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未来的公益之路可以追
溯 2008 年汶川地震之际。 当时
学而思（好未来前身）刚刚成立
5 年，规模还未走出北京市海淀
区， 向灾区紧急捐赠了 200 万
元，援建两所希望小学；同年又
在甘肃、 湖北捐建了两所希望
小学。

2012 年，好未来发起“同一
课堂”项目，让学而思老师作为
志愿者走进贵州、青海、新疆、
西藏等地的贫困学校， 与当地
老师分享自己的授课经验，为
当地的孩子带去学而思的优质
课程资源。

2013 年好未来教育集团出
资 200 万元，在北京市民政局注
册成立了好未来公益基金会，这
是教育培训行业设立的首家公
益基金会。这也意味着好未来的
教育公益事业开始朝向体系化
专业化运作。

在“帮助更多的人平等享
受教育资源” 的好未来公益基
金会宗旨下，在随后的两年，越
来越多的好未来人跟随“同一
堂课”走进贵州、青海、云南，在
支教的同时还对当地教师进行
培训。

在设立企业基金会的同时，
好未来还通过与头部教育机构
新东方联合发起基金会“情系远
山公益基金会”， 通过整合各自
的学科优势，共同通过“双师课
堂”的形式开展公益活动，全面
解决偏远地区中小学优质教育
资源缺乏的问题。

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时腾飞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企业基金会更多的是用企
业的产品去做公益， 好未来公
益基金会主要通过企业的产品
服务城市学员。 然而，乡村学员
和城市学员之间存在学习的差
别性， 如果直接将企业的产品
直接覆盖乡村的话， 学员会在
使用时不适应。

“情系远山的设置就让我们
跳出了现有模式，将好未来多年
沉淀的教研员以及教研内容，针
对乡村学校进行重组和重塑，重
塑后的内容事实上是为乡村学

校的学生生产的，从而让乡村学
校的学生更加适应。 ”

时腾飞指出，情系远山基金
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希望能
够覆盖更多的乡村学校和学生。

“现有的这套系统支持几万个学
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想要支
持更多学生的关键在于，在乡村
能否设置所谓的‘分厂’或‘分
店’，即能够在当地采购教研、老
师、服务，将个性化的、服务性的
内容放在地方去生产。把一些可
以高度互联网化，易于传播的内
容放在总部去生产。 ”

与此同时，能够在当地建立
内容服务团队，生产出更多更好
的内容。 因此，本地化的内容加
工和本地化的内容服务将是情
系远山未来一年的工作重点。

时腾飞向《公益时报》记者
透露，“情系远山” 下一步的规
划是希望先找到符合条件的

“产地”， 在地方基金会和政府
的主导下， 先完成第一步“建
厂”，进而不断去摸索生产的流
程和步骤， 对内容和服务进行
生产。“我相信只要有好的内容
和服务， 这个模式一定可以在
中国推广开来， 进而会成为一
种新的教学方式。 ”

除了设立企业基金会、联合
发起行业基金会的模式外，好未
来还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由好
未来教育集团的创始人张邦鑫
出资 200 万元，在北京市民政局
登记成立了慈善组织———北京
兴邦公益基金会，旨在通过科技
手段，整合教育资源，让儿童享
受公平优质的教育。

该基金会主要通过开展品
牌项目“雏鹰计划”，助力乡村学
前教育，用网络互动平台，陪伴
教师专业成长、整合优质幼教资
源、推动教师内在动力提升等策
略，为当地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
育生态，从而改善县域乡村学前
教育质量。

据了解，2020 年，雏鹰计划
在甘肃、贵州、湖南 3 个省的 4
个县开展项目， 覆盖了 76 个幼
儿园 ，166 位老师深度参与项
目，4667 名幼儿在项目中受益。

此外，多年来，好未来通过
设立全员公益日，鼓励每位员工
拿出一个工作日做公益或履行
社会责任。其面向全国好未来人
推出的公益活动参与平台“公益
地图”， 好未来员工可随时登陆
了解最新公益动态、报名参与感
兴趣的公益活动，还能在“个人
中心”页面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
公益档案。

据了解，截至 2020 年底，好
未来员工志愿者参与公益项目
超 5 万人次， 累计公益时长超
200 万小时。 组织学而思学员累
计参与公益项目超 65 万人次。
贫困地区受益学生超 30 万人，
受益教师约 6 万人。

教育的发展需要历经普惠
教育、优质均衡、个性化教育三
个阶段。教育公益的发展也同样
历经三个阶段。 从 2008 年到
2021 年， 好未来的公益之路走
过了近 13 年历程。 从捐建希望
小学到输送师资的传统支教，再
到打造希望在线， 探索智慧教
育，十多年间，好未来的公益之
路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华丽升级。
好未来的步伐因此也会更坚定
清晰———用科技推动教育均衡
发展，通过多方合力，无论城市
还是农村，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好未来。

2017 年 8 月 24 日，在好未
来集团成立 14 周年庆典上，好
未来创始人张邦鑫面向集团全
体员工承诺将和好未来创始人
团队一起陆续捐出 10 亿元成
立教育公益基金。 计划未来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帮助贫
困地区学生获得优质教育、帮
助学生健康成长、 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等。

张邦鑫所承诺的捐 10 亿元
成立教育公益基金最新的进展
如何？ 具体有哪些实施规划?面
对以上问题，截至发稿前，好未
来并未给出相关回应。

不过，从好未来不断扩张的
公益版图不难看出，好未来公益
正在不断向“教育公益基金”的
目标靠近，我们不妨也给好未来
一些准备的时间。

2020 年以来， 受新冠疫情
影响， 好未来线下扩展收缩，营
收增长放缓，而营销费用却不断
攀升，净利由盈转亏。

4 月 22 日， 好未来（NYSE:
TAL）发布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的 2021 财年第四季度和全年
未经审计财务报告。

财报显示，好未来 Q4 净收
入 13.62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8.9%；归属于好未来的净亏损
为 1.690 亿美元，上年同期归属
于好未来的净亏损为 9010 万
美元。

2021 财年全年净收入从上
年 的 32.733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44.958 亿美元， 增幅为 37.3%；
归属于好未来的净亏损为 1.160
亿美元，2020 财年归属于好未
来的净亏损为 1.102 亿美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好
未来在 110 个城市共设有 1098
个教学中心， 多于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设于 70 个城市的 871
个教学中心。

2021 财年季度平均学生人
次（长期正价课） 从上年的约
302.384万增长到约 466.914万。

由此可见，2020 年，疫情之
下的教育行业虽经历了一波又
一波的冲击和洗刷，但好未来的
用户数依然同比增长了 54.4%。

可以说，疫情开启了在线教
育的“新纪元”。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46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疫情期间，在“停课不停学”
政策的引导和助推下，全国 2.82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截
至 2020 年 6 月， 三线及以下城
市 在 线 教 育 用 户 占 整 体 的
67.5%，同比提高 7.5%，在线教
育正加速向下沉市场渗透。

去年疫情暴发，好未来第一
时间设立 1 元抗击疫情专项基
金， 其中 8000 万元用于帮助湖
北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孩子们“停
课不停学”。 而好未来推出的公
益性免费课程，为学生、家长、老
师带来便利性的同时，同样也为
自己带来了流量和用户粘性。

据统计，疫情期间，高峰期
每天观看学而思网校直播课的
学生超过 6000 万人次， 包括很
多偏远地区的孩子，在同类型课
程用户中的被选择率大于 80%。

当被问及免费赠课活动结
束后用户数呈现的变化时，万怡
挺表示：“免费课的捐赠确实使
我们的平台用户实现了增长，但
我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增长用
户量、推广平台，而是全力以赴
为疫情严重地区的孩子们和边
远山区因疫情暂缓开学的学生
们提供高质量、新体验的在线学
习课程。 ”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
随着在线教育行业的高速发
展，各企业的公益、创新举措，
既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体
现， 也可以在免费赠课的过程
中， 推广自身业务的同时完成
用户信息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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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捐赠的背后】

【不断扩大的公益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