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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工作总结 

本着“让阅读放飞梦想”的主旨，2018 年梦想行动继续向合作的乡村小

学配送全新优质儿童读物一万多本，所有书籍均由儿童教育专家精心挑

选，受益儿童约 5000 多名；梦想行动严格招募、筛选和培训了 32 名

来自海内外的大学生及专业人士，他们作为 2018 年暑期阅读行动

(SVP)志愿者，分成 9 个小组到 9 所乡村学校开展为期四周左右的图书

室建立及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图书室装饰、图书编码与上

架、图书管理系统培训、老师与小图书管理员培训、阅读课与阅读活

动，以及到当地学生家访。志愿者背景分布如下：  

居住地点  人数  

美国  19  

加拿大  8  

英国  1  

中国  4  

背景  人数  

本科  29  

MBA  1  

工作  2  
 

 志愿者来自的院校和公司（按拼音字母排序） 

布林茅尔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多伦多大学  麦吉尔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  

霍特国际商学院  南阳张衡电子职业学校  

吉林艺术学院  圣母大学  

康涅狄克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  

岭南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项目点包括了五个已经开展合作的项目点：前郑小学、寇营小学、滕楼

小学、沐滩小学、西阳小学， 以及四个新项目点：油坊小学、裴营小

学、青山小学、柏树镇幼儿园。  



3 

 

梦想国际行动 2018 年春季图书采购情况表 

学校简称 项目合

作情况 

学校全称 书籍要求 图书册数 总费用 

(人民币) 

四川沐滩 第三年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孝儿镇沐滩学校 绘本为主 910 15004.46 

福建西阳 第三年 福建省福鼎市管阳镇西阳小学 绘本为主 910 15004.46 

河南滕楼 第三年 河南省邓州市裴营乡滕楼小学   1043 15000.47 

河南前郑 第三年 河南省邓州市裴营乡前郑小学   1043 15000.47 

河南寇营 第二年 河南省邓州市裴营乡寇营小学   1119 16001.13 

贵州青山 第一年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青山第三小学 绘本为主 606 9997.59 

甘肃柏树 第一年 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幼儿园 只需要绘本 997 15015.41 

河南裴营 第一年 河南省邓州市裴营乡裴营乡中心小学 绘本为主 927 15003.58 

河南油坊 第一年 河南省邓州市张楼乡油坊小学   1096 15003.84 

河南寇营 第一年 河南省邓州市裴营乡寇营小学 

（2017 年第三次补充） 

  572 8570.00 

合计       9223 139601.40 
 

 

（福建省西阳小学——志愿者正在拆封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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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为了保证暑期志愿者能够在项目点提供更好地服务，梦想行动在志愿者

前往项目点之前对他们进行两轮培训。第一轮通过网络进行，第二轮在

北京集中进行。  

网络培训  

和往年一样，网络培训的目标是让志愿者进一步了解梦想行动，各自将

要前往的项目点的基本情况 ，并为暑期活动制定计划书以增加志愿者

对活动的了解。2018 年的网络培训在 4 月 8 日至 4 月 29 日，为期四

周，每周的主题分别为：乡村教育与少儿成长环境——理解孩子，如何

与乡村教师沟通，如何与乡村儿童相处，志愿者与公益组织——负责任

地行动，和阅读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延展性。  

每个项目点的志愿者团队有两名往年志愿者作为其辅导员。培训团队、

辅导员和志愿 者一起参与网络小组阅读以及主题讨论、周末网络会

议、进行项目点联络 ，制作计划书等为志愿者在到达北京集训前做好

充分的思想铺垫。  

北京集训  

2018 年梦想行动暑期志愿者北京集训于 5 月 18 至 20 日在北京达美

中心举办，32 名 志愿者和来自项目点的图书管理员老师以及往年志愿

者在一起互动、共同学习、探讨阅读活动方案。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

志愿者们从儿童绘本阅读专家沈旭老师的边讲边练的绘本阅读课学会如

何进行绘本阅读，再从往届志愿者和教师的分享来学习以往的阅读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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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因为有第一年的项目点，丁娜老师给志愿者展示了图书室的设计与

展示开阔志愿者们的设计思维。通过更多的儿童心理和课堂管理以及分

级阅读指导和推广的讨论，志愿者们反映，从培训中收获了丰富的前辈

经验，他们可以将这些经验带回学校，并通过人际交流传播给其他同

学，让更多的人关注阅读活动 ，参与到其中。 

 

（2018 暑期志愿活动志愿者在北京培训会） 

前期培训时，有志愿者发问：“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有一个感受到

快乐阅读的童年就好，还是希望孩子们通过阅读好书视野得到扩展，建

立起自己的梦想，未来努力成为自己梦想中的人？” 这也正是梦想行动

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希望给孩子们提供丰富的、适合他们的书

籍，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阅读中得到更好的成长。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对国内乡村儿

童成长的现实环境更加了解，通过建立“梦想行动乡村阅览室”及开展



6 

 

“梦想行动暑假志愿者阅读计划”的项目模式，我们为乡村小学的孩子们

提供了“了解-思考-改变-分享”的阅读模式， 培养他们对阅读的兴趣，

为他们的成长提供积极的影响。 

北京总结会 

志愿者们在为期 4 周的项目点活动之后，于 6 月 22、23 日在北京达美

中心进行了小组总结和汇报。继承了以往的良好反馈，在两日间志愿者

们进行了小黑屋吐槽，项目点故事和小朋友礼物故事分享，圆桌反思

会，组织架构介绍及各部门志愿者招募和颁发结业证书。  

较以往总结汇报不同的是，本次汇报前给志愿者们较明确的汇报内容要

求，以求大家可以分享更多有益于未来志愿者的阅读活动设计相关想

法，汇报内容要求为：  

1）每周工作内容  

2）共上几次阅读课/音乐/体育/其他课程，课程大致内容  

3）每个年级课程侧重点   

4）优秀课程/活动展示  

5）除去课题内容，其他特色亮点介绍 比如活动/信箱/戏剧课程    

6）有无家访，如有家访，家访内容报告。  

7）每个志愿者的擅长内容/负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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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会中这样的格式极大地帮助了每个项目点志愿者来准备汇报内

容，但因为内容较明确，所以也有大量的重复，故明年的总结会在今年

的格式之上可考虑增加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暑期志愿者活动亮点 

梦想行动全国各地项目点的暑期志愿活动有很多精彩之处，我们不能一

一列举。今年梦想行动为了更好地帮助各个项目点解决各自的乡村儿童

面临的问题，联合并与许多其他的公益组织合作开展更多的长期活动。  

通过组织的牵线，长腿叔叔的信箱在河南科郑，大罗和寇营项目点建立

了合作信箱，并通过信来聆听孩子们的心声并给予合适的支持和关爱。

我们的沐滩项目点志愿者也效仿长腿叔叔的信箱试推广了心愿信箱来更

多的了解小朋友的内心需求。 

  

（图书室精美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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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沐滩小学，阅读课堂——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听讲。） 

在我们今年的第一次尝试的柏树镇幼儿园项目点，志愿者和部分幼儿园

老师们参加了希希学园性教育的远程培训，学习了如何开展性教育课

程，并成功开展了多节性教育课。其中 3 位幼儿园老师在旁听完志愿者

的课程之后接棒继续循序渐进开展性教育课，其中一位老师还加了一个

自己选的绘本《绝对不能保守的秘密》来告诉小朋友们遭到骚扰时永远

不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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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滕楼小学，生动有趣的绘本课堂——孩子们踊跃地举手发言，甚

至激动地站起来上前抢答） 

河南滕楼小学三年级的一个男孩说：“我特别喜欢王老师，他知道好多

好多事情。我们连下了课都要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志愿者小王却

笑笑说：“我只是给孩子们展现了世界的一角，但是孩子们却能用想象

不断拓展这个世界。” 

2018 暑期项目的结束后，梦想行动的工作没有停止。在执行团队的带

领下，梦想成立了项目改进小组。该小组的成立旨在更系统、更专业地

对目前项目的每一环节进行优化。截至 2018 年底，项目组已经针对志

愿者们的反馈对项目报名面试流程的诸多内容予以修改。我们希望通过

更现代化更流畅的网络申请版面便利志愿者们的申请，期待新的一年有

更多优秀的志愿者报名暑期志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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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 

在暑期项目筹备之余，梦想行动还有 11 个分会活跃在美国和加拿大, 

其中包括 10 个大学分会以及一个专业人士分会。梦想行动分会通过各

具特色的线上以及线下活动为梦想行动宣传、筹款、招募优秀志愿者，

吸引了所在校园、社区各方面的关注。梦想行动分会在服务梦想 行动

国际以及项目点儿童的同时，也为海外学子展现才华、锻炼自己提供了

优质的平台。梦想行动分会名单 (2017) 及分布如下: 

1. 弗吉尼亚大学分社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pter  

2.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社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Chapter  

3. 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社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Chapter  

4.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社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Chapter  

5. 康涅狄格大学分社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Chapter (New)  

6. 西方学院分社 Occidental College Chapter (New)  

7. 多伦多大学分社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apter  

8. 麦吉尔大学分社 McGill University Chapter  

9. 西安大略大学分社 Western University Chapter  

10. 滑铁卢大学分社 Waterloo University Chapter  

11. 纽约市工作者分社 New York City Professional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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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明年工作计划 

未来一年，梦想行动将继续项目合作，优化项目设计，通过分会和多媒

体渠宣传扩大影响力。在稳定组织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探索梦想更可持

续化的发展模式。项目部会继续向合作学校配送优质图书、派遣志愿者

到学校，并持续跟踪项目开展情况。筹款及捐赠人关系部将继续深入了

解捐赠人反馈需求、制定捐赠人支持计划、及时向捐赠人推送项目及组

织运营信息、力争通过已有捐赠人拓展新捐赠人。公关部门会围绕关键

信息传播梦想理念及特色、维护所有对外平台的日常运营、支持项目团

队及分会部门。通过高质量自媒体内容吸引志愿者及捐赠人，扩大影响

力。信息技术部将继续维护改进梦想网站，报名面试平台，培训平台，

及图书借阅平台，为组织稳定运转做好支持。分会部则会以招募志愿者

为首要目标、筹款为第二目标、引导分会活动服务于两个目标, 同时关

注各个分会动向，位新老分会提供支持和建议。 

 

公共关系部（PR）  

公共关系部 2019 年工作重点将会放在研究多样性的宣传形式。我们将

会继续使用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微博账户，以及 Facebook 并优化内

容，同时积极研究腾讯公益，豆瓣公益等其他公益宣传平台。在

2019SVP 宣传工作上，PR 部门将在往年宣传工作基础上增加新的宣传

文案，并且尝试寻找更多微信微博自媒体帮助转发。搜索引擎优化

（SEO/SEM）工作由 PR 和 IT 两个部门合作，由 2018 年正式开始，

2019 这个工作将会继续进行，以实现在搜索引擎上优先出现梦想行动

官方网站。人员方面，新的一年 PR 将寻找 1～2 位擅长图像和平面视

觉处理的人才，以实现部门结构和工作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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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IT）  

技术部 2019 年主要工作为维护和更新之前技术部开发的平台，包括图

书管理系统、组织官网和志愿者申请系统。我们将继续维护各个平台的

正常浏览和使用，并根据 2018 年暑期志愿者反馈表和访点老师意见进

行更新。争取图书管理系统更新可以解决本地信息自动上传至云端以减

少录入成本，网页版本优化手机端页面显示，志愿者申请系统在更新完

毕新一年的申请问题之后完善现有的.README 来减少未来更新内容的

学习成本。新的一年 IT 希望寻找 1 名擅长安卓开发，1 名擅长 Ruby

后端，1 名擅长 SEO/SEM 的人才来帮助我们进行更有效率的平台系统

更新。  

项目发展部（PD）  

项目发展部作为 2018 年新成立的部门，希望能够根据历届志愿者，校

方和社会专业人士的反馈来不断精进梦想行动夏季志愿者项目

（SVP）。项目发展部 2019 年的主要工作将放在优化 SVP 流程和提高

志愿者体验上。通过整理往届志愿者和校方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对

SVP 过程中可优化的地方进行整改，比如提高网络培训互动性和效率，

加强 SVP 期间对志愿者的管理，实现可持续地科学数据回收等。在人

员上，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找到一位强有力的项目执行者来帮我们将愿景

更好付诸实际，同时希望寻找 1～2 名教育学或社会心理学相关的人才

帮助我们进行更好的优化。 

 

2019 年，梦想行动会持之以恒地服务于组织主旨，通过向中国乡

村小学送好书输送志愿者来为改善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的学习和发展环

境，鼓励他们突破当地条件限制和制约，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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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收入（人民币） 

企业捐赠 Corporations 6,720  

基金会 Foundations 38,067  

个人捐赠 Individuals 124,912  

网络筹款 Online Fundraising 1,730  

分会 Chapters - 

利息收入 Interest 44 

收入合计： 171,472  

 

支出（人民币） 

支出  

项目发展 Program Development 229,968  

员工工资 Staff Salary 56,152  

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on 11,211  

支出合计： 297,331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余                   -12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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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 

鸣谢 

小也网络科技，VIPKID，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光和行动，云集微

店，鼎晖投资，一公斤捐书网，心平基金会 

 

个人捐赠 （排名不分先后） 

Ashley Tan，Di Shen，Dong Chen，Jennifer Huang，Jiangcheng 

Bao，Jingqi Wei，Lydia Re，Mark Himmelhoch，Meng Xie，

Raymond Ren，Ruoke Cai，Sendy Lin，Sha Liu，Sian Li，Sophia 

Lynch，Susan Jackson，Tianzhen Lin，William Griffin，Yafang 

Luo，Yijun Gai，Yujia Zhai，Yuwei Shang，Zhanglan Cheng，

Zhen Pan，Zhiwu Yang，孔惠芳，章熙媛，蔡黎佳，许劲波，陈宸，

陈平，陈栋，韦薇，以及参与 99 公益日的所有人 

 

企业捐赠 

健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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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理事会 

赖立里  

张岚   

谢丹夏  

马希望  

侯瑛                     荣誉理事 

黄凯  

执行团队（从 2018 年 6 月开始 ) 

谢丹夏 执行主席 

李宇欣 联合主席 

陈月婵 捐款统筹 

杜权 分会总监 

尹一雄 公共关系总监 

牛晓倩 技术总监 

李子菡 项目总监 

陈妍玘 捐赠人关系 

张元 中国总代表 
 

 

(附：执行团队人员变动）  

盖筱箬 执行主席 （2018 年 2 月卸任）  

黄凯 执行主席（代） （2018 年 7 月卸任）  

 公共关系总监 （2018 年 6 月卸任） 

刘倩 项目助理 （2018 年 6 月卸任）  

曹晞睿 公共关系总监 （2018 年 1 月卸任） 

陶静伊 技术总监 （2018 年 6 月卸任） 

崔笑宜 志愿者关系 （2018 年 6 月卸任） 

李宇欣 分会总监 （2018 年 5 月卸任） 

郭嘉伦 财务干事 （2018 年 3 月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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