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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乡村学生生涯教育空白的公益组织
“我们希望借助互联网工

具，将职场人士和学校、学生链
接起来，邀请职场人士为中学生
讲述他们的职业故事、 奋斗经
历，行业发展情况和行业里的酸
甜苦辣。 我们想要激发学生主动
学习的欲望和动力，让他们明白
为什么而学。 这种模式也在一定
程度上了填补了农村中学生生
涯教育的空白。 ”

杨雪芹是深圳市途梦教育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途梦”）的发起人。 在云南临沧
大朝山镇两年的支教经历让她
发现，相比如何教学生学好每一
门课程而言，让学生们明白为什
么而学、找到学习的动力更加重
要。 在经历过商业创业的挫折之
后，她果断选择通过公益的方式
解决这一问题。

两年多来，已有三万多名学
生接受过途梦的生涯教育，课程
学校分布在 21 个省份， 讲师团
队超过 300 人。 途梦的公益模式
也得到了壹基金、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以及新加坡星展银
行集团等大型机构的认可和支
持。 那么，途梦开展生涯教育具
体模式是怎样的，有何独特之处?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通过公益创业达成目标

2012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
杨雪芹参加了美丽中国支教项
目，到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朝山
镇大朝山中学开始了为期两年
的支教生涯。 镇子靠近澜沧江，
位于公路的最末端，而杨雪芹所
在的大朝山中学成绩在全县也
总是排名垫底。

当时杨雪芹负责教初一和
初二地理，这也是学校所有学科
中成绩最差的科目———在云县
18 所中学中，大朝山中学地理成
绩排名倒数第一，平均分只有 38
分。 但仅仅过了一个学期情况就
发生了逆转，她带的班级地理成
绩一下子成了全县前几名，成为
在全县排名最好的科目。

但成绩的提升并没有让杨
雪芹高兴起来，因为她无法改变
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辍学的现状。
2014 年结束支教时，杨雪芹带的
一个班级学生人数从 68 人减少

到了 30 人。 很多学生初中毕业
后选了外出打工，也有部分学生
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很多学生
并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也没有学
习的兴趣和动力。 当时我也在
想，能不能开发一种教学工具或
者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和
动力。 ”

离开美丽中国后，杨雪芹与
南开大学校友一起创业，投身学
科培训领域。 但是在工作过程
中， 杨雪芹发现自己变得很被
动。“很多学生是在父母的压力
下才来报辅导班的，他们并不太
在乎父母为他们花的钱，学习起
来也很被动，而作为老师我教起
课来也很被动，觉得自己成了一
个提分工具。 ”

此时，杨雪芹认识了南开大
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建鹏
老师， 也就是途梦现在的合伙
人。 王建鹏在大学里教大学生职
业规划，在他看来，职业生涯教
育完全可以也应该在中学层面
落地，其能够帮助学生找到自己
认同或者感兴趣的目标，进而帮
助学生进步。 于是，双方联合进
行探索，并成立了一家生涯教育
公司。

“当时我们设想的很好，以
为可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方
向、解决学习动力的问题，家长
就会支持我们。 但出乎意料，家
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不
会去考虑孩子成绩提高不了背
后的根源。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
别尴尬的局面，即学校不愿意安
排时间给我们上课，认为我们是
一家商业机构，最终目的是为了
赚学生的钱。 另外，大家对于职
业生涯教育的理念也不是很认
同，所以让学生付费来学习职业
生涯规划确实很难。 ”

杨雪芹告诉记者，除了来自
外部的困难，团队内部的分歧也
让她的理想无法通过商业途径
实现。“生涯教育需要持续投入，
但我们通过学科培训赚的钱也
不足以维持下去。 团队其他伙伴
明确表示要放弃生涯教育部分，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
情。 既然通过商业创业的途径无
法实现这一目标，我就希望通过
公益的方式进行尝试。 ”

2015 年， 杨雪芹创立途梦，

通过在线视频将职业
人士和学校、学生链接
起来，邀请不同行业优
秀的从业者向偏远地
区的学生分享自己独
特的经历，开拓学生的
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
动力和热情。 与其他公
益项目不同，途梦要解
决的不是如何学好的
问题，而是要解决为什
么学习的问题。

填补农村中学生
生涯教育空白

在和校友一起创
业前，杨雪芹还有过一段在美丽
中国工作的经历，负责筹款和企
业关系维护。 这段经历让她深切
了解了企业领导和员工对于公
益的诉求，比如除了捐赠捐物还
要有参与感、不要占用员工太多
时间和精力等。“途梦的公益模
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既满
足了企业参与公益的需求，也能
够满足学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
动力的需求。 ”

机构成立初期，杨雪芹几乎
是通过“刷脸”推动项目的运作：
通过美丽中国的同事找到试点
学校进行尝试；利用之前积累的
资源，发动身边的朋友以及公益
机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等担任
项目讲师。 再后来，通过口口相
传，有越来越多的职业人及学校
申请加入途梦生涯教育。 为保证
项目质量、规范项目运作，途梦
团队在分享嘉宾选择、讲授内容
以及方式等方面都制定了明确
的标准。

杨雪芹告诉记者，嘉宾每一
次分享时长 60 分钟， 其中有 40
分钟分享和 20 分钟互动。 途梦
会为嘉宾提供统一的讲课模板，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介绍职业的
性质、服务哪些人群，阐释职业
的价值； 介绍职业的“酷 ”和
“苦”，工作中平凡的每一天是什
么样子；介绍行业发展前景以及
对于能力技能的需求；讲师追求
梦想的经历等。

“我们对于分享嘉宾的选择
其实只有三个标准，热爱自己的
职业、要有公益心、要有表达能
力，我们希望有更多不同行业的
优秀职业人参与进来。 ”杨雪芹
表示。

除了要求嘉宾按照模板进
行备课，机构还会要求嘉宾进行
试讲，试讲通过以后才能给学生
讲。 在这个过程中，途梦团队会
给嘉宾提出相应建议，帮他们找
一些案例、图片、视频等素材，丰
富课程内容。 健身教练、考古学
家、职业电竞玩家、律师、公益项
目创始人……来自不同行业的
分享者不仅激发了偏远地区学
生的学习热情，也拓宽了他们的
视野。

如何保证嘉宾分享内容是
学生想听的？ 在和学校接触的时

候，途梦团队首先会调查学校和
学生的需求，了解他们对什么感
兴趣。 目前，途梦生涯教育在每
所学校开课的频率为每学期六
次课， 开课之前机构会做前测，
学期结束之后再做后测，且每次
课程结束后还要及时收集学生
反馈，以此来分析课程是否对学
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推广
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最开始有学
校把我们当成骗子，以为我们是
来做推销的。 这也是一个不断建
立信任的过程。 ”杨雪芹谈道。

此前，内蒙古赤峰市教育局
的一位负责人得知途梦生涯教
育的信息后，坚持要到机构进行
考察。 而彼时，途梦的办公地点
位于一家企业内部，由企业免费
支持工位。 这让杨雪芹感到十分
担心，担心教育局会觉得团队实
力太弱，对团队产生质疑。 不过，
这位负责人考察回去之后，很快
就在当地找了几所学校进行试
点，学校的老师也都非常认可这
种公益模式。

经过两年的探索， 途梦生
涯教育得到了公益领域以及很
多学校的肯定， 甚至有学校通
过付费方式购买他们的生涯教
育课程。 在 2016 年“马云乡村
教师”获得者、四川省宜宾市翠
屏区牟坪镇初级中学教师杨富
琼看来， 生涯教育课程确实给
她的学生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不再把打工看作自己唯
一的出路， 开始思考自己以后
想要从事的职业 ; 他们周末玩
手机的时间在慢慢减少， 作业
完成率越来越高……”

给中学生开展生涯教育并
不早

2013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联合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
青少年开发院以及美国艾迪资
源系统公司，发布了《中美日韩
高中生毕业去向和职业生涯教
育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高
中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已全面落
后于其他三个国家，差距之大须
引起相关方面重视。

据了解，早在 1989 年美国
就颁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
方针》，明确规定职业生涯教育

要从 6 岁开始;日本则要求小学
阶段必须进行职业生涯方面的
教育教学活动。 相比而言，在中
学阶段开展职业生涯教育并不
是太早，而是太迟。 在该报告课
题组中方负责人、 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孙宏艳看来， 对职业的陌生感
以及对职业生涯的困惑感，在
年轻人群体中非常普遍， 这对
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成长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

另外，由于高考改革，职业
生涯教育正在变成“刚需”。 杨雪
芹向记者分析称，高考改革给予
学生更多选择，但如此多的选择
也给学生造成了很多困惑，到底
该怎么选择、现在的选择会对未
来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中学
生忧虑的问题。“这个大背景也
给生涯教育创造了很好的前景，
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

2016 年， 途梦获得壹基金
“我能实验室”20 万元资助，支持
他们进行创新，同时帮助机构对
接资源，分享行业内的信息和机
会。 此外，途梦在 2017 年还得到
了新加坡星展银行集团 5 万新
币(约合 25 万人民币)的资金支
持，成为当年唯一一家得到其资
助的国内公益机构。 而这些大型
机构之所以愿意支持一家处于
初创期的公益机构，主要是看中
了其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力及
价值。

第一，途梦的模式填补了农
村中学生生涯教育的空白，告诉
学生为什么去学，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第二，生涯教育是未来
发展趋势， 也是学生所需要的；
第三，依托互联网，可以让生涯
教育形成规模， 实现规模化发
展；第四，目前已有学校付费购
买途梦课程，具有一定的自我造
血潜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立途梦之前我研究过很
多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的模式，
发现很多机构是随着潮流走的。
对于公益机构而言，是应该迎合
大众还是引领大众呢? 这是我们
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好在我们
的定位很清晰，就是解决为什么
学习的问题，我觉得今后途梦在
这方面还可以做更多。 ”杨雪芹
告诉记者。生涯教育不仅拓展了这些农村学生的视野，也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

通过在线视频方式，途梦邀请不同行业优秀人士为农村中学生开展生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