报纸在地上

睡觉，太冷了就几个人裹着一件衣服

御寒……

类似的故事讲之不尽，不过，那些

过往的“心酸史”，如今只是当初那批

梦想教练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他们更

愿意提及的，是因为自己持之以恒的

付出，终于让当地教师有所触动。

没有人不被那些梦想教练的专

业与坚持打动。就在向敏“坚守”辽

宁的第二天，有老师看到几个梦想教

练在小卖部修改培训课件，给他们送

来了矿泉水；第三天，真切感受到培

训的诚意，有男教师给团队送来了鲜

花，并说“我从教这么多年，从来没有

遇到过像你们这样的人”。

曾经不理解真爱梦想的人，在梦

想教练计划十周年活动当天也来了，

其中就有 8个来自重庆酉阳的教师，

他们早已成为真爱梦想的铁粉。

10 年，梦想教练项目共组建了

399支队伍，联结3213名志愿者，点燃

了10万名一线乡村教师，走遍了全国

设有梦想中心的22个省、5个自治区

和4个直辖市，风雨兼程，无怨无悔。

一点一点的星星之火，在10年这

个节点汇聚成燎原之势，太多的温暖与

感动浸润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以至

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学术副校长陈致在上台致辞

时，哽咽着只说出了一句话——

这个时代，拥有“真爱”与“梦想”

太难了。

梦想教师是“盐巴水”

如果不是遇见真爱梦想，来自湖

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教师李晓

玲，也许早已因为职业倦怠而“泯然众

人”，困守在县城学校的三尺讲台。

“我从前是农村教师，孩子们知

识面有限，我说什么他们都会很崇拜

我。”李晓玲说，自从她调到当地县城

后，已经很难找到教书的成就感，有

时候甚至不敢开家长会，因为“家长

的水平比我高”。直到有一天，真爱

梦想的梦想中心建到了她所在的学

校，学校引进了梦想课程。

李晓玲第一次参加了教练计划

小组合作式的培训，备感新奇。在她

看来，人人都在讲“以学生为中心”，

可是大多数人只知道论文要这么写，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参

加教练计划，我懂得了为什么要进行

小组合作，每个人如何参与其中，承

担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把讲台交给学

生。”李晓玲说。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被选为

梦想教师之后，李晓玲第一次与教师

志愿者、企业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

等人一起组队支教，跟着真爱梦想走

出省外。她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见

识了学校之外的精彩。

“接触他们，我才发现了不同的

世界。”李晓玲说，原来只会在火车站

窗口买票的她学会了用各种APP，原

来只关心眼前的她开始关注远方。

被“打开”了的李晓玲跟着真爱

梦想“疯狂地”成长，35岁那年她被评

为湖南省特级教师，其时她提交的论

文就是关于真爱梦想对教师幸福感

提升的研究。

如今，李晓玲被引进到深圳教

学，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

7 月 6 日一早，已经是深圳市盐

田区乐群小学教师的李晓玲开车从

深圳一路驰向珠海。她的心情有些

忐忑，由于家庭原因，这个曾经的梦

想教练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参与到真

爱梦想的活动之中，她说“很想见见

当年教练计划的人”“因为有些故事，

只有共同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其实，每一个梦想教练背后都有

笔墨难以言尽的故事，无数个“李晓

玲”都在故事里拔节成长。

蔡文君第一次接触真爱梦想时，

她还是马尔康脚木足乡中心校的老

师，2012年成为梦想教师。潘江雪记

得她刚开始“非常害羞，话都说不利

落，第一次跟真爱梦想做教练计划的

时候，根本不敢上台”。

当蔡文君把第一次课上砸了之

后，她一个人关在厕所里哭，她对自

己说，我应该回去，我不属于这个地

方，对我来说要求太高了。可是一个

组的成员都鼓励她：不要气馁。当

天，同寝室的手把手教师教她如何备

课，捋顺每一个环节；学生志愿者则

细致地观察她的身体状态，让她没有

后顾之忧。第二天，领队刘毅决定再

次让她上课。

因 着 这 份 信 任 ，从 2013 年 到

2017年，蔡文君一直跟随着刘毅领衔

的队伍，走过广西、江西、新疆、内蒙

古、宁夏、甘肃……无数次的磨炼，让

蔡文君实现了由外到由内的成长，成

为当地不可多得的名师。

一个优秀的教师，可以影响一批教

师变得优秀。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华

阳小学语文教师徐峰看来，梦想教师就

是“盐巴水”。徐峰小时候曾是牧羊少

年，他发现，当羊儿喝了盐巴水之后就会

主动去吃草，无须牧羊人到处催赶。

曾经深陷职业倦怠的伍老师，感

觉“陷入生命意义的虚无空洞里无法

自拔”，当她遇见梦想教练施琼芳组

织的梦想沙龙后，忽然感觉眼前一

亮，她在微信里写道：感谢2016年，让

我遇到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女人。

如今的伍老师自己也组织了大大小

小的沙龙活动，变得自信、从容；来自

湖南沅陵的乡村教师夏老师，当她收

到去杭州培训的邀请时，从来没出过

远门的她害怕得“不敢去”。也是在

施琼芳的鼓舞下，她迈出了打开视野

的第一步，而后“豁然开朗”，夏老师

说，原来剩下的九十九步那么轻而易

举就走过去了……

这大概是潘江雪最喜闻乐见的事

儿。教师进步了，学生的成长才会有

更多可能。“投资教师才是回报最高的

投资”，潘江雪估算了一下，花费1000

万元可以培训4000名教师，影响80万

个孩子。相比之前的“传统式支教”，

这显然是一笔更加高效的公益投入。

“一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能因为梦想聚合在一起，彼此影响和

改变，用生命感染生命，更见证了我

们做的是特别有意思、有意义的事

情。”回望10年，“第一员工”胡斌更加

感慨万千。

“有一天，我就是真爱梦想”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

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还年富力强的

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潘江雪在

不同场合都爱引用茨威格的这句名

言，她重新定义了真爱梦想的使命：

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以教

育推动社会进步。愿景则是，帮助孩

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如今，这份使命与愿景被更多的

人认同，选择与真爱梦想一起同行的

伙伴也越来越多。

施琼芳，原先在珠海的一所小学

任教，从接触真爱梦想后对她“一见

钟情”，当时的施琼芳一直想着“我要

能在这儿工作该多好”。在长达 5年

的“恋爱期”过后，2015年施琼芳如愿

以偿成为真爱梦想的一分子，开始全

职的公益生涯。

“以前觉得真爱梦想给我的支持

是让我打开视野、看见更多；如今真

爱梦想重新塑造了我的教育观。”施

琼芳说，她希望以更专业的方式去引

领更多教师的发展。

徐峰，作为第一届走出国门前往

埃及的梦想教师，在人生最迷茫的时

候遇见了真爱梦想，从此山长水阔，一

路相随。在感受到梦想课程的魅力之

后，徐峰觉得“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2012年，他与同为梦想教师的唐小波

在老家贵阳发起“贵阳市小河区第九

小学梦想教练团”（后更名为蔚蓝梦想

教练壹团），专门向周边区县推广梦想

课程。没有资金就自掏腰包，没有时

间就利用节假日……8 年来，这个团

队走过了贵州15个区县（乡镇），开展

了18场培训活动，链接学校180多所，

培训的教师达1373人。

“闲暇时间好多人打麻将，但我们

希望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唐小波说，

梦想教练计划10周年之际，他带来了

上初中的儿子，让他感受“真爱人”的

热情与担当。儿子感触挺深，“我也想

做点什么，总比在家打游戏强”。

珠海本地的社群“沙伐旅”，是由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三所高校的

学生志愿者组成的，他们连续10年支

持梦想教练计划，并且将素养教育带

回到本地的社区，UIC的教师杨荣臻

说，UIC沙伐旅还在珠海附近的一个

海岛上参与筹建了一间梦想中心，持

续播种爱的种子。

这两年，真爱梦想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景山中学退休

教师沙有威来了，出生于1994年的新

生代大学毕业生金创溢来了……无论

年轻或是年长，他们都在用行动践行

梦想教练计划 10周年提出的那个理

念——我们在一起，把爱传出去。

而10年后，潘江雪对教育公益行

业又有了更多的认知。从公益 1.0

“提供物质和金钱资助，帮助贫困孩

子‘上起学’”到公益2.0“为教师提供

培训，帮助孩子‘上好学’”，再到如今

公益 3.0“跨界赋能，帮助孩子‘学得

好’”，每一步走得都不轻松。但逐步

开启孩子的心智与视野，帮助他们成

长为一个求真、有爱的追梦人，是“真

爱人”不变的追求。

所幸的是，许多人都在为之努

力。潘江雪还记得，在2012年全国第

一届梦想课程研讨会上，徐峰作为其

中一个项目的分享嘉宾，他对自己提

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基金会没有

了，我们怎么办？徐峰说，我希望我

能够成为真爱梦想。

今年，徐峰再一次站上舞台分

享，面前依然坐着潘江雪，他很自豪

地说：我想，我已经是真爱梦想了。

中国教师报：真爱梦想为什

么从“传统式支教”转向“投资教

师”？

潘江雪：我们每个人都曾或

多或少在读书时受到教师的影

响，记得我上小学时，班主任张

老师非常疼爱我们，语文教师

王老师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

了学生身上，自己的孩子却没

时间照顾——我的语文素养就

是王老师培养的。我从他们身

上感受到了教师的力量，我相

信一个好老师能影响一大批学

生。多年后当我回过头看教师

的状态时，我发现中国乡村教

师面临巨大的职业压力，教师

成了极易倦怠的职业。如何帮

助教师改善现状，把好的教育

传递给孩子？我们不能选择传

统式支教的路子，而必须着力

于唤醒教师。

中国教师报：10 多年来，真

爱梦想对教育的理解与认知有

何变化？

潘江雪：我最开始做金融不

懂教育，后来无意中认识了华东

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

长崔允漷，我带着他一起到马尔

康的梦想中心。崔允漷问我，你

知道一所学校里什么是被使用

最多的吗？我说是教室。崔允

漷又问，那教室如何能成为教室

呢？我答不上来。崔允漷说，课

程是灵魂，课程是教育价值观的

载体。所以后来才有了梦想课

程。当然，课程也需要不断迭

代，我们通过30门梦想课程培养

有爱、有梦想、会批判性思维的

孩子，同时启动了梦想教练计

划，让教师成为终身学习者。再

往下走，学校改了，家长不行怎

么办？我们现在正在筹建真爱

学院，不仅要为学校赋能，而且

期望带动家长，给家长好的教育

体验。所以近年来，真爱梦想关

注的焦点从“梦想中心——梦想

课程——梦想教练——家长”一

直在不断深化。

中国教师报：越来越多的人

认可真爱梦想，真爱梦想的规模

也已经今非昔比，你们现在遇到

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潘江雪：在中国，高考指挥

棒带来的应试教育压力一直都

存在，而我们一直在体制内寻找

机会去做素养教育。许多人都

说中国的教师教书教得不错，但

育人方面仍有所欠缺。实际上，

教师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育人。

我们需要做的事，是选择热爱教

育的人来教书，找到爱孩子的人

来投身教育，并教会他们方法和

机会。我们致力于教会人学会

“爱”——这可能是最难的一件

事。就像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

穆提所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是帮助个体变得成熟和自由，使

其在爱和良善中尽情绽放”。

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 把爱传出去把爱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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