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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 本报记者 皮磊

进入 1 月中旬，各学校陆续
开启了放假模式。 这么长时间的
假期该怎么规划呢？ 做兼职，找
实习，或者在家睡懒觉……每个
人对假期的安排都不相同，记者
通过观察发现，近几年来在假期
集中精力投身公益，已经成为很
多大学生的最佳选择之一。

不同于平时零散地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选择在寒暑假期间较为集中且
深入地参与某个公益项目，与受
助对象进行密切交流，并保持不
间断的联系，尽己所能为其提供
必要的帮扶。 此外，及时总结并
分享自己参与公益的心得体会、
提出自己对公益项目的意见或
建议，也是新时代大学生身上体
现出的一大优点。

1 月 12 日， 善多多|2018 慈
善盛典暨第 11 季“圆计划-LG
圆满假期”千人出发大会在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举行。 此次活动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 50 所北京高校，以
及江西、 广西等 10 省份驻京共
青团、 中国青年网共同发起，由
北京圆网慈善基金会（善多多平
台）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
开展。

据悉，本次在善多多平台报
名的大学生高达五千余人，最终
有 1000 人入选并抵达现场领取
了爱心任务，成为第 11 批参加
“圆满假期” 活动的爱心大使。
这 1000 名大学生的任务并不
简单———他们要在寒假期间返
回各自家乡， 走进千村万户的
留守儿童家里， 开展一对一帮
扶和调查活动， 并在官方平
台———善多多（微信公众号）全
程发布一线帮扶的纪实报道（图
文+视频）。

据了解，这是善多多平台发
动大学生用户，针对乡村留守儿
童开展的又一次一对一精准帮

扶爱心行动。 这个活动不避亲不
避嫌，强调“帮亲助邻”就是最好
的慈善，大学生们在领取爱心任
务后可以放心地去帮助自己家
乡村子里的小朋友们。

记者了解到，本季活动的最
大亮点是， 在上一季成功推出
“结伴上大学”爱心任务后，再次
重磅推出了“AI 普九计划”———
这是响应国务院和教育部在全
国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编程课
程的具体要求而推出的：每个结
伴大使把带回去的一套 FunTick
编程机+课程捐助给家乡的学
校，并手把手教会一名老师学会
使用， 然后代学校提交资助申
请， 以获得主办方更多的捐赠，
全面支援家乡学校获得最前沿
的科技教育装备及培训支持。

此外，结伴大使们回到家乡
后， 还可以带一名家乡考不上、
上不起大学的青年来到北京，获
得免费上大学的机会（结伴上大

学）。 这是主办方特别强化“真慈
善”的场景和模式化要求。

主办方还特别突出了“新慈
善”的科技体验。 整个活动在善
多多平台全景化呈现，千名结伴
大使回乡的捐助互动过程，通过
手机即可完成所有爱心任务的
操作、实时分享和传播。 同时，平
台向公众开放了参与入口，只要
认同“帮亲助邻”的慈善理念都
可以通过这个入口在善多多平
台开展自己的慈善活动，下载自
己的慈善证书。

从探索回归慈善本义，喊出
“帮亲助邻就是最好的慈善”，到
通过科技手段实现“真慈善+新
慈善”的透明场景，这种模式得
到了大家的深度认同和喜欢，获
得了越来越多企业和机构的支
持。比如，北京智趣工场捐赠 200
万元 FunTick 编程机+课程；LG
集团继续捐赠 360 万元予以战
略性支持……

主办方表示，移动互联网慈
善正在这样的探索中得以场景
化实现，无疑将无限放大慈善的
社会性功能，全面助力大社会小
政府生态化建设。

业内人士认为，鼓励大学生
在假期回到自己的家乡，有针对
性地开展一对一帮扶公益项目，
并且通过特定的平台将自己的
经历与感受实时进行分享，这是
一种十分有效且有价值的公益
尝试。

因为，这些主动申请参与公
益的大学生最了解自己的家乡，
也深知家乡的孩子或乡邻最需
要什么。 大学生作为最具活力的
群体，能够凭借自己的所知所学
以及创新能力，通过专业公益机
构的引导与启发，推动部分社会
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上述项目的
意义所在。

利用假期参与公益活动，你
支持吗？

大学生假期投身公益帮亲助邻

这家科技公司员工全是自闭症患者
� � 彼得、埃文和布莱恩同在圣
塔莫尼卡海滩附近的一家小型
科技公司工作，负责测试软件并
修复漏洞。

初看之下，这家位于洛杉矶
的公司和其他公司没什么两样，
高雅的艺术品点缀在白色的墙
壁上，令人舒缓的香气在空气中
扩散。 然而，在三人眼中，这里不
同于任何一家公司。

彼得说这里的工作气氛“安
静，但很有趣”，他尤其喜欢没有
任何社交压力的办公室。 埃文说
自己的老板“非常乐于助人和理
解他人”， 而在布莱恩眼中这间
办公室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这家名为 Auticon的
IT 咨询公司，的确与众不同。 据
英国 BBC 新闻 1 月 2 日报道，这
家拥有超过 150 名员工的科技公
司，员工全部由自闭症患者组成。

创办公司专招自闭症雇员

Auticon，原名 Mindspark，是
如今为数不多的专门雇佣自闭
症患者的美国公司之一。 公司创
始人格雷伯努瓦，也是两名自闭
症孩子的父亲。 由于自己的孩子
是自闭症患者，伯努瓦十分关注
这一群体。 当他发现几乎没有工
作场所可以满足自闭症患者需
求后，他于 2013 年创办了这家科
技公司，专门雇佣自闭症员工。

“我觉得这个缺口必须被填
补，除了自己采取行动，没有其
他办法可以填补它。 其实他们
（自闭症患者）非常能干、聪明，
他们值得一个机会去表达展示
这一点。 ”他在接受 BBC 采访时
表示，“我们的使命是让一个被
剥夺权利的群体获得权利。 社会
上有许多群体被低估，自闭症患
者就是其中之一。 ”

据《洛杉矶经济杂志》报道，

今年 6 月， 伯努瓦的 Mindspark
公司与世界最大的自闭症成人
雇佣企业柏林 Auticon GmbH 公
司合并，正式更名 Auticon。目前，
这家公司拥有超过 150 名自闭
症员工， 伯努瓦的大儿子格雷，
也在公司的金融团队工作。

自闭症患者不仅常常感到
十分焦虑，他们还经常挣扎于社
交活动中。

员工彼得也曾经在“正常”
的办公室工作， 但在他看来，这
些办公室并不正常。“这一切都
很难驾驭和理解。 我也没能建立
起社交关系。”彼得告诉 BBC。埃
文描述了在以前的工作中，他是
如何“独自一人一边听播客，一
边吃午饭”的。 对于他来说，每天
的工作都像是一场折磨。

而在 Auticon， 他们被赋予了
极大的选择自由。如果员工因为噪
音敏感想要戴耳机，没有问题。 他
们也可以选择在黑暗的房间里工
作，如果他们觉得无法与同事进行
口头交流，也可以使用即时通讯软
件。 如果员工感到内心难以承受，
他们有权享受“焦虑假期”。

“员工的敏感是我们的首要
任务。 ”伯努瓦表示，“但这意味
着把流程抛在后面的同时，我们
仍要确保向客户交付最高质量
的产品，这就必须考虑项目应该
如何整合，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

当涉及到令员工心惊胆战
的工作评估时，公司通常会着重
强调， 并不会对员工进行批评。
他补充道：“这一切都与良好的
人力资源原则有关，其他公司可
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原则。 ”

在正式入职前，Auticon 为每
位求职者提供为期四周的免费培
训计划，用于决定他们是否适合长
期工作。 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标准，
尤其是那些被父母逼迫去找工作
的人， 因为他们对编程没有激情。

而对于那些成功留在 Auticon 的
人来说，即使他们不会一起共进午
餐，也会相互支持着彼此。

在这里，这些自闭症患者也
逐渐开始敞开了心扉。 当最近公
司设计新办公室时，员工们纷纷
表示，希望它是开放式的，而不
是封闭的隔间。“这里太好了，随
和，包容一切，诚心接纳每一个
人。 ”彼得说道，“这里的每个人
都很有趣。 ”

自闭症特征其实也是闪光点

据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如
今在美国， 每 59 个孩子中就有
一个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据美
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未
来五年，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预
计将达到 38 万。 而 BBC 援引英
国全国自闭症协会统计，只有不
到四分之一的自闭症患者会拥
有全职工作。

原因是许多自闭症患者在
求职第一关时就失败了，对他们
而言，面试带来的焦虑往往会加
剧，在他们心中，面试的过程也
是十分可怕的存在。

“人们通常倾向于雇佣和自己
相似的人，而自闭症患者很少和别
人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就像他们
自己。 ”讲述自闭症演变之路的《神
经部落》一书作者史蒂夫希尔伯曼
说道。他指出：“面试中不应做的事
项清单， 其实正是自闭症的定义：
不要把目光移开， 直视雇主的眼
睛，推销自己……所有这些对自闭
症患者来说都非常困难。 ”

然而，自闭症患者的病症在
高科技领域却是难能可贵的闪
光点：高度专注于某个单一的任
务，喜欢重复，对细节的强烈关
注， 不可思议的模式识别能力，
以及对解决谜题的执着。

彼得也是如此。 他迫切希望

在工作场所施展自己的电脑技
能，但在竞争激烈的科技世界找
一份工作，对他来说太难了。“压
力非常大， 你必须与其他人竞
争。”他告诉 BBC。而他显然被这
种激烈的竞争前景压倒，于是转
而从事一些卑微的工作。 他从事
过各种短暂的职业，其中包括:屠
夫、音乐家、铁工、杂货店店员、
创建网站的自由职业者、在健身
房前台工作等。

然而，没有一份工作能发挥
他的才能， 生活也十分拮据，他
住过破旧的仓库，还在一辆货车
里住了近两年，在自己的车里睡
了几个月。 而现在，彼得过上了
自己梦想中“一份工作的生活”。
在 Auticon，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所
长， 也不必再露宿洛杉矶街头，
不必靠着几份兼职挣扎求生。

如今， 彼得已经通过在线的
编码培训。 六个月前，他在 Auti－
con 是一名领着最低工资的实习
生，而现在他正在迅速晋升。彼得
表示， 他想成为一名年薪 9 万美
元以上的高级自动化工程师。

除了 Auticon，越来越多企业

开始加入这个行列。 一些愿意雇
佣自闭症患者的公司找到了避
开传统面试流程的方法，德国软
件公司 SAP 要求自闭症求职者
建造乐高机器人，从而取代正式
面试。“这（建造乐高机器人）能
显示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一
项任务的坚持。 ”希尔伯曼指出。

如今， 布莱恩和埃文现在十
分喜欢和同事一起吃午饭， 尽管
彼得仍然觉得“很难把自己从工
作中拉出来”。 但毫无疑问，他们
早已把 Auticon 视为一份终生的
工作。 彼得开心地表示：“一份工
作、一周工作 40 个小时的生活真
是太棒了。 ”而布莱恩说道：“我会
一直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

希尔伯曼认为，其他公司应
当从 Auticon 的案例中得到教
训：“对许多自闭症患者而言，如
果他们找到了一个让他们感受
到支持、认为自己的技能得以施
展的地方，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忠
诚，不会轻易离开。 这无疑为公
司节省了资金，因为他们不必重
新培训员工。 ”
（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编译报道）

彼得正在工作（图片来源：《橘县纪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