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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成斌：善行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投资
� � 2010 年 7 月，史成斌从北京
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这位北大
才子并没有像其他高材生一样
选择朝九晚五的上下班， 而是，
回家种田。

2011 年 3 月，在家乡江苏溧
阳种了半年田后， 他选择了北
上，成为茫茫北漂中的一员，“我
需要一份稍许满意的工作来谋
生，需要一份切实可行的创业计
划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
为这一决定他从此踏入了公益
领域，一做就是六年。

如今的他选择了辞职创业，
在云南和江南之间做着让信息
对称以及健康、 快乐的事情，而
这些依然和公益有着密切的联
系。

发起大学生暑期文化节

2006 年，史成斌考上了令万
千学子神往的北京大学，除了主
修社会学专业外，他同时选修了
国际关系专业双学位。 除了忙碌
的学习生活，他的公益之路由此
正式开始了。

助人从受助开始。 因为家庭
条件一般，大学期间一直有一位
爱心阿姨资助史成斌上学，他还
曾获得过北大的助学金。 也许是
这种受助背景在潜移默化影响
着他，让他加入北大学生服务总
队做志愿者，也经常参与一些社
团活动。

2008 年暑假，史成斌给溧阳
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因为他想利
用暑假，和以前的高中同学们一
起“折腾”点有意义的事儿，丰富
社会实践。 他告诉市长他想创建
“溧阳籍大学生暑期文化节”，万
万没想到的是市长居然回复了，
并且给他配了一些资源。

就这样，“溧阳籍大学生暑
期文化节”在史成斌的推动下创
建了，他联合溧阳籍大学生志愿
者团队，利用每个暑期做一些文
化、教育、交流、联谊等活动，调
动起所有参与者的热情和公益
心，大家共同努力让平淡的暑期
生活更有意思。

由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大
型广场文艺晚会，每次都会吸引
数千名群众观看，受到了当地市
民较高的评价。 他们还组织了一
些趣味活动，以此来增强与市民
的互动。

史成斌觉得子女教育是家
庭的“刚需”，因此专门针对中小
学生做了知名高校学生的学习
经验分享。 另外，他还针对高中
毕业生高考志愿填报做一些咨
询指导工作，由发起活动的所有
在校大学生将自己学校的专业
情况整理成资料，通过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给高考毕业生做详细
讲解， 让考生更好的自我定位，
做出理性选择。

这样的社会实践，史成斌鼓
励所有的溧阳籍在校大学生参
与进来。 因为获得了市长的首
肯， 所以只要为活动付出了努
力、贡献了力量，都可以在自己
的暑期社会实践报告上得到政
府部门或正式机构的盖章，文化
节的开展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
影响， 也因此获得了企业每年 2
万元的赞助，政府也在第三年开
始财政拨款 2 万元给予支持。

这样的文化节，史成斌发起
并负责了三届， 参与了五届，直
到工作后才渐渐淡出。

投身公益组织

四年的大学生涯结束了，在
回家种了半年田之后，史成斌选
择了北漂。

与其说是他选择了公益，倒
不如说公益选择了他。

来到北京后，史成斌开始尝
试投简历。 第一家面试的单位是
政法出版社，通过笔试和面试之
后他婉拒了; 第二家是中国人寿
北京分公司， 在笔试后的面试
中，因为回答了考官“最喜欢的
职业是农民”后便没有了下文;直
到第三家来到了中国西部人才
开发基金会 (以下简称基金会)，
在一轮群面之后，史成斌觉得这
里的工作模式和他创建的大学
生文化节模式很相像，是他比较
擅长的，虽然薪资较低，但他觉
得有意义。

就这样，他正式成为了一名
公益人。

进入基金会的史成斌加入
了项目部，上班第六天便出差去
了重庆，第一年便在那里先后待
了三个月，推动“泛海扬帆大学
生创业行动”项目落地，至今已
在重庆资助扶持了 600 多个创
业青年。

泛海扬帆是史成斌去基金

会后做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规模
最大、持续在做的项目。 截至目
前，泛海集团对这个项目捐赠已
达 1 亿元以上。

泛海扬帆是着力打造“资
助、扶助、互助、自助、助人”的扶
持小微企业创业新机制的公益
项目，目前在重庆、昆明、兰州、
山东、武汉同时实施。

具体来说，就是符合条件的
创业项目通过网络报名参与，通
过资格审查和逐级评审，选择具
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为创业
者提供 2 万-5 万元无偿资助金，
缓解启动资金困难。 同时，为创
业者配套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
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针对创
业者急需的市场营销、 财务管
理、产品研发等知识技能，开展
各类创业培训；并为创业者提供
导师帮带机会。

创业青年奋斗在各行各业，
史成斌发起建立了“帆友汇”创
业社群，让泛海扬帆的朋友们汇
聚在一起，经常开展创业交流活
动，同时在昆明成立帆友足球俱
乐部，让创业者在共同的运动爱
好中增进友情。 他希望通过这个
活动平台让更多信息对称，如果
彼此信任了，就可以做很多资源
互通、互换、合作的事情。

在基金会的五年半时间里，
因为推动项目的缘故，史成斌去
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有了行万
里路的经历，这也是其他机构或
岗位很难有的机会和平台。 五年
多以来， 他一共飞了 120 余次，
平均一个月 1 至 2 次。 也因此结
交了很多的朋友，结识了不少青
年创业者和创业服务工作者，拓
展了人脉。

五年半的时间，史成斌说他
在基金会工作就像读了个研究
生， 只是没有文凭那张纸而已。
打开了做人做事的格局，结识了
不少优秀的导师，也留下了许多
项目成果。 五年来，基金会的公
益项目共得到中央领导批示 8
次，其中，泛海扬帆得到 2 次批
示。 由史成斌主笔的一份关于儿
童安全方面的送阅件，得到了副
总理的批示。

在史成斌看来，泛海扬帆这
个项目资金支持并不是最主要
的，对于创业者来说，从泛海扬
帆大家庭、平台上获得的资源连
接机会才是关键，比如深度创业
培训、帆友汇创业社群、各地联
展联赛以及北京和省市有关部
门的政策资源等。

从公益到创业再到公益

2016 年 9 月，史成斌被马云
在国家行政学院的演讲触动。 马
云在演讲中说，“十年以后什么
是中国最大的麻烦，健康是最大
的麻烦。 未来世界会遇到两大问
题：健康和快乐。 最大的麻烦和
问题，也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应
该在这两个方面多下功夫，如果
做对了，未来一定会有源源不断
的财富。 ”

史成斌心动了，于是他选择
了辞职回家乡创业。

必须踏入未知的世界，才会
有新的邂逅。 于是他开始了新的
人生，要在云南和江南之间做点

“让信息对称”的事情。
云南是史成斌在基金会时

出差最多的地方之一， 对他来
说，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
方，处处好空气、好生态。 这里自
然资源十分丰富，人文景观独特
多样，森林覆盖率达 60%，物种居
全国之首。 云花、云茶、云果、云
药材、云咖啡等绿色生态农产品
走出省外， 成为云南的形象标
签。

云南的好山好水孕育出许
多美景美物，这里也有史成斌在
基金会工作期间结交的很多朋
友，云南完全符合人们对健康快
乐的预期，也符合优质物产走出
去的基础条件。

于是他在云南创立了海帆
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并搭建“雲
货市集”物产平台。 值得一提的
是这两件事依然和公益有关。

所谓“信息对称”，史成斌的
解释通俗易懂，他给记者举了几
个例子：比如鲜花，全国 90%的鲜
花供应都来自云南，玫瑰花在北
京、上海四五元一支，而在云南
只要 1 元;比如中药材三七，在北
京同仁堂售价是三四元一克，而
在云南只要七八毛一克; 再比如
野生菌，在南京上海的云南菜馆
里的售价至少是云南当地的四
五倍。 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巨大利差。

为此，史成斌正在筹建“雲
货市集”平台，专注于云南优质
供给和江南有效需求的对接，实
现物和人的双向流通。 将云南优
质物产进行精品开发，以更高的
性价比向省外尤其是东部发达
地区进行线上线下销售，这是物
的流通。 另外，云南的旅游资源
丰富，旅游服务却跟不上，泛海
扬帆在云南扶持过一些像“北回
归线旅行”做云南定制旅行的机
构，让外地人来到云南能真正享

受美好旅行体验， 这是人的流
通。

海帆创服 2017 年 3 月在昆
明注册成立，这个公司的成立更
多是为了泛海扬帆项目的延续，
这是史成斌参与时间最长、付出
精力最多、 投入感情最深的项
目，没有之一。 他深知这个项目
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还
是在和原来的战友合作，还是为
原来的单位打工， 只是角色转
变、形式不同而已。 ”

雲货市集和海帆创服这两
件事，除了专注优质物产和美好
旅行供需对接之外，另一个使命
是帮助云南的贫困儿童接受良
好的教育。

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也是
个贫困的地方。 作为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云南目前仍有 350 万贫
困人口、88 个贫困县， 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龄困境儿童还很多，贫
困山区的学校教育吸引力还不
足。 史成斌把这个使命叫做“雲
计划”： 根据以前在基金会实施
公益项目的经验，通过开展帆友
公益等助学行动，力所能及资助
贫困地区的困境儿童，为他们保
留追逐梦想的机会; 帮助学校丰
富教学活动，让教育回归多彩而
有趣。

他目前做的这两件事，因为
时间不长，正处在积极筹备和持
续推动的阶段，但是他对这两件
事未来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从公
益领域离职选择创业，这位北大
才子要用自己的资源和对生活
的热情，决心在江南和云南之间
做一番“事业”，而这份“事业”永
远和公益有关。

谈到对公益的理解，史成斌
引用了北大两位大师的话：考虑
他人比考虑自己多一点，或者考
虑他人跟自己一样多就行。 做公
益，就是要擅长和权钱名利打交
道， 但不能为权钱名利所累，始
终为了受益人的宗旨不能变。

“善行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投资，
我会在行善的路上行稳致远。 ”
史成斌坚定地说。

� � 汛期暴雨阻断山路，云南大关县山区小学老师放学后护送学生
安全回家。 为了帮助云南的孩子，史成斌发起了“雲计划”。

2013 年 7 月“泛海扬帆行动”优秀创业者深度培训班在上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