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前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
人》将三个年轻人创业之路上的
艰辛曲折与成功喜悦刻画得淋
漓尽致，在引起无数创业者共鸣
的同时，又激起了时下处于就业
困难的毕业生们的创业热情。

而就在几年前，有这样一群
毕业生已经将这样的故事进行
了自己的演绎，这一次，故事发
生在公益圈。 刘扬、杨昭、曹云
龙、张博，这 4 位来自不同省份
的年轻人，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
后一起创建“毕业伙伴”昆明项
目组至今，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梦
想，痛并快乐着。

我们创业吧

2005 年，张博在冲击北京大
学的法硕。 考研是个枯燥的过
程，他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共享
资料，但却没有门路，一个念头
在张博脑海中浮现：何不创建一
个互助交流平台？

张博找到当时大学社团“农
村发展研究会” 的成员刘扬、杨
昭和曹云龙， 这几个人都喜欢

“折腾”，用杨昭的话说就是“能
动性强”，都做过兼职，尝试过创
业。 经过初步调查和几次商议
后，他们一拍即合，提出创建一
个大学生之间自助互助的平台，
免费为大学生解决就业和考研
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但由于注
册资金没有筹够，再加上还没有
毕业，这件事只好暂时搁浅。

2007 年 4 月，杨昭他们四人
已走出学校， 并顺利找到工作。

“我们刚好在一起上班， 上班的
时候我们就感觉很枯燥，工资又
不高，我们那时候就一千块钱左
右，我的更低，才 600 块。 ”杨昭
说，他们处于实习期，“刚出来的
学生都比较单纯，有份工作就先
做着，熟悉一下社会，就这样的
想法”。

四人一起上班下班，过着规
律单调的生活，也会讨论一些关
于生活、 大学时候的一些想法，

“就感觉太枯燥了， 只是为了赚
钱做事， 好像不符合我们的想
法，”杨昭说，但他们四人也发现
周围有很多同学找不到实习单
位，“甚至连六百块的单位也找
不到，但是外面招聘的单位却很
多。 ”

杨昭和张博他们经历了大
学时期的社团工作，实践经历丰
富，找工作不是难事，但是他们
的同学却遇到了困难。 这时他们
又浮出了“毕业伙伴项目”这个
想法，希望建立起一个大学生就
业帮助平台。

2007 年 7 月，张博、刘扬、杨
昭和曹云龙四人辞职，创立“毕
业伙伴项目”。

一家家跑用人单位

没有多少启动资金，但是杨
昭他们得到了学校一万元的资
金支持，“我们创业的方向和方
式，学校很欣赏，认为我们做得
很正确”， 项目组租了一个办公
室，三室一厅，客厅比较大，用来
办公， 其他的房间就作为卧室，
这一万元交了一年的房租。

虽然是公益项目，零成本几
乎是不可能的。 目前一些公益组
织的项目开展，要么通过基金会
申请项目资金支持，要么通过企
业等获得资助，以维持运营。 而
毕业伙伴在初期并没有意识到
这一支持模式，2007 到 2008 的
一年时间，“可能花了有十多万
元，这是我们凑出来的，因为我
们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盈利。 ”

他们在高校开展主题沟通
会， 请师兄师姐聊就业历程，助
师弟师妹解毕业困惑。 免费为有
兼职实习需求的大学生找岗位，
免费为有招聘需求的企事业单
位找人。 建立兼职实习人员信息
库和用人单位信息库，使二者供
需信息对接，并定期更新；期间

根据双方需求，适时安排些见面
会，如校园宣讲等。 并开展模拟
实战，如求职大赛、创业大赛、伙
伴团队拓展等。 项目的推广主要
依靠网站、QQ 群等，同时，在高
校成立志愿者团队，在学校里做
宣传，“在各个高校口碑宣传的
比较多一些”，杨昭说。

建立用人单位信息库，所有
的信息都是四位创始人一个个
跑出来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身
份， 因为是我们自己成立的组
织，没有人领导，也没有人指挥，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
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这也是阻碍
我们发展的很大一个原因。 ”杨
昭说， 但就是这么一家家跑，一
次次介绍， 对方接受或拒绝，他
们还是跑出了一些用人单位，，
“我们并不太注重公司的规模，
只是我们会确认一下这个公司
的真实性。 ”

张博还自费到全国各大城
市实地调查各大城市的毕业生
就业市场现状， 这些城市有成
都、西安、上海、广州、珠海等。
“我找公司从来不投简历， 而是
直接到公司找人事，他们不愿意
见就等，他们总会和你说话的。 ”
张博的实地考察就以这样的方
式进行。

一年之后的瓶颈

项目就这样持续了一年，这
一年，四位创始人投入了十余万
元，与此同时，杨昭也受到了来
自家庭的压力。 2008 年春节前，
杨昭囊中羞涩，告诉父母不打算

回家了，但父母很快就把钱汇过
来。“回家的时候比较失落，因为
同学都工作了，有钱了，那时候
我们没有钱，而春节还是一个很
大的消费期。 ”杨昭说，那时候还
是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他的父
亲却持有老一辈传统想法，培养
儿子出来是要光宗耀祖的。 杨昭
告诉父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做一件事情， 对社会有意义，

“当时也真是这样想的， 过完年
回来还接着做。 ”

但这一年， 他们没有得到外
界太多的支持， 虽然接触过一些
公益组织， 但因为服务领域的区
别，没有获得帮助。虽然参加了一
些培训， 但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善
他们的运作。其次，人情冷暖也让
他们深有体会，“企业想用你的时
候会很积极，很主动。如果你想请
他们帮个忙，可能有人会拒绝，功
利性非常强， 让我们感觉没有被
平等对待，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
人。 ”杨昭说。 项目组辛辛苦苦跑
出来的岗位， 有的学生去了一天
就不想再做了，“我们没办法约束
这个群体，感觉很松散。 ”

2008 年年中，四位创始人开
始回顾并总结这一年的历程，
“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 沟通了
一周左右，分析讨论怎么继续做
下去，但是感觉太困难了，然后
这个时候刚好有成立商业公司
的机会，然后我们就转身全职做
商业了。 ”商业公司的成立，也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着项目的运作，
同时，公司也继续为毕业生提供
就业、实习机会。 2011 年，毕业伙
伴获得认可，签约成为云南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

谋求“自我造血”

虽然成为兼职，但四位创始
人除有一人退出外，其余三人仍
在毕业伙伴中。 2012 年，毕业伙
伴走上从“输血”到“自我造血”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是创立了兼职实习中
心， 毕业伙伴兼职实习中心与杨
昭他们的商业公司合作， 为大学
生提供了兼职实习机会。其次，联
合百事、 淘宝开展年度活动———
创意斗秀场， 为有意向创业的大
学生提供平台和资金支持， 并组
建毕业自助服务团队为同学们提

供毕业纪念册定制和学士服租借
服务。 之后，毕业伙伴支持清华、
北航、西南林大、农大等高校创业
毕业生进行校园移动互联网便利
店创业以及小蜜蜂合作社。 在公
益 100音乐节上， 杨昭说他一个
月没上班，全身心投入其中。眼下
的 2013年，毕业伙伴将专注其目
前开展的项目， 并将创立毕业伙
伴创业基金。

回头想想，杨昭说当年过于
理想化了，对公益组织的运作方
式不甚了解，也不知道该从哪里
获得支持。“这事太大了，当时我
们操不了盘，也需要有个人来领
导我们做这个事情。 现在看来，
如果有人愿意合作，我们也很愿
意把这个平台做大，并且也是很
需要的。 ”在成为云南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后，毕
业伙伴得到了更多鼓励，“鼓励
是很重要的，对于做志愿的团队
来说，得到尊重得到认可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

创建自己的公司后，更多精
力用在公司上，杨昭希望把公司
做强，然后支持毕业伙伴扩大平
台。 当然，最重要的是，杨昭认为
这其中的“仁爱之心”是最大的
收获，他说，等以后有了孩子，他
会把这些讲给孩子听。

（摘自《云南信息报》）

“毕业伙伴 ”是义务提供社
会实践机会，开展主题沟通会和
求职 、创业 、职业化训练等情景
体验活动，协助家境不好的大学
生提高就业创业技能，培养积极
应对意识 ，解决就业 、创业中难
题而立的公益项目。

该项 目 起 源于 2005 年 11
月，2007 年 7 月正式运作。 2011
年，毕业伙伴签约成为云南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
截止到 2012 年底 ， 毕业伙伴提
供兼职实习机会近 24，000 个，实
际上岗 20，000 多人次，开展模拟
实战活动 112 场 ，直接受益人数
共计 10，000 多人。 在 15 个学校
及校区有校园伙伴团队 ， 在云
大 、师大 、农大等学校及校区都
有使命相同、共同努力的毕业伙
伴互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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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年轻人和他们的“毕业伙伴”

美国罗格斯大学代表团访问公益时报社
� � 6 月 3 日下午，美国罗格斯
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代表团访
问了公益时报社。 代表团一行
25 人 ， 包 括 院 长 Kathleen
Pottick、副院长 Robert Nolan、
线上硕班主任 Laura Curran、
非营利管理与治理中心主任
Ronald Quincy、家庭研究所主
任 Andy Germak 以及部分在
读学生。 当天上午，对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进行参观和交流
后， 代表团来到公益时报社，

与报社相关负责人以及新闻
采编团队就媒体与社会工作
和慈善的关系，以及中美两国
社会工作领域的现状进行了
深入交流。

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
大学(Rutgers,The State Univer－
sity of New Jersey)创立于 1776
年，是美国第八个成立的大学，
也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 该
大学是美国新泽西州最大的高
等学府。 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成立于 1954 年，该学院在
社会工作教育、心理健康、社会
政策、家庭寄养、儿童政策、慈
善与非营利组织等方面都有深
入研究。 该学院通过社会工作
研究、教育和培训，发展并传播
相关知识， 从而在多样化且日
益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 为新
泽西州及其他地区促进社会和
经济公平，并提高个人、家庭及
社区福利。

（记者 张雪弢）

四位公益界的“中国合伙人”

� � 双方就中美两国社会工作领域的现状进行了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