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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来了 基金会快讯 学社故事 学子专题

01 陶先生来了
---聆听了陶先生的教诲和指导

石泰峰省长会见陶欣

伯先生
       2016年11月24日下午，江苏省石泰峰省

长在南京亲切会见陶欣伯先生，江苏省政府秘

书长王奇、商务厅厅长马明龙，基金会理事长

李建伟、秘书长张利伟和理事李耕鹤一并出席

此次会见。

>点击查看原文

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顺利召开
       2016年11月5日，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理事会换届会议暨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

李建伟女士当选理事长并发表就职演讲，陶欣伯先生亲临会议并对基金会的工作作出指示。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6/11/27/2720405996910002?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08/817291591610005?cat_id=50


陶欣伯先生与陶学者

及陶学子相聚申城  
        2016年10月31日，陶欣伯先生与陶学者

见面会在上海举行。本次见面会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57位陶学者共祝陶先生健康长寿。此

外，基金会在此相聚之时，联合伯藜创投展示

了部分陶学子的创业项目，陶学者们也为创业

陶学子传授了“生意经”，期望他们有更高更

快的发展。

>点击查看原文

陶欣伯先生会见项目

合作院校领导  
        2016年11月14日和18日，陶欣伯先生在

基金会分别会见了6所项目院校学校领导、学生

工作处领导并亲切交谈。

>点击查看原文

11月10日，陶欣伯先生与基金会员工见面 >点击查看原文

11月16日，陶欣伯先生接见在宁项目合作院校伯藜学社社长 >点击查看原文

11月20日，陶欣伯先生接见毕业陶学子代表 >点击查看原文

11月22日，陶欣伯先生接见创业陶学子代表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6/11/03/810255484110002?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2/06/609263989410021?cat_id=5
http://www.tspef.org/2016/11/11/1111314603210002?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18/181455411491000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22/2210325185610003?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23/2809162275210004?cat_id=50


02 基金会快讯
---快速了解基金会的最新动态

2016伯藜创业计划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为了践行我会宗旨，进一步落实我会“发展型助学模式”中的创业赋能，挖掘有创业意愿和潜

能的陶学子，遴选符合我会要求的创业实践项目，我会于2016年10月29日下午在南京林业大学举

办了2016伯藜创业计划大赛决赛。南京理工大学的“慢时南理手工纪念”获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点击查看原文

2016伯藜青年领袖营

顺利举办
        2016年11月4日-6日，为了进一步提高

伯藜学社负责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加强各校

伯藜学社的团队建设，增进项目合作院校伯藜

学社间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伯藜学社的影响

力，我会在南京举办了2016伯藜青年领袖营。

来自20所项目合作院校的40名现任/历任伯藜

学社社长、副社长、社长助理参加了本次培

训。本次培训特邀了江苏学信职业培训学院的

培训师作为专业讲师进行授课辅导。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tspef.org/2016/10/29/3016103500410005?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07/715020562010005?cat_id=50


“伯藜创业者学

院”2016第二期课程

成功举办
        2016年12月9日-11日，2016伯藜创业

者学院第二期课程在我会成功举办，该课程旨

在进一步提升创业陶学子的创业技能和综合素

质。我会特邀伯藜创投CFO张学雯女士，陶学

者、点融网CMO潘静女士以及陶学者、伯藜孵

化器CEO钱琼炜先生前来为陶学子讲解创业相

关课程，41名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在校及毕业创

业陶学子参加了本次课程。

>点击查看原文

陶学子校友之家换届

仪式
        2016年12月18日，陶学子校友之家在江

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举办了陶学子校友之家换

届仪式暨“‘宁’聚校友 圣诞回家”主题活

动。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张利伟秘书长及部

分基金会工作人员出席活动，来自合肥、扬

州、南京等地的30余名毕业陶学子参加活动。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小微创业基金首

http://www.tspef.org/2016/12/12/121505455461002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2/20/2020035802010001?cat_id=50


次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2016年12月20日上午，伯藜小微创业基

金首次签约仪式在我会举行。张利伟秘书长代

表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与南京奥威房产经纪

有限公司CEO、南京工业大学2013级陶学子朱

其凯在合约上签字。根据协议，基金会将为该

公司的奥菲公寓项目提供10万元借款，用于支

持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点击查看原文

企业参访

参访南京投石科技有限公司

>点击查看原文

参访A.O.史密斯公司

>点击查看原文

参访巴布洛生态谷

>点击查看原文

2016年第五、六、七期领导力培训

圆满结束

第五期

>点击查看原文

第六期

>点击查看原文

第七期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沙龙与伯藜讲堂

http://www.tspef.org/2016/12/21/211017269881000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2/16/161651158441000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2/02/217040224010010?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0/19/1911110305010012?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0/24/2413135640710001?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03/1615303552310005?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16/1613213953210003?cat_id=50


伯藜沙龙之商务礼仪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沙龙之与同学一

起创业的日子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沙龙之移动通信

的发展与未来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沙龙之提高自身

核心竞争力

>点击查看原文

伯藜沙龙之创业分享

会

>点击查看原文

第十一期伯藜讲堂

>点击查看原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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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投面对面”活动成功举办

>点击查看原文

江苏科技大学伯藜学社

“最强大脑”职业知识能力竞赛圆

满落幕

>点击查看原文

徐州医科大学伯藜学社

“走近创业”创业知识讲座顺利举

行

>点击查看原文

盐城师范学院伯藜学社

走进新兴产业，体悟创业精神

>点击查看原文

挥舞青春

http://www.tspef.org/2016/10/20/713145918010028?cat_id=50
http://www.tspef.org/2016/11/02/210475568810003?cat_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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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励志舞台剧《燕子归

来》演出成功

泰州学院伯藜学社

“青春三走”骑行大

赛

扬州大学伯藜学社

“助创立达，藜之欣

星”迎新晚会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感恩成长

淮阴工学院伯藜学社

感恩进校园主题班会

活动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伯藜学

社

团结协作，为爱而战

南通大学伯藜学社

暖冬计划成功开展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素质拓展

江苏大学伯藜学社

秋季素质拓展项目

江苏经贸伯藜学社

汤山户外素质拓展活

动

南京工业大学伯藜学社

趣味运动会成功开展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第三期真人书吧开讲

南京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伯藜吉尼斯”活动

成功开展

南京晓庄学院伯藜学社

第二期伯藜游学营圆

满成功

http://www.tspef.org/2016/12/21/2121060429710003?cat_id=7081800410058
http://www.tspef.org/2016/12/04/622434408010026?cat_id=7081800510070?cat_id=7081800310054
http://www.tspef.org/2016/11/29/2923523880910015?cat_id=7081800010046
http://www.tspef.org/2016/10/20/1011503193910002?cat_id=7081800610074
http://www.tspef.org/2016/11/12/2121211117110003?cat_id=7081799710030
http://www.tspef.org/2016/12/14/2023092656710002?cat_id=7081799910038
http://www.tspef.org/2016/11/09/909300175210006?cat_id=7081800210050
http://www.tspef.org/2016/11/14/1423164404010007?cat_id=7081800510066
http://www.tspef.org/2016/12/06/617283956510023?cat_id=7081800310054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寓学于乐

淮阴师范学院伯藜学社

举办“舞动青春”交

谊舞培训活动

南京林业大学伯藜学社

“21天读书屋”项目

制顺利开展

南京农业大学伯藜学社

朗诵比赛圆满落幕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点击查看原文

南京医科大学伯藜学社

“大手拉小手”活动

南京中医药大学伯藜学社

Office基础操作培训

课程圆满落幕

盐城工学院伯藜学社

协办“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知识抢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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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子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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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spef.org/2016/11/10/2721514932110003?cat_id=7081800710082


姓名：南金艳

学校：南京晓庄学院

年级：2014级

企业参访

--参访投石科技有感

       2016年12月13日，我跟随着我们伯藜学社的一群小伙伴来

到投石科技企业进行参访活动。在参访的过程中见识到了许多先

进的科技产品，像透明的屏幕、魔法试衣镜、烟幕投影等，看上

去都好神奇没想到当今科技进步如此之快，感觉在不出来看看真

的要落伍了。由其是那个魔法试衣镜，女同学像着了魔一样不肯

离开。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关于传授消防知识的灭火器设备，

投石科技公司用他们的强项视频制作和投影技术为土壤孕育出属

于他们的生命－融合视频技术科普知识，知识是一把双刃剑，你

可用它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也可以为一己之私而伤天害理。投石科

技公司选择了前者。这个选择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投石科技公司的孙总也很谦逊，在分享自己经验后有同学问

到投石科技公司是怎么成为视频融合和交互体验行业最优秀的公

司时，孙总坦然的说我们还没有到达行业的最顶端。这触动了我

一个公司的老总当着一群天真懵懂的大学生的面前竟可以般真诚

和谦虚。以这总真诚和谦逊的态度孙总对我们的提问一一作答。

问达环节的最后，海东老师点出了孙总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大学

生要有创新精神，要懂得转换思维。的确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人

思考，结合参访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1.企业应在盈利的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强项做一些利于群

众利于社会的小小的公益的事情，就像拓石科技企业一样。企业

家要多为求知若渴的大学生指引道路提供经验，不要让自己曾经

的遗憾出现在这些后生身上，就像孙总一样。

       2.助学机构要在为贫困有志的大学生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拓

展他们的视野变通他们的思维，要让他们自己慢慢强大起来，最

终脱离帮助并去影响和帮助哪些需要帮助的人，完成受助者到助

人者的角色转变，像我们伯藜学社一样。

       3.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其他可以提升能

了的知识，要学会拓展视野并不断学习更新知识，要跟的住时代

的步伐。要习得像孙总一般谦逊的态度和拥有一颗公益为社会着

想的心。还需牢记孙总和郁老师以及海东老师的叮嘱，培养创新

能了及思维变通的能力，为自己也是为社会创造更多更高效的价

值。

姓名：顾胜东

学校：东南大学

年级：2016级

企业参访
--参访A.O.Smith有感

       本次参访AO史密斯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个词：安静！

       安静又有如下几方面的体现：

       首先是公司外环境安静，进入大门，未到办公地点，一路上

安安静静，人来人往，形色匆匆。高大的厂房外几乎听不到机器

运转的声音，除了卡车司机少有人在厂房外部闲逛。

       其次是办公安静，进入AO史密斯的办公楼，上了二楼，推

门进入，静悄悄。粗略一撇，网格般排布的办公桌，少有人高声

谈话，少有人抬头，有相互交流的人员都选在边角区域小声谈

论。



       最重要是厂房车间内人员安静。A.O史密斯的车间与其他我

曾见过的车间一样声音嘈杂，但是同样的机器轰鸣声下，几乎听

不到工人交流的声音，钢板碰撞，电弧尖鸣，履带嗡嗡，更映衬

出工人间极少的交流。他们只对着自己面前的机器，一件一件的

完成任务。

       从车间出来时，与随行老师交流，他告诉我们这是用制度保

证效率。就我看来，很多外资企业区别于国内企业就在这一点，

制度。安静便来自内部制度的完善和严格的执行。

       A.O史密斯的郑经理在介绍公司文化建设时，把“遵纪合

法”称为公司重要特点。遵纪合法讲的是A.O史密斯对于社会法

律法规即外部制度的执行贯彻。A.O史密斯作为电气公司却在江

苏纳税公司中排名前100，这确实值得人赞叹。

       此外A.O史密斯承诺员工一视同仁，机会均等，讲的是公司

很少对个人贡献做出评价，而选择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项目，在

项目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奖励。这种集体合作文化增进了

AO史密斯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是一种制度的体现。

       一斑而见全豹，简单的参访活动并不能让我们接触到AO史

密斯的核心技术，但是却可以让我们思考他能传承140年的精神

核心所在。就是完善的制度以及严格的执行力。

姓名：付天琴

学校：南京林业大学

年级：2015级

伯藜学社负责人领导力培训有

感
       培训收获：

       关于本次领导里培训的收获，我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来陈述:

       一、高效开会这一块。这是我觉得最易学习和接受的，我们

可以现学现用。当然我们在培训中也实际操作过，感觉比以前有

条理，更有效率，效果也明显好多了。原来一个好的会议的召

开，也需要注重这些方面，以前没有那些前期准备，记录，计时

的概念。也参加过很多不成功的会议，没有考虑过他们存在的问

题。有了高效开会的理念后，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时间，也可以

让我们做事更有条理。这个可以辐射到做其它事情，我们一样需

要给自己定时，并做好充分的准备，保证效率。

       二、听了老师的一些分析，明白了我们学社存在的一些问

题，比如活动为什么没人参加，挂科率偏高等。这有利于我们回

来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一定的相应措施。也给我们提供了以后办活

动的方向，提醒我们怎么选择活动来开展。

       三、项目制的思想。这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如果我们在生活

中做事都能以项目制的思想来考虑，我们的办事效率会提高很

多。其实，关于如何分配时间，如何协调人员，这些都是需要在

经历中学习的。学的过程可能不是很顺利，但是如果学会后，我

们做事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慌乱，制定一个流程表中，做好人员分

工，一步一步的完成，这样也更容易做好事情。我很喜欢江老师

最后推荐的Xmind和WBS，这些都是能在生活中提供我们方便

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用这些工具和方法。当我们遇到问题

后，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想怎么解决，有了这些，让我们的问题变

得简单化，借鉴别人的东西也是挺重要的。

       四、关于杨老师的课，感觉收获最大的应该是思维的力量。



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心里暗示，要会想。遇到事情我们应该从好

的，自己能接受的一方面来考虑，不能总是给自己负面的想法。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我们也应该学会想，学会说话技巧，有句

话说的好，你想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从那个方面来夸他。当然

还有其它的原则，我也非常赞同，与人交流是我们必不可少的，

而且很多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来开展的，所以学习这门课我觉得很

重要。

       培训心得：

       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方向。去参加培训那天，到酒店后也没

什么事，想出去走走，突然觉得有点空，意识到，我得明确这次

去那边到底是为什么。在房间里写了一些这几天的期望，希望自

己有哪些收获，希望自己有怎样的状态，每天写总结。后来我也

照做了，说自己想说的，积极参与，认真的跟老师的思路走。我

想如果没有一开始的短暂时间的思考，可能没有之后积极的我，

所以方向很重要。

       知道了积极的重要性。其实不管做什么，积极都会对自己的

提升有很大的作用。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的说出自己的

不理解，积极的承担自己能承担的事。在一个团队中，就需要有

个人主动承担责任，因为大家习惯性的被别人带着走，觉得有安

全感。其实我只是做了我自己，没有考虑别人的眼光，我想如果

考虑太多，或许我会被太多束缚，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培训知识的运用情况:

       回学校后做事情试着用项目制的思想来安排，让自己做事更

有计划，有条理。我发现有了安排，就少了很多的担忧，与紧

张，因为我知道哪个时间段该做什么了。学会安排时间是一个需

要学习的事。关于高效开会，更是好运用，新生进来后我们会开

见面会，随时都可以训练，练习。这在培训中也有练习，感觉很

好用，易操作。

       培训对自身对学社的帮助:

       一、对管理层进行培训，管理层能力提高后，能从根本上改

善学社的管理。开展大家都感兴趣的活动，增强学社的凝聚力，

更好的达到基金会的五大赋能目标，让陶学子的能力最大的提

升。

       二、为陶学子提供一个认识接触的机会，相互学习。大家相

互交流自己学校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达到互补的目的。也可以

在这个平台上认识一些朋友，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三、管理层经过培训后，可以给其他陶学子传授学到的东

西，操作更容易，达到大家共同进步的目的。

学子专访

创业聚焦



受访人：许伟

毕业院校：江苏科技大学

年级：2012级

--创业之初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创业？】

       这跟我的性格有关，在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本来是想去读军

校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读成。上大学后，我在想既

然没能上军校，那就努力成为一名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对社会的

进步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我是一个喜欢摸索、热爱创造的

人，所以我热爱创业，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选择企业湾？】

       说到这里有几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就是平台的重要性。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

前阿里巴巴CEO卫哲分享的一些创业经验，标题就是“前阿里巴

巴CEO……”。大家可以想一下像卫哲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别

人介绍他时还说是前阿里巴巴CEO，因为如果只讲卫哲的话知道

的人可能很少，所以人是需要平台去体现你的价值的。

       第二点就是方向的选择。我们现在才20岁左右，对于方向性

的把握并不会那么准确，阅历受限，难免要走很多弯路。那么选

择一个已有的平台去加入，也许能更快地帮助你把握未来的方

向。

       第三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使命是不一样的。在

我们这个阶段，不要总想着立即走上人生巅峰，要不断学习、积

累经验，做好当下，至于结果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创业之初最大的困难？】

       刚开始创业要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其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困难就是人。特别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难找到合适的创业伙

伴。当你找不到合适的人的时候，是非常难熬的。

       【那么在创业之初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我前一次创业的时候，我需要要

找一个设计人员和一个程序员。一开始，我把我微信QQ里所有

的朋友刷了一遍又一遍，这个我相信所有刚开始的创业者都会去

做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搜

QQ群。比如我去搜南京艺术学院设计系，南京师范大学设计系

等等，加群的备注就是说我在创业，需要找一个设计相关创业合

伙人，同时我会把所有的群主和管理员都加一遍。我记得当时我

几乎把南京所有的高校都加一遍，至少加了200多个群，结果只

进了1个群。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3个人同意与我见面聊聊，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南京艺术学院的设计合伙人。然后我用同样的

办法去搜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的计算机系班级群，结

果加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2级的系主任。虽然到现在为止我和

他还没与见面，但是他给我推荐了好几个学生，都加入了我上一

个项目。并且这些同学都和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到现在依然还

经常联系。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时

候，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勤奋做事，聪明的做事，要相信相信

的力量。

       【怎样提高自己的创业能力？】

       学习。通过学习，我们能够建立自己认知的创业体系，接触

到新的思想和事物。但是现在信息量太大，所以要有选择的去学

习。比如混沌研习社的课程就不错等等。



       【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第一点勤奋非常重要。而且我要纠正一下，勤奋并不是比工

作时间，比谁更辛苦。思想上的的勤奋比身体上的勤奋更加重

要，思想上的懒惰比身体上的懒惰更加可怕。你会看到很多人在

学校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在图书馆泡着，但他的学习成绩就是一

般，而有些人时不时去一次图书馆，但他成绩就是很好。影响学

习成绩的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后者真正思考的时间

是远大于前者的。

       第二点我导师经常给我讲的商业洞察和财务洞察。商业洞察

能力是你后天需要不断去培养的，有时候也有天赋在里面。财务

洞察，任何一家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都是耍流氓。它体现在很

多方面，比如怎样降低你的成本，增加你的收入，怎样使你的成

本支出更加合理等等。

       第三点就是决策能力，商场如战场，机会稍纵即逝，因此特

别考验创业者的决策能力。

       第四点就是整合资源的能力，不管是你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

的资源，你需要有能力把他们凝聚起来从而发挥作用。

       【客户流量问题？】

       我们创业公司一般是没有流量的，所以对于我们要精雕细

琢，做好产品或是服务，打造口碑。

       【创业之初的思路？】

       关于这一点，网上有很多分享，我觉得都差不多。比如第

一，你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二，你用什么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样

一个问题？第三，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他决定以后你到底能发

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第四，你的竞争对手在哪里？凭什么能

干翻他们？第五，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第六，你用什么样的办

法花费最低的成本去验证你的商业模式？第七，你的团队在哪

里，你凭什么能够做成，要知道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你的想法

肯定有好多人同样在想。第八，这个项目需要多少启动资金？这

些问题都要思考一下，但是也有很多项目不走寻常路，他们一开

始没有思考这些问题就把企业做起来了，而且还很大，比如

Facebook等。但是我相信他们在某一阶段肯定也思考过这些问

题，创业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跳出现有的思维，所以不要被

传统的思维给束缚，勇敢的去做吧！

       【创业经验分享？】

       我认为创业就是跟对人，坚持做，都是命。我们中国有句古

话，皇天不负有心人，但还有一句话是选择有时候比努力更重

要。有时候两个企业选择了同一条赛道，都在坚持做，都在努力

做，但最后只有一家企业活下来。有很多角度去分析企业成败的

原因，说的淡然一点，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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