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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藜通讯
2016年第3期 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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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创业 快乐暑假 学子专题

01 基金会快讯
---快速了解基金会的最新动态

“中华慈善奖”和“江苏慈善奖”

颁奖典礼分别举行
       我会创始人陶欣伯先生因其乐善好施的精神及其家国情怀荣获了2015年“中华慈善奖”与“江

苏慈善奖”，分别获得“最具爱心捐赠个人”。9月1日，乘《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开始正式生
效之时，民政部在南通市举行第九届“中华慈善奖”颁奖典礼。第三届“江苏慈善奖”颁奖典礼于9
月4日在南京举行。我会张利伟秘书长出席上述颁奖典礼并代表陶先生上台领奖。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6/09/08/810191972710001?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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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参访爱德基金会
       为了让基金会员工了解国内公益领域的发

展，增进同行之间的交流，我会于9月9日
——“99公益日”这一天参访了爱德基金会总
部与爱德面包坊，与公益同行进行座谈、交流
并就可能的合作领域进行了磋商。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学社社长交流研
讨会顺利举行 
        为促进伯藜学社间的经验交流，提升社长

的领导力，指导伯藜学社修订学期工作计划，
实现将伯藜学社打造成“有梦想的陶学子成长
的舞台”，9月24日—9月25日，我会在亚太商
务楼23楼大会议室召开了伯藜学社社长交流研
讨会。来自22所项目院校的22名社长/副社长
参加了本次会议，我会全体员工全程参与。

>点击查看原文

第二期“KAB乡伴创
客学院民宿摘星B计
划”课程圆满结束

我会组织参访苏交科
集团总部

http://www.tspef.org/2016/09/13/1313215350010002?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09/27/2810585458610012?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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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02 助力创业
---鼓励和扶持有志创业的陶学子回乡创业

第二届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创业课程

第二届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
创业课程正式开班

>点击查看原文

第二届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
创业课程圆满结束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6/08/30/3010073656110003?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09/28/2811155261110013?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08/30/1610343070610013?cat_id=500
http://www.tspef.org/2016/08/30/1611054250910018?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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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第二届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创业课程每日新闻集结篇

2016创业训练营以及伯藜创业计划大赛

2016伯藜创业训练营
在南京师范大学开营

>点击查看原文

2016伯藜创业训练营
圆满结束

>点击查看原文

“2016伯藜创业计划
大赛”决赛通知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2016创业训练营七日小结

03 快乐暑假
---帮助陶学子利用假期时间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伯藜支教

给农村孩子一片看得到的天空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支教项目交流会顺利召开
>点击查看原文

http://user.qzone.qq.com/2569189313/blog/1470632934
http://www.tspef.org/2016/08/30/1610453302410015?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08/30/301628424121000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09/28/2813143394710016?cat_id=50
http://user.qzone.qq.com/2569189313/blog/1468896325
http://www.tspef.org/2016/09/07/711350326110002?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09/25/2611103930110008?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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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支教的那些日子（上）

>点击查看：支教的那些日子（中）

>点击查看：支教的那些日子（下）

暑期社会实践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伯藜
学社

扬帆起航，播洒希望

南京工业大学伯藜学社

苏北四市毕业生访谈

盐城师范学院伯藜学社

暑期“文化在民
间”项目圆满结项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南京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非物质文化遗
产‘吴歌’有声语料
库采集调研”圆满结

束

江苏科技大学伯藜学社

赴山东进行农业调研
南通大学伯藜学社

“青春志愿行”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04 学子专题
---展示陶学子风采，树立标杆和典型

http://user.qzone.qq.com/2569189313/blog/1473219455
http://user.qzone.qq.com/2569189313/blog/1473304175
http://user.qzone.qq.com/2569189313/blog/1473250651
http://www.tspef.org/2016/07/04/915415262510716?cat_id=7081799710030%E3%80%81
http://www.tspef.org/2016/08/02/2717405368610011?cat_id=7081800310054
http://www.tspef.org/2016/09/01/2715365569110006?cat_id=7081800710086
http://www.tspef.org/2016/10/06/616385587410013?cat_id=7081799510018
http://www.tspef.org/2016/10/06/319265721210009?cat_id=7081800410062
http://www.tspef.org/2016/09/30/3019061820610003?cat_id=70817999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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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赵蓓蓓

毕业院校：淮阴师范学院

年级：2012级

就业与创业
--是谁在敲打我窗

       “多亏我的第一个‘坏’老板”，赵蓓蓓捂嘴笑道。本科毕

业的她本来选择了就业，几经面试进了一家小公司，初就业的她
谨小慎微，然而老板“苛刻，不讲理”，觉得没有意思的她忍不
住和以前的同学吐槽，而同学也遇到了相似的状况，两人都觉得
与其这样下去不如自谋出路，于是两人一起“开除”了老板，回
到她同学的村子里开起了培训班，就在蓓蓓的邻村。

       房子用的是她同学刚刚结婚用的新房，是一座农村两层小

楼，房间的墙上还贴着两个喜字。房间简单地装修了一下，布置
了桌椅，便成了一个“小小学堂”，里面是一到六年级放暑假的
孩子们。

       “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还是个大孩子的蓓蓓用一脸的

骄傲说道，右手在空中很用力地做了个手势。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好像是受了她的感染，隔着薄薄的门

板闯进了我们坐着聊天的小房间，这里五个平方左右，“是老师
们的课间休息室，不过一般他们只是放放东西，也不进来坐”，
唯一的一点休息时间，“都在陪孩子们”。

       我们走进每个教室，孩子们会好奇地观察着我们，有些会冲

我们甜甜地笑，有些会用力把小小的腰板挺得笔直，集体回答起
老师的问题来，声音都又脆又响亮。 

       利用暑假开的培训班，即使在小镇里，也是竞争激烈，“我

们刚刚开始，价格要得低”，这一次的暑假，“基本不赚钱”，
蓓蓓看不出气馁的样子，眼睛里有着很神气的光芒，“我们会慢
慢做大的”。

       “感觉自己还在新加坡”，刚刚参加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

乡村创业课程（以下简称：伯藜-新大课程）回来的她还是沉浸在
那一个月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的时光里。

       我们转身离开小楼时，隔壁家围坐着捡菜的大娘们热情地招

呼着我们坐坐，小楼孩子们的读书声仍是朗朗传来，像是村子里
的号角，吹响了希望。

受访人：刘杰

毕业院校：扬州大学

年级：2011级

就业与创业
--是谁在撩动琴弦

       刘杰，欣扬的创始人，是个白白净净的大男孩，说话时嘴角

总含着一抹微笑，毕业前做过扬大伯藜学社分社长，任职期间他
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其中主要是友谊，不少陶学子有什
么问题都会想到和他倾诉。之前有位陶学子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假
期做兼职结果受了骗，他只能安慰对方，却没办法做什么，“心
里很难过”。

       “他对伯藜有着深厚感情”，当时的伯藜社长潘鹏英这么形

容他。卸任分社长之后，他还被聘为伯藜学社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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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他就比较活跃，学社活动如此，创业方面也是如

此。他属于学业创业两不误的典范，“不会因为创业而丢了学
业”，知道有些同学为了创业而常常逃课，他表示不理解。在欣
扬之前，他还做过DIY厨房项目，一路创业走来，他认识了各校
伯藜的各路英雄，和高手过招时，他学到了不少创业灵感，也逐
步明确了对于未来的设想。

       14年暑假，已经大四的他面临着毕业，接下来要么就业，要

么创业，这时听说扬大成立了创业苗圃，他感到“天助我也”，
9月便成立欣扬工作室，刘杰最先考虑的便是志同道合的陶学
子。“他当时拉着我在宿舍门口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今年刚从
伯藜-新大课程回来的秦亮亮憨厚地笑着说，“就这么被他忽悠
了”。坐在一边的刘杰笑了起来，得意地左摇右晃。

       他迅速拉上了人马，10月便答辩入驻苗圃。起步的时

候，“六把椅子，一个房间”，他们几个人“因为没钱”，自己
用CAD制了图，又跑了好几个装饰城，找人打了一套格子
柜，“每个格子里都是明信片”，“也只有明信片”。

       15年毕业时，他面临着几家单位的抉择，和家里二哥谈过之

后，他觉得为了“70%不后悔”的可能，还是决定继续走创业的
路；8月刚刚从伯藜-新大课程回来，9月就成立了扬州欣扬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

       欣扬起步做的是校园文化纪念品，主要做的是“扬大的小徽

章”，买了机器，组装起来就开始做， “恨不得给人免费做”。
欣扬的第一单是学工处的一千个“徽章”，三个人连续做了三个
晚上，“特别开心”。后来又做起了马克杯，设计明信片，团队
不断做大，做起了毕业生等主题活动。“实在太忙了”，“找了
很多陶学子来帮忙，还是很多单子忙不过来，只能推掉”，表示
遗憾的同时，他也有着难免的小得意。

       如今已经毕业一年的他，身上却还隐隐有着学生的青涩，然

而又有着创业者特有的悍劲，这两种气质的混合让他的笑容又收
敛又放肆。

受访人：赵文明

毕业院校：江苏师范大学

年级：2008级

体制与创业
--把分校开回老家

       赵文明，芝奥教育的创始人，与体制有着三面之缘：考过三

次编制而不得。毕业后的他在一所私立高中（沛县新华中学）做
老师，刚刚参加工作的他积极性很强，想了很多教学办法去带学
生，还自掏腰包设立奖金给学生进行激励。然而，学生的回应不
如人意，“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看不到未来”，痛定思痛
的他来到了他哥哥工作的城市，如皋，在哥哥的帮助下，成立了
芝奥教育，主要面对的是中小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准备，也什么都不知道，只凭
着一股血勇就把芝奥办了起来，从一开始“单打独斗”时的
两三个学生，慢慢做到今天“济济一堂”的四十多人，回头
一看，“蛮佩服自己的”，说到这里，沉默慎言的赵文明有
点腼腆地笑了笑。 
       在创业这条路上，赵向前，赵文明的哥哥，一直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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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路人”。看到弟弟创业，身为哥哥的他全情投入，有
着艺术设计专业背景的他，不但负责教室的设计，还开发了
一些艺术类课程，负责上课。他还特意把自己书房对学生开
放，“他们经过就会好奇，好奇就会看，看了就是熏陶”，
好几次孩子们还问他“能不能把书带回去看”，说着他开心
地笑了起来。 
       芝奥教育是赵文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执着、
诚实、用心”，是他的优点，“管理经验的不足”，是年轻
的他的弱项。刘婷婷，现在芝奥实习的另一位陶学子，对他
的评价是“太有原则的学长”。 
       参加伯藜-新大课程前，一直很努力，但是没方向”，
经过一个月在新加坡的学习，“提升了眼界，拓宽了思
路”，现在的他“知道了方向”，明白做事需要更多的“规
划”。 
      “ 将来打算把分校开回老家（沛县）”，赵文明很有信
心地说道。   
       我们下楼的时候，还看到一个芝奥教育提供的免费茶
桶，上面写着“向坚守岗位的人们致敬”。 

受访人：刘建明

毕业院校：南京林业大学

年级：2008级

奋斗与创业
--选择大于努力

       “选择大于努力！”刘建明坐在办公室里的沙发凳上，语气

沉着地说道，年轻的脸上一双眼睛已经很坚定。这是在2015年参
加新大的时候领导力课程里的一句话，如今已经成了刘建明思维
的一部分。

       14年，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面临了一次选择：

就业？创业？家里人一致的意见是找一份好工作。“家里好不容
易出了个大学生，当然希望能够找份体面的工作，”“或者也可
以读个研究生”，“要不书不是白读了？”“大学生很光荣的
啊。”说完这句话，他轻轻地笑了起来。 

       由于家庭条件原因，他一直在学校里都有做兼职，到了大三

那年暑假他和表弟找了份销售的工作，专门推销硬质表面清洁
剂。“说是销售，其实就是满南京大街小巷的跑，各个小店，各
个门面房，见人就推销清洁剂。”他说的时候笑了笑。

       当时，市面上已经有一些类似其它产品，但他和表弟推销的

是个新产品，卖的比较便宜，也就能占住一些市场。“一般来
说，中年阿姨比较好卖，她们爱便宜。”这是学生时他的生意
经。

       暑假过后，他就决定自己做。“帮别人打工，给你多少人家

说了算”，还是大四的他，开始算起了账。

       他之前在淘宝上早就注册了一家店，那个时候“还不会网

购”，起初卖的是女装。在这个暑假之后，他开始上架清洁剂。
然而根据墨菲定律，事情从来不是想的这么容易。商品挂在店铺
上，无人问津。“一开始根本没有生意，几个月下来，也就只有
几单。”这样的情况难免让他摇摆。“当时几个对我比较好的老
师也是建议我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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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毕业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创业，主要是“之前兼职攒了

一些钱”，所以经济压力不是很大，同时“淘宝店铺的销量也开
始有了起色”，这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1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伯藜的伯藜-新大课程，一个月的项

目结束时，他“意识到了资金和团队的重要性”，“踏踏实实做
事”，“坚持下去”。

       现在的他已经是好几家皇冠店铺的店主，在下半年打算开一

家天猫店。问到他现在的瓶颈时，资金已经“不再是目前发展的
障碍”，他感觉最缺乏的仍然是一个团队，而显然这更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情。

       当初创业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安分的

人，想着多挣些钱，好照顾家里。”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看了一
眼坐在旁边的爱人，侯敏。

       侯敏两年前辞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帮他，现在主要负责客

服。“其实心里不太愿意”，“一个女孩子很需要有自己的圈
子”，但是现在处于刘建明事业发展的初期，“他需要人，我就
回来了”，说这些的时候，她并没有任何抱怨的语气。

       旁边的刘建明腼腆地笑了笑，补了一句“以后就好了”。

       从刘建明家出来的时候，他办公室外面围墙上的那一架丝瓜

开了花，灿烂的黄色在盛夏的阳光下，显得愈发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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