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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真爱梦想：从捐赠者到教育事业赋能者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魔力“脐橙”的筑梦者

重庆市奉节县盛产脐橙，艳
丽橙红而果大，早已成为一张地
方特色名片。 奉节县大多数人家
也都有着种植脐橙脱贫致富的
经历。

欧阳江岷一家在当地经营
着脐橙生意，他向父母告知捐一
箱脐橙就能帮助学校建立一所
梦想中心，这一提议立刻得到父
母的支持。

每年 11 月是当地脐橙丰
收的季节， 而获得一箱捐赠的
脐橙需要他与父母一起参与到
脐橙的栽培、种植、收割等劳动
的全过程中。 对此，欧阳江岷乐
此不疲。

再过一个月左右，欧阳江岷
家的奉节脐橙就将获得丰收，由
他亲自参与耕种的脐橙将会捐
赠给学校，他也将因此成为建设
梦想中心的筑梦者。

欧阳江岷的“积极”则全来自
于公益机构真爱梦想在当地学校
开设的名为“家乡与社区” 的课
程， 这成了他与其他同学参与劳
动种植与公益捐赠的助推剂。

2019 年，这门名为“家乡与
社区”的课程被合作伙伴苏宁冠
名， 旨在培养学生认识自我、认
识家乡、认识社区，寻找美食、美
景、非遗等内容，让学生发现身
边之美、家乡之美、社区之美，增
强自信为家乡代言。

按照课程要求，欧阳江岷为筹
建梦想中心捐赠这箱脐橙，需要他
通过制作海报、视频、文字等多媒
体的方式参与互联网传播，从而将
脐橙的售出所得进行捐赠。

重庆市奉节县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的熊鹏表示，国家、地方、

校本三级课程教育仍有增加空
间，“家乡与社区”课程的开设将
提高学生对于家乡、社区的自我
认知。 另外，课程理念浸润着热
爱家乡的概念，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 找出家乡之美推荐出去，分
享给远方的朋友，让学生在发现
美中参与。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副秘书长牛晓表示：“真爱梦想
提倡学得好，而不是上好学。 让
学生发现身边之美、 家乡之美、
社区之美，提高自我认知，这才
是最大的自信。 ”

根据测算，建立一所梦想中
心所需资金为 20 万元， 按照 40
元/箱计算， 卖出 5000 箱即可筹
建。 从买种、摘种、包装、售出，这
一流程计算，按照当地脐橙的包
装标准，每箱重量约为 20 斤，3.5
元/斤，总计 70 元，对于捐赠学生
家庭来说，一箱脐橙捐赠成本即
为 70 元就能完成个人捐建梦想
中心的参与要求。

“通过电商平台，公众购买
到一箱脐橙就认识到一个奉节小
孩，体验式公益很相关，网友、公
众希望通过一个体验式场景参与
公益，并非直接捐赠钱款，这是公
益再为伙伴赋能。 ”牛晓说。

99 公益日扮演助攻者

2016 年起，真爱梦想开始推
行配捐筹建梦想中心策略。 由真
爱梦想出资一部分，邀请政府或
企业单位参与配捐一部分，共同
完成梦想中心建设。 这一举措形
成了很好的政社互动，也调动起
多元力量的参与性。

2019 年，真爱梦想在奉节地
区同样实施了配捐政策，一所 20
万元的梦想中心，真爱梦想出资
10 万元，当地教育部门表态配捐
5 万元， 还有 5 万元空间留给筹
建学校自筹。

夏智梅是奉节县香山小学
教师，曾经有过参与乡村支教和
99 公益日的经历。当她获知此配
捐消息后，感觉到筹建梦想中心
的机会来了。

夏智梅说，作为奉节县的一
名教师，2015 年过下乡扶过贫，
农村孩子需要改变的面貌令她
记忆犹新。 在 2012 年至 2016 年
的 5 年间，自己也见证了多所梦
想中心在全县相继落地后给学
生和老师们带来的改变。 2018 年
通过同伴的分享又首次接触到
99 公益日，通过动员同事、家长
参与完成数千元的捐赠，这让她
看到网络慈善改变中国的力量。

2019 年，学校派她前往成都
参与“99 公益日”培训，让她再次
看到网络慈善深入中国各个阶
层的力量，坚定了通过网络筹款
完成梦想中心筹建的决心。

2011 年，真爱梦想尝试推出
教师沙龙自治组织，由教育局作
为顾问，基金会提供日常运营费
用， 让老师自己管理沙龙组织，
实现课程分享交流，并带动周边
学校开设梦想课程。 夏智梅被学
校推选出作为秘书长。

当前，奉节全县中、小学校
共计有 170 多所，梦想中心只在
小学阶段建立有 30 所， 中学还
尚未开展梦想课程。 而作为夏智
梅曾经的同学现任当地中学的
教师们也看到了梦想中心给带
来变化，听说配捐一事后，都纷
纷加入，帮助夏智梅筹款。

有了这些“后盾”，夏智梅将
通过 99 公益日筹款参与梦想中
心配捐筹建的想法向教育局作
了汇报， 没想到教育局大为支
持，原定通过筹建学校自行筹款
的参与方式被教育局建议发动
全县已有的 30 所梦想中心学校
共同参与。 校方还特意配备电脑
和打印设备，这让夏智梅看到了
校方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她筹款
成功的信心。

因有着基金会和教育局的
资助计划，20 万元一所的梦想中
心， 还剩下 5 万元的配捐空间。
很快，夏智梅将 5 万元的配捐目
标上线 99 公益日。

8 月 26 日，拿着教育局给的
学校联系名单，夏智梅通过微信
朋友圈分发链接、 手把手教学、
案例分享等手段进做起了筹款

动员。
然而，万事开头难，筹款进

展并非想象那样顺利。
9 月 7 日，99 公益日首日，仅

筹得 2000 多元成绩的夏智梅陷
入了思考，这离设定的 5 万元筹
款目标相差甚远。 9 月 8 日，她调
整了筹款策略，鉴于每日上午集
中的配捐，夏智梅发动队伍加大
上午捐赠力度和频次以获得多
次配捐。

功夫不负有心人。 8日结束后
战绩提升不少，筹款额已突破 1万
元。筹款策略的调整引发捐赠热情
涌现， 但只剩最后一日的 99公益
日离 5万元的筹款目标仍有差距。
夏智梅也因此内心焦急万分，在盼
望着奇迹出现的同时，再次向伙伴
们发起了募款邀约。

此时，夏智梅所在学校的校
长也积极加入到筹款队伍中，并
通过个人朋友圈倡议老师及好
友捐赠。

夏智梅说，校长的募捐留言
着实打动了很多人。“我们平常
帮别人，今天我们帮一帮自己。 ”
校长的发力无疑成为夏智梅筹
款的强心剂，很快老师、学生、家
长纷纷加入到筹款之中，各自转
发分享再次募款。

最终，99 公益日的最后一日
成功募得 5.7 万元， 超额完成了
5 万元的募款目标， 而一所新的
梦想中心也即将建成。

“公益 3.0”的赋能者

素养教育的步伐一路驰骋，
合作方式的优化有序演进。

2011 年，真爱梦想与苏宁展
开首次合作相继修建了“阳光梦
想中心”教室 160 多所，在拥有移
动“超能力”后变身为大篷车“蓬
蓬”，特色教育也相继开展。从“素
养教育西部行”“素养教育丝路
行”“素养教育公益新长征”到“素
养教育边疆行”，四年间“篷篷”梦
想大篷车已经走过了 18 个省、58
个城市， 累计行程达到 10 万公
里，停靠 68 所学校，超过 10 万名
学生与大篷车有过亲密接触。

截至目前， 奉节县教育局与
真爱梦想已有 9 年的合作经历，
在奉节全县小学阶段已建成 30
所梦想中心，正在筹建的 2 所，配
捐方式分别由真爱梦想出资、教
育局配捐、 学生脐橙捐赠和学校
参与 99公益日筹款配捐共建。

2011 年，甘肃会宁县和真爱
梦想采用 1:1 配资模式， 教育局
出资 300 万元，用 3 年时间，在全
县新建 60所梦想中心，采购梦想
课程并纳入县教育刚要。 这种模
式让教育局由过去单方面的受助
者，变成出资人和主导者。

在 1:1配资模式出现后，还出
现了教育局、 学校与真爱梦想联
合出资，及学校全额出资、仅由真
爱梦想提供后续服务的模式。

2009 年，真爱梦想首次走进
奉节县， 这样的合作一干就是 9
年，并延续至今。 当时，该县的首
所梦想中心由县委宣传部引入，
辽宁小学成为全县第一所拥有
梦想中心的学校。 熊鹏回忆道，
那时的梦想中心筹建基本有两
种模式，1:1 或 1:0。 辽宁小学建
设资金全部由基金会提供。 第二
所梦想中心学校甲高小学同样
享受着 1:0 模式， 及基金会全额
资助。 而到了第三所梦想中心建
设学校，规则发生变化，基金会
对受益者的参与性提出要求。

此时，熊鹏正在担任奉节县
白马小学校长，通过辽宁小学引
荐熊鹏决定筹建梦想中心。

“当时，基金会提出两个条
件。 第一，需要将梦想中心与教
育局联系起来筹建;第二，如果能
发动当地 4 所学校来参与筹建，
你的这所学校梦想中心基金会
将全额出资。 ”熊鹏说，“这种模
式在那一刻就开始调动起校方
参与的积极性，要想建设梦想中
心，除了基金会外，学校还得动
员其他力量共同参与，这样学校
有了主动权。 ”

牛晓表示，真爱梦想与合作
伙伴的配资筹建梦想中心实际
上经历了 3 个阶段，分别是公益
1.0 基金会全额出资、公益 2.0 基
金会与政府 1:1 配资;公益 3.0 平
台化赋能。

基金会筹款来源于公募，邀
请教育局、学校、家长进行配捐
共同参与，形成了“互联网筹款+
基金会+企业+政府（教育局购
买）”的公益 3.0 多元模式。

“让公众参与，首先要看在服
务上给到的产品是不是能让公众
满意;其次，要与公众日常的生活
相关。 ”牛晓说，“在捐脐橙筹建梦
想中心的案例中， 对于家长来说
只要捐赠一箱脐橙自己的孩子就
能收益， 这就是公益产品与公众
参与的生活能动体现。 ”

牛晓表示， 真爱梦想公益
3.0 模式中有个重要观点叫做

“赋能”。
“原来都是我在干，但现在

咱俩一块干。 当机构赋能一个行
业之时，整个行业的力量对于公
益的影响是巨大的，公益推动社
会进步靠的全民参与。 ”牛晓说。

� � 拿着葫芦丝的欧阳江岷
站在台上镇定自若， 一曲独奏
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 此时，这
个来自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小学
的学生俨然成了全场焦点。 这
是国庆前夕， 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 ‘梦想大篷车———苏
宁号’走进奉节县的一幕。

一年前的欧阳江岷，还总
因登台而胆怯，但在学校引入
公益机构与真爱梦想开设的
一门梦想课程后，他的改变从
此开始。

如今，梦想课已在奉节县
当地 30 所学校开设， 课程依
托的展现场景梦想中心(教室)
也建立起 30 所， 让众多像欧
阳江岷一样的学生因此受益。
与此同时，公益机构在寻找合
作伙伴和合作方式上也逐渐
突破， 撬动更多资源参与，并
为携手伙伴赋能成为一种合
作的标配。

眼下，又有两所以多元协
作方式筹建的梦想中心在积
极筹建中。

“

”

“家乡与社区”课让学生发现身边之美、家乡之美、社区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