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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藜通讯
2017年第1期 共22期
本期《伯藜通讯》由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宣传策划部高冰宁编辑制作

基金会快讯 学社故事 学子专题

01 基金会快讯
---了解基金会的最新动态

在宁陶学子代表祭拜刘光藜女士
       3月25日，由张利伟秘书长主持的刘光藜女士清明祭拜仪式在南京江宁陶氏墓园举行。陶欣伯先

生家人、基金会员工、陶学子校友代表、在宁11所项目合作院校的指导老师和陶学子代表以及允公
小学师生代表共300人参加了本次祭拜仪式，表达哀思之情。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7/03/27/2714234533510107?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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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陶学子校友聚会顺利举行 

       2月17日晚，上海地区陶学子校友聚会在上海顺利举行。目前在沪读研、工作、创业的11名毕

业陶学子相聚一堂，大家共话陶学子情谊并就上海地区校友工作的开展等进行了热烈讨论。项目一
部韦巍代表基金会参加此次聚会活动。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7/02/20/2016184230510002?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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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季伯藜学社
社长交流会顺利举行 

       2月25日-26日，2017年春季伯藜学社社

长交流会在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顺利举行。
本次交流会旨在加强各伯藜学社之间的交流，
讨论春季学期伯藜学社的项目计划，提升各位
社长的社团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

2017伯藜学社文宣部
骨干培训会圆满举行 

       3月18日-19日，2017伯藜学社文宣部骨

干培训会在基金会顺利举行。来自22所项目合
作院校伯藜学社的27名陶学子参加了本次培
训，他们在短暂的相聚期间分享了开展学社宣
传工作的甘苦，聆听了往届陶学子所传授的新
闻传播经验，并将把伯藜学社的价值观带回各
自的学校，使“资助贫困有志，奖励品学兼
优，鼓励回乡创业，服务基层社会”的基金会
宗旨薪火相传。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2017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学员名单公布  
        “2017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创业课程”项目自报名之处就得到了项目院校以及陶学子的

广泛关注和支持。我会通过层层选拔，从创业实践、创业素质、创业能力和英语水平等方面出发，
进行综合考量，最终从129份陶学子申请中确定了60名陶学子参加今年暑期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举办
的乡村创业课程。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7/02/28/2813434006210004?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7/03/20/2015571360410019?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7/03/24/617024245410002?cat_i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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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伯藜创业计划大赛报名结果揭晓  
        为了持续激发陶学子的创新创业热情，发现并培养创业人才，遴选优秀创业项目，基金会决定

举办第五届“2017伯藜创业计划大赛”。截止2017年3月底，我会收到来自20所项目院校推荐的79
个创业项目和团队，参与陶学子人数达326人次，其中还有毕业陶学子的参与。

>点击查看原文

陶学子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及提名奖  
        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2016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揭晓》中公布

了2016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获奖名单以及“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获奖名单。其
中，扬州大学陶学子薛禹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这一殊荣。来自盐城工学院的张海跟、江苏
科技大学的雷冬娣以及淮阴师范学院的刘佳文三名陶学子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点击查看原文

陶学者牵手陶学子
——“贝贝帮”获精
锐教育300万元战略
投资  
        我会从陶学子创业项目“贝贝帮”获得消

息，贝贝帮与精锐教育日前达成相关人才输送
协议，获得精锐教育300万元战略投资。合作双
方分别来自陶学子和陶学者创办的企业，精锐
教育高管与贝贝帮总经理徐鹏先生在协议上签
字。

>点击查看原文

2月24日，第四期创业陶学子分享会成功举办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7/02/24/2415202017510002?cat_id=71
http://www.tspef.org/2017/01/23/2313334392410007?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7/03/14/1416191661210009?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7/02/28/2814374800110005?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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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第二十一期伯藜沙龙“重塑自我,实现梦想”顺利举办 >点击查看原文

3月3日-5日，2017伯藜学社骨干第一期领导力培训班圆满结束 >点击查看原文

3月29日，第十二期伯藜讲堂“职业选择道与术”顺利举办 >点击查看原文 

3月30日，基金会发布《2016年度报告》 >点击查看原文

02 学社故事
---了解各个伯藜学社的特色活动

走进创业

东南大学伯藜学社

第一期创业沙龙成功举办

南京中医药大学伯藜学社

“创业漫步”系列讲座第一讲圆满
结束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分享交流

南京工业大学伯藜学社

文宣部培训分享会

江苏大学伯藜学社

“高数学习与经验分
享”交流会

南京农业大学伯藜学社

新学期社员大会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江苏科技大学伯藜学社

校友交流会

泰州学院伯藜学社

新学期第一次全体大
会

盐城工学院伯藜学社

全体大例会

http://www.tspef.org/2017/03/06/61314006621001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7/03/06/617250429410008?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7/03/30/3017331470610107?cat_id=50
http://www.tspef.org:8080/pros_wjdc/s/ajax/interface/preview-pdf?path=http://www.tspef.org:8080/pros/upload/file/20170331/1490946777476048378.pdf
http://www.tspef.org/2017/03/21/2112153611310018?cat_id=81798110002
http://www.tspef.org/2017/03/21/2117291746110092?cat_id=81798210006
http://www.tspef.org/2017/04/05/209260888910004?cat_id=7081800310054
http://www.tspef.org/2017/01/04/820105316410003?cat_id=7081800210050
http://www.tspef.org/2017/03/01/314312925710004?cat_id=817983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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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与爱同行

南京医科大学伯藜学社

开展敬老院志愿活动

江苏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心理团体辅导活动圆
满结束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伯藜学
社

初心不改，与爱同行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素质拓展

南京晓庄学院伯藜学社

瑜伽校园文化活动第一课

南京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部门春游联谊顺利举行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南通大学伯藜学社

“伯藜”卓越训练营交通学院开班
仪式圆满结束

徐州医科大学伯藜学社

成功举办“天使导医”活动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7/03/12/1221591332210009?cat_id=7081800410062
http://www.tspef.org/2017/03/18/1823505872910014?cat_id=7081800510070
http://www.tspef.org/2017/03/27/2712433398710099?cat_id=7081800710082
http://www.tspef.org/2017/03/05/523413016010005?cat_id=81798410014
http://www.tspef.org/2017/03/09/916082836510002?cat_id=7081800410058
http://www.tspef.org/2017/03/26/2621290473410101?cat_id=7081799710030
http://www.tspef.org/2017/03/28/2810561784310104?cat_id=7081799610022
http://www.tspef.org/2017/03/21/2121122417810093?cat_id=7081799510018
http://www.tspef.org/2017/03/27/2723255243910108?cat_id=7081799910038
http://www.tspef.org/2017/01/26/2812441479110003?cat_id=70817999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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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学于乐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世界咖啡工作
坊”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

南京林业大学伯藜学社

本学期第一期灯台读
书会成功举办

江苏经贸伯藜学社

《陶欣伯人生小故
事》分享会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盐城师范学院伯藜学社

“古代文化趣味
问”活动成功举办

扬州大学伯藜学社

举办“世界咖啡交流
会”活动

文本框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03 学子专题
---展陶学子风采，树标杆典型

姓名：吴庆国

学校：淮阴工学院

年级：2016级

寒假社会实践心得
--创业调研“菜吧”

       首先，能够组织参加这次的寒假实践调研活动心里面还是十
分的开心和激动的，虽然寒假实践调研已经过去，但是寒假实践
项目调研的每一个场景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十分的清晰可见。从申
请寒假项目调研、调研项目获批、策划项目调研方案到项目调研
实施，再到项目调研总结。每一步都留下了我以及我的队员们的
青春的痕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http://www.tspef.org/2017/03/21/2111423375510021?cat_id=7081799810034
http://www.tspef.org/2017/04/05/2814254785810112?cat_id=7081799710026
http://www.tspef.org/2017/04/13/1311191167910177?cat_id=7081800510066
http://www.tspef.org/2017/03/20/2018133741710020?cat_id=7081800710086
http://www.tspef.org/2017/03/26/2600281533710096?cat_id=70818000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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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项目调研时间定在学校正式放寒假的的第二天，刚刚
回到家的我，便开始进行调研。在这调研的过程中，我对在自己
家乡的农贸市场、农业生产者 、商贩及客户进行了不同的调研，
发现很多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农业产业的状况也有了一定的了
解。

       对于很多的农业生产者来说，农业在他们的眼里是“靠天
收，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很多的时候他们这一季获得了大丰
收，但下一季却颗粒无收，在这一悲一喜之间，所有的风险都由
农民自己担着。还有很多的农民及蔬果菜贩反映，销售也是他们
的一大难题。他们说今天你的产品或许质量不是太好，但是却能
卖的好价钱。可是明天你的产品即使质量上乘，也有可能烂了都
没有人买。这在农民的口里是销售的问题，实际上除了销售，同
时也有市场供求难以调节平衡的问题。此外在对很多农户的调研
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对于他们来说虽然上
街买菜可以仔细挑选，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厌烦；甚至
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时间去菜市场。有些买菜的大爷大妈甚至
开玩笑的说：“要是有人专门给我送菜就好了，而且要是不必担
心质量问题就更好了”。虽说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却深深地与
我们要做的项目契合。

       在农产品市场的调研当中发现的情况，其实大多数是目前农
产品经营及销售的普遍的问题。这当中有很多是符合我们“菜
吧”项目应用范围的，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十分地激动和兴奋。

       此外，在调研之余，我还参观和走访了淮安当地一些农业科
技生态园和农业科技产业园区。在这里我见识到了更多关于农业
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对我们的项目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农业
科技园区和农业生态园的参观中，我感觉到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
程度是很大的，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但目前的这些农业
生态园以及科技园区虽然相比传统的农业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但是其智能化程度和服务质量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对于农业
这些个方面的问题，也更加的坚定了我坚持做好自己的这个项目
的信心。

       其实很多的时候有意义的并非是活动本身，而是活动背后给
予你成长的意义。寒假的实践调研活动不仅仅对于我自己有意
义，对于团队和每一个成员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加强团队能
力的同时也加强了成员之间的默契。最后感谢这次寒假实践调研
的机会，同时希望我们的项目、我们的团队走的更远。

姓名：陈松松

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

年级：2014级

2017年春季伯藜学社社长交
流会
       很荣幸这次能代表南京中医药大学伯藜学社参加了2017年春
季社长研讨会，此次学习之旅，不仅仅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更
多的友谊。接下来我将从社团管理，学社活动及工作计划开展，
个人感想三方面来具体阐述此次培训的所学所悟。 
       首先是社团管理方面，通过此次冯丹学姐的分享，并结合与
其他社长交流的经验，我对权责明确、责任到人的管理模式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举办活动时，应该采取多种方式让每个人参
与其中，让他们在活动中展现自己的能力，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
义。其次，为了提高陶学子的社团归属感和凝聚力，应该让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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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员尽可能接触到伯藜的顶层框架，扩大本校陶学子与其他陶
学子的交流，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好的接触到更多优秀的人，
才能真正体会到伯藜是一家。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文化，一方面扩
大了大家的交际圈，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和性格会相互影响，或许
在交流中，会发现伯藜给每个陶学子真正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
台。再者是注重和大家感情的交流，让每个部长关心到每个陶学
子，不仅通过活动让他们参与其中，而且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让
他们真正感受到伯藜给的温暖。 
       第二，就是关于学社活动和工作计划进行的探讨和学习，亦
让我受益良多。通过世界咖啡的学习，看到了不同学校的特色活
动，各有特点，其中比较中意的是南林的灯台读书会和南医大的
春秋游。现深知，社团活动其实在精不在多，把活动真正的做到
特色，把影响力扩充到最大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而做到最有影
响力的关键便是严把活动质量，注重后期的宣传。我始终相信这
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在工作计划上，张老师和江老师
都提到了，计划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而不仅仅停留在计划。一
个好的工作计划绝对是开展活动的关键。此次培训，得到老师和
其他社长的指点，完善了自己学社本学期的工作计划，在接下来
的时间活动将会举办的更加有意义。 
       最后，便是我这次培训的所感所思，担任自己学校的社长已
有一年有余，对伯藜有很深的感情，伯藜也帮助我成长了很多。
此次培训，体会到了世界咖啡的甜与苦，我想世界咖啡的本质意
义是让我们在处理问题时，集思广益，这样的决策才更有影响
力。然后更是见识到了其他学校社长的工作能力，大家身上散发
着活力，看到其他优秀社长对学社工作表现出来的无比热情，更
是让自己深感不如。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伯藜都拿出百分百
的热情，伯藜将会被大家建设的更好，更有活力，成为陶学子们
真正的家。我爱伯藜没有理由，只因我呆在里面有温暖，有归属
感，存在感。在余下的任职期间，我会更加的加倍努力，为伯藜
做更多的事情，更会把所学的传给下一任社长。总结的最后，我
愿用一句话结尾，我爱伯藜，爱之入骨。

姓名：衡琪琪

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

年级：2016级

伯藜学社负责人领导力培训有
感

--2017年第一期

       当今时代，一个人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前途和

命运，而这个综合实力从某种角度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
种。硬实力如学历、经历、工作技能等，是一个人道行高低的体
现；软实力如人际交往能力、领导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是一个人修为高低的体现。可以说在我此次接受培训以来，接受
的大多都是个人硬实力的培养，这次培训让我对个人能力的培养
有了崭新的认识，我也把软实力的培养挂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
次的培训特别注重提升团队素质，在为期两天半的培训中我学到
了不少干货，以下就是我对这次培训的总结感悟。

       第一天的开班仪式中，基金会张利伟秘书长以理念、责任、
行动为主线作了讲话。在我看来，理念这个东西，对于人生也
好，团队也罢，算得上是一个规范行为、确定人生和团队发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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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必不可少的要素。理念包括人的看法和观点，哲学意义上属
于世界观的范畴，世界观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方法论。人的理
念是活动的指导原则，同样团队的各种活动也要紧紧围绕团队工
作理念来展开。我认为伯藜学社的各个部门要有团结和创新的理
念，这样才能提高社员之间的感情基础以及每个人的工作效率。
作为领导者，在管理部门或者社团时也要有自己的理念，而管理
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换位思考，简单来就是要想别人对你怎么
样，你就怎样对待别人。我们在部门内部的调查显示，多数部员
都希望部长和蔼可亲，能够关心自己，这说明领导者的威信力是
建立在充分了解属员需求的基础之上的。而责任感，从某种程度
来说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指标。担任伯藜学社领导人，
认真做好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伯藜大家庭负责任的表现，
就像张秘书长讲到的那样“伯藜兴亡，陶学子有责”。以我个人
观念点，一个人的责任心是否足够可以从他处事的细节细节判
断。就像我作为班级副团支书，会认真记录班级每一位成员入党
材料递交的时间，作为伯藜新闻宣传部的一员，我会把图片上的
个人信息打上马赛克，确保社员的利益不受侵害。当然，没有行
动，永远只是一个思想的矮人，只有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在实践，
才能真正显示出所学知识的价值。

       除了张利伟秘书长给我们分享的理念之外，我还收获了友
情，感受到了陶学子之间真挚的感情。我的室友来自南京林业大
学，和我一样是16级的陶学子，但是他思想的前瞻性还有过人的
领导力让我十分佩服。古语有“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
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我在和他相处的三天两夜中，学到了
他身上优秀的品质，也收获了更好的领导技巧。在接近一整天的
素质拓展活动中，我们在玩乐中学习，在游戏中思考，认识到了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首先，一个团队
必须要有一个有足够领导力，能够带动全场的领导者，而领导者
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促进团队高效的决策；其次，作为被领导
者，一定要服从上级的合理安排，明确规则和要求，就像写策划
书一样，一定要注意各个部分文字的格式要求，否则一个工作可
能就会前功尽弃；还有，作为领导者一定要给属员充足的成就
感，人众人教育机构就没有能够及时公布小组成绩，没有了活动
结果，小组成员的成就感没有得到满足，其他相对落后的小组也
没有得到适当激励。一般电子游戏都会给予玩家及时的加强反
馈，以满足玩家的成就感。一个团队也是这样，领导者必须要给
属员充分的反馈，让他们得到鼓励，以此增加他们的工作热情；
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注重团队的协调和合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
势，各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发挥团更高队的效率。

       这次培训不仅有张利伟秘书长和人众人教育机构带给了我们
的思想沙龙，也有一些工作的干货型技巧。基金会韦巍老师给我
们作了“高效开会”的讲座，我学到了高效会议的一般流程，例
如会议一定要有固定的角色，包括主持人，记录员和计时员，虽
然这是会议形式框架的要求，但是这是并不可少的。在相应的时
代背景下，做事必须要有一定的形式，但这个形式并非所谓
的“形式主义”，而是一种能增加工作效率和专业性的方法。举
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八股文盛行的时代，其他形式的文章必然
不会得到重视。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我们正在提议给学社的每
个部门确定象征性的颜色代表部门的形象，增加部门建设的仪式
感和统一性。杨森讲师从分工协作、冲突管理、人际关系和时间
管理等方面给我们教授了团队建设技巧。分工协作在一个团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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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在贝尔宾测试中，人可以被分为实干者，推进者，创
新者，完美主义者等，只有发掘每个部员的优势，找到他们的工
作定位，才能更好地组合不同类型的人才，实现团队工作效率的
最大化。虽然伯藜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但并不代表所有的
人际关系都如亲人般和谐，毕竟个人性格和为人处事等方面存在
着不可避免的差异。当部门内部出现了矛盾或意见不统一时，冲
突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像杨森讲师所讲的一样，冲突并不一
定是个坏事，运用协作的处理风格能让冲突和平化解，甚至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团队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基金会江君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普及了项目的基本知
识，我在学习中了解了项目、项目管理、项目干系人等专业名
词，眼界大开，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专业性的基础。在项目管理
的基本流程中，江君老师提出的“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
情量化，量化的事情专业化，专业的事情模板化”理念让我受益
匪浅，这不仅能让一项复杂工作的分工更加明确，而且再复杂的
项目，按照这个理念都能被分解，能够触类旁通地套用以前的经
验和形式，从而实现项目的顺利进行。当然，在进行项目管理的
过程中，不能盲目地套用模板，也要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一个团
队必须要有创新者的存在，才能跟上时代潮流，使团队的思维不
受限制。江君老师推荐的绘制问题树和目标树的方法真的是简单
实用，能将问题层层细化，从而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我在
回到学校后就下载了思维导图软件，运用这来理清我制作PPT和
写文章的思路，能有效地避免思维的混乱，感觉又学到了新的技
能。

       我还记得高台上的泪水和鼓励，我还记得草地上的汗水和笑
脸。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但是记忆可以永存，我不会忘记兄弟
院校陶学子两天半的陪伴，不会忘记人生中难得的体验，更不会
忘记基金会的老师辛苦的付出。感谢基金会能给我这个学习的机
会，也感谢伯藜学社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把所学应用到实践，
为伯藜学社创造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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