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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藜通讯
2016年第2期 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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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共成长 伯藜学社 学子专题

第二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顺利召开
       2016年5月7日，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召

开。基金会创办人、新加坡著名实业家陶欣伯先生亲临会议并对基金会的工作作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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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欣伯先生会见11所项目合作院校领导

       2016年4月19日和22日，陶欣伯先生在基金会分别会见了11所项目院校学校领导、学生
工作处领导并亲切交谈。

陶欣伯先生接见陶学子代表

       2016年4月26日和29
日，为了解创业陶学子的发展
情况，解答陶学子在创业之路
上遇到的困惑，基金会创办人
陶欣伯先生在南京状元楼酒店
分别接见了11位创业陶学子
代表以及37位7月将赴新加坡
参加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
村创业课程的陶学子代表。

查看原文

查看原文

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10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5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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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海外创业训练营

参访江苏大学创业孵化基地 圆满闭幕

查看原文 查看原文

淮阴师范学院与基金
会共商陶学子培养计
划
       6月24日，淮阴师范学院学工处展伟副处

长和淮师伯藜学社指导老师周以杰专程拜访我
会，根据淮师提出的针对陶学子的“橡树
林”成才计划进行交流与探讨。张利伟秘书长
及我会全体同事参加了交流会。

首届“伯藜杯”辩论赛决赛顺利举办

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5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8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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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在历时半年的初赛及决赛各项准备之后，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首届“伯藜
杯”辩论赛决赛在南京林业大学报告厅顺利举行。来自各项目合作院校的31名最佳辩手参与
了本次决赛，来自江苏省内17所项目院校的近400名陶学子到场观摩了本次辩论赛。本次决
赛邀请到了南京交通台《欢乐点点》主持人大聪、第三届全国捭阖辩论群英挑战赛全程最佳
辩手罗斌、南京林业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姜俊玲、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秘书长张利伟、
在宁陶学子校友之家副会长赵久龙、南京师范大学辩论协会主席张小迪、江苏陶欣伯助学基
金会行政总监刘萍、项目一部主任江君作为评委，基金会员工全程参与本次活动。

陶学子赴莫干山参加
KAB乡伴创客学院课
程
       2016年4月23-24日，来自8所项目院校的

10名陶学子参加了KAB乡伴创客学院在莫干山

举办的2016摘星计划A课程。

2016伯藜支教培训会
顺利举办
       5月28-29日，2016伯藜支教培训会在
基金会顺利举办，来自16所项目院校的34
名伯藜支教团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

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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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原文 查看原文

“2016伯藜创业计划
大赛”初赛评审结果
揭晓

2016年陶学子“学业
发展奖学金”评比结
果

查看原文 查看原文

2016年“伯藜之
星”评选结果揭晓

2016年基金会年中总
结会议圆满结束

查看原文 查看原文

2016年第二、三、四期伯藜学社负责人领导力
培训班圆满结束

伯藜讲堂

创业or就业——职业规划师现场咨询 就职or创业——选择的思路与方法 

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4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21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17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63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7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62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298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14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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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藜沙龙

美国大学社团管理经验
讨论会 

甘诗琰

互联网时代实体商业的
困境与出路

田浩

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发
展与前景

华涛

我会组织参访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6月22日下午，为了拓宽
陶学子的视野，进一步激发陶
学子们的创业热情，了解现代
企业运行情况，我会组织陶学
子参观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部。来自11所项目
合作院校的30位陶学子参加
了本次活动。

陶学子喜报

江苏师范大学陶学子巩冬梅喜获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陶学子在2016年“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中获得佳绩

南通大学陶学子蔡茜茜当选 2015江苏大学生年度人物

淮师陶学子樊丽雯获“江苏省第十届新人书法作品展”优秀作品

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299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15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20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01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18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6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60
http://www.tspef.org/Item/Show.asp?m=1&d=2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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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伯藜学社

“奔跑吧，伯藜”春游
活动圆满结束

 

淮阴工学院伯藜学社

荧光夜跑活动成功举办

淮师伯藜学社

陶学子齐聚观看《人物
—陶欣伯》

江苏大学伯藜学社

陶学子全体参加SYB创
业培训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伯藜学社

文艺部日语寒暄语教学
活动

 

江苏科技大学伯藜学社

期末总动员，伯藜来助
阵

江苏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励志舞台剧《燕子归
来》首演成功

南京工业大学伯藜学社

我眼中的南工——明信
片创作大赛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游园会

南京林业大学伯藜学社 南京农业大学伯藜学社 南京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57&tid=1904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53&tid=2174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28&tid=2330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29&tid=2082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0&tid=2139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1&tid=2301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2&tid=2241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3&tid=2097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4&ti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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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音乐舞动梦想 成功举办社团“风采
show”

“21天晨读晚跑”活动
顺利开展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伯藜学社

毕业季，榜样的力量

南晓伯藜学社

IMC思想聚会南京晓庄
学院站

南京医科大学伯藜学社

举办成立七周年庆典活
动

南京中医药大学伯藜学
社

“寻书大赛”活动圆满
落幕

南通大学

“博乐学堂”第二次活
动

泰州学院伯藜学社

串珠玫瑰制作活动圆满
成功

徐州医科大学伯藜学社

联合江师大伯藜学社举
办的“物物交换”活动

圆满结束

盐工伯藜学社

“谁动了我的创业
心”主题讲座

盐师伯藜学社

“家乡秀＆摄影展”之
家乡菜PK赛顺利举行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5&tid=2304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43&tid=2285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6&tid=2059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7&tid=2288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8&tid=2187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39&tid=2057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40&tid=2195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41&tid=2039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52&tid=2246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54&tid=2137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56&tid=2055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55&tid=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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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伯藜学社

面试求职大赛

姓名：范宝文

学校：江苏师范大学

年级：2013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范宝文，现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山上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徐州摩驴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2015年中旬，出身贫困家庭的他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得了
投资者的垂青并带领他的团队成功入驻了江苏省徐州市创业园。 
       范宝文出身寒门，但他对生活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直感染着身
边的同学们。他懂得用自身的特长为别人带来快乐，你可能会在
师大的晚会上看见他一袭红袍说相声，在画室里看见他演绎设计
思维。在校园里，他不与人攀比，严于律己，在学习上成绩优
秀，获得了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在伯藜学社他积极
参与学社的建设，为学社的优秀项目做出了突出贡献，大二的上
学期他作为副导演创作并执导了微电影《燕子》，这部励志微电
影大获成功，反响热烈。在大二的下学期他和团队一同参加了校
90S电梯间创业大赛并获得了一等奖。

 

更多详细内容

姓名：尹相涛

学校：南京林业大学

年级：2013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曾获得过南林土木工程学院“优秀团员”称号和南林伯
藜学社“优秀社员”的称号，并在第二届伯藜创业夏令营团
队项目中获得三等奖，大二时担任伯藜学社活动部副部长，
更有幸参加了伯藜学社负责人领导力培训。参加过南京青奥
会志愿者活动，并因表现突出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在
科研与创业上，初出茅庐时就获得“启德留学杯”商业营销
策划大赛三等奖，而后两次参加江苏省大学生工程管理创
新、创业与实践竞赛并先后获优胜奖和二等奖，在南京林业
大学第四届和第五届结构创新竞赛时分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
奖，团队项目获得过江苏省优秀调研报告和优秀团队称号，
在伯藜创业计划大赛中获优胜奖。如今，更是光荣地被选去
参加中新交流项目。

 
更多详细内容

http://www.tspef.org/space/group.asp?action=showtopic&id=42&tid=2266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49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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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洋

学校：南京理工大学

年级：2013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在同学的眼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几乎每天在

图书馆里，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而且经常是图书馆闭馆时才收拾
书本离开。他勤奋努力，勤于思考，虚心求教，敢于钻研；在大
一时，成绩一直名列专业第一。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各类学
科竞赛，在校级数学建模竞赛中荣获二等奖，在江苏省高等数学
竞赛中获得三等奖。曾获得盛全交通奖学金一等奖一次，校一等
奖学金一次，校二等奖学金四次等荣誉，同时，他也热心于创
业，他带领的团队在“2015伯藜创业大赛”中荣获二等奖。现在
他的团队已成功进驻学校创业孵化园，并得到了学校学工处老师
的大力支持，开始对自己的项目进行研发，产品成型后将有望在
校园内进行推广使用。

 

更多详细内容  

姓名：刘仁和

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

年级：2013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从四川远离家乡赴宁求学，刘仁和热衷各类志愿活动，他
梦想将来也能够和陶爷爷一样广济天下。他还积极参与班级
和社团的骨干选拔。同时为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也减轻父母
负担，从入学开始，他便尝试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发传单的兼职
工作。通过在学校社团的经历发现需求，下学期开始加入了一个
以校园活动服装租赁为主要业务的创业团队。 

      “对不是天才的我们来说，热爱某件事情的力量，才足以支

撑我们整个人生。”他说他很庆幸他的这份热爱在伯藜这片热土
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更多详细内容

      她先后担任1408班班级学习委员、学生会社会实践部干事、

校“特情华音”戏曲社成员、校“书缘”志愿者社团副社长、校
伯藜学社秘书部助理，现担任社团副社长。

       虽然她命运多舛，在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出走，后来母亲病

逝，便只剩下她自己，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但自立自强、勤
奋刻苦、乐观向上的她一直将这种家庭的贫苦当作自己前进的动
力， 她始终牢记她校“博爱塑魂，求是创新”的校训，坚持“用
感恩的心做人，用充满爱的心做事”的原则，她坚信只要不放
弃，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用青春传播社会正能量，就能像小太
阳一样的发光发热，终究有一天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充满光和
热。她坚信只要心存希望，坚守信念，不放弃就会有美好的明
天。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0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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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志娇

学校：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
院

年级：2014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更多详细内容

姓名：莫跃恋

学校：南通大学

年级：2013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莫跃恋曾担任伯藜学社副社长、伯藜学社综合部部长，带

领陶学子制定了《南通大学伯藜学社社员手册》，提高社团工作
效率做出了重要贡献；带领陶学子向基金会申请了各类校园文化
项目，丰富了陶学子的课余生活，提高了陶学子参加活动的热
情。

      莫跃恋自进入伯藜学社以来，社团内大小活动都有参加。博

乐学堂、兴趣小组、English  Day、家乡文化分享会、读书交流
会、辩论赛等活动均出现了她的身影。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莫
跃恋积极主动，锐意进取，把在活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
给活动负责人，让活动的质量越来越高，使伯藜学社成功获得
了“最具人气社团”称号。她说，伯藜学社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
生活，她愿意用最大的努力来回馈伯藜学社带给她的无限温情与
感动。

 

更多详细内容

姓名：张苗

学校：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年级：2014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张苗，女，1996年4月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清贫的家庭，现

就读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在校期间，
清贫的家庭无法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其学费也是通过国家生源地
贷款支付，但进校后很幸运地获得了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的资
助，一助三年。 

      在大一小朋友的眼睛里她是一位知心大姐姐，经常为他们悉

心讲解不懂的问题；在老师眼里，她是一个小助手，努力把社团
建设的更稳固团结；而在身边的同学眼中，它是一只向前奔跑的
蜗牛，坚持不放弃。她经常说，自己虽然没有能力像陶爷爷那样
接济天下，但是这种精神必须传扬。慈善友爱，助人自助。

 

更多详细内容

      仲海涛现任淮阴师范学院伯藜学社副社长、淮安市馨诚社工

服务中心秘书长等职务。她通过三年的努力，已通过英语四六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2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54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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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仲海涛

学校：淮阴师范学院

年级：2013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级、计算机一级，英语口语六级，且连续获得五次校一等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等。她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因优秀的表现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包括江苏电视
台、连云港妇女网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由一名小小的志愿者成长
为组织策划开展近200人次的专业社工。

      她常说，最美遇见，莫过于遇见淮师，遇见伯藜。陶爷爷的
三句话：责己不怨人，不谎不骗、错了该打，做事要透明。她深
深记在心里，并实践于自己的行动中。心中有梦，脚下才有路，
能够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社工，就是她的梦。未来的路很长，有
荆棘，但也有惊喜。她不会退缩，更不会放弃，她会迎难而上，
与坚持为伴，微笑地去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更多详细内容

姓名：许伟杰

学校：淮阴工学院

年级：2014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许伟杰曾担任淮阴工学院伯藜学社社长、学生会艺术团团

长、淮工之声广播站播音、校主持队队员、材料1143班班长。曾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歌颂经典红歌
朗诵会一等奖”、“第三届我是班长个人风采展示大赛一等
奖”、“苏宁易购杯主持人大赛二等奖”、“说出精彩，成就未
来主持人大赛二等奖”、 “2014年度优秀团员”、 “全国机器
人大赛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等18个奖项。

      他总会把自己想要的梦想规划起来，一点一滴的为梦想画

圈。他一直坚定的相信自己的努力追逐会对未来产生奇妙的影
响，未来就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一直钻的很紧。无论在前进的
道路上有多少荆棘，他都会扬起自信的风帆，创造最精彩的未
来。

 

更多详细内容

      张超现任东南大学伯藜学社文宣部部长，曾获得东南大学

14-15年度校长奖学金、东南大学三好学生称号、大学生英语三
级阅读竞赛二等奖、课程奖、单项奖等多项荣誉。

      伯藜学社是对他影响最大的社团，是他心中割舍不断的牵

挂。他几乎将自己学习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倾注在这里。他积极
参加学社举办的爱心义卖、关爱夕阳等公益活动；曾担任文宣部
部长，将“真诚付出，真正收获”作为部门宗旨，关心每个部员
的学习和生活，带领文宣部把学社的宣传工作做得一丝不苟，获
得了老师和社员们的认可。同时他也在学社中收获了友谊，锻炼
了能力，体会到了“家”的温暖，这些都使他永远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正如他所说：“我在学社收获的远比我付出的要多，我还
要为学社做更多的事。”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47
http://tspef.org/Item/Show.asp?m=1&d=2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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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超

学校：东南大学

年级：2014级

个人亮点：2016伯藜之星

      美好的生命应该充满期待、惊喜和感激。愿这个在阳光下前

行的少年，能在致知笃行的路上，勇敢地走下去。

 

更多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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