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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三赢”志愿关系成就中国青年
2018 “青 年 成 就（Junior

Achievement，以下简称 JA）亚太
区学生公司大赛”近日在京落下
帷幕，来自印度尼西亚区的 En－
trepezo Nature Indonesia 团队以
内置持久空气清新剂的 USB 设
计斩获亚太区年度学生公司冠
军 。 而 赛 事 中 广 受 关 注 的

“FedEx Access 大奖”则由来自韩
国的学生公司 CYCLO 团队摘
得。

今年共有来自 14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2 家由高中生组成的学
生公司团队参与本次大赛各项
奖项的竞逐，是大赛自 2011 年推
出以来，参加国家和人数最多的
一届。

据报道，学生公司大赛是基
于 JA 的创业教育课程学生公司
而开展的，它让高中生能够在企
业志愿者的指导下体验组建、运
营和清算公司的全过程，学会承
担责任、把握机会、团队合作，培
养创业创新的能力。 目前该课程
在国内多所高中持续进行，帮助
具有潜力的青少年学生实践创
业梦想。

学生公司项目只是 JA 现有
诸多项目中的一个。 据了解，JA
创立于 1919 年， 是全球最大的
致力于青少年职业、创业和理财
教育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免费为青少年提供
课程及活动。 JA 在 1993 年进入
中国后，一方面通过与企业合作
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招募职
场人士成为志愿者，参与到与学
校合作开展的课程中，经过多年
探索，逐渐确立了其以企业志愿
者、体验式教学和国际性平台为
特点，涵盖各年龄段的经济与商
业课程体系。

学生：商业教育助其成功

进入中国 25 年，JA 与超过
100 家跨国企业和优秀本土企业
合作， 有 76287 名优秀的职业人
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与国内 35
个城市的 1000 多所大中小学建
立合作，服务了近 600 万 6~22 岁
的中国青少年，为学生们提供包
括学生公司、青年理财、事业启

航等在内的课程项目，以及包括
工作坊、职业见习、论坛、成果
展、挑战赛等在内的实践活动。

JA 定位自己的课程为国家
课程的有益补充，是众多探索核
心素养教育的一种尝试， 并认
为，比赛等实践活动作为具有前
瞻性、国际视野又生根于本土化
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与其课程相
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培养青少年
职业构建、金融素养、责任创业
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不断提升学
生的品格、 创造力和领导力，激
励和帮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获
得成功。

在本次亚太区学生公司大
赛 中 ， 来 自 广 东 实 验 中 学
PACKER 学生公司团队的高二
男生陈祉睿和来自成都树德中
学 iLight 学 生 公 司 团 队 的
CEO———一名不愿具名的高二
女生均表示， JA 的课程和活动
使他们获益良多。

据了解，iLight 团队在去年
举办的 2017JA 中国学生公司大
赛中获得了全国唯一的“年度学
生公司”大奖，而他们的产品也
已获得国家专利。 在本次大赛的
成果展会上，iLight 的产品———
太阳能便携式充电灯甫一展出，
便吸引了诸多参展者的围观，其
中的一个家庭更是一次就购买
了两个。

提及参与本次大赛的最大收
获，该女生表示，参与学生公司项
目，不仅收获了诸如 SWOT 分析
等专业知识， 自己的心态也更加
成熟， 因为需要自己设计和运营
公司， 所以明白努力做一个爱思
考、敢于去创造的人很重要。

一般谈及开发产品并创立
公司，多数高中生可能会觉得陌
生而又困难重重，而参加本次学
生公司大赛的学生们则显得专
业而又自信，有说不完的想法和
令人刮目相看的执行力。

“（在 JA 课程上）大家一起组
建公司， 学习怎么样去运营它，
老师会给我们一些大的框架上
的指导， 其他就是我们自己来
办。 ”该女生说道，“我们一起讨
论，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然后
写一个商业计划书。 ”此时距离

展会环节结束还有一段时间，而
iLight 参与本次展出的约 90 件
产品在现场的销售火爆程度已
经远远超出了团队最初的预期，
以至于该名女生随之被人询问
活动结束后，产品是否会继续有
售的问题。

“从发现痛点，创造这个产
品开始，到跟各种厂商交流，跟
别人商量制作细节， 跟客户交
流……我们有一个创业家思路，
可以发现更多痛点来作为我们
产生更多产品的原点。 ”陈祉睿
是 PACKER 学生公司团队的一
名负责人，他们的产品是能够承
重的各式酷手环。

谈到 JA 的项目，陈祉睿更推
荐需要出国的同学来参加，“因
为这个在国外是比较广泛受到
认可的。 ”此外，本次大赛的宣传
页也显示，在本次大赛中前三名
获奖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如果
考取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堪萨斯大学、艾德菲大学、戴顿
大学、太平洋大学等 5 所美国著
名高校，IUA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lliance， 国际大学联
盟） 将会为其提供高达 60000 美
元的 IUA-JA 优秀奖学金。

志愿者：
成就青年，也提升自己

自从 1993 年成立以来，从
2001/2002 学年仅有几十名志愿
者， 到 25 年后的今天 76,287 名
志愿者，JA 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企
业责任以及志愿精神在中国的
成长。

据了解， 仅在 2016/2017 学
年， 参与 JA 中国课程项目的企
业 志 愿 者 服 务 时 长 就 达 到
113,154 小时， 相当于 14,144 个
工作日，即 38.75 年，而这样的时
长相当于一名男性从大学毕业
一直工作到 60 岁退休———整个
职业生涯的长度。

做志愿活动是辛苦的，尤其
是高中课程由于编入学校正规
课时，需要在工作日进行，这意
味着已经身担重责的职场人需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参与这
项活动。 然而，每当谈及这项活

动时，志愿者们表达更多的却是
感恩与感谢。

来自通用电气的阮晓佳说
道：“回顾加入 JA 的这 11 年，学
习、 分享与成长是我最大的收
获。 在分享职场经历，帮助同学
们分析未来职业路径的同时，我
也在用 JA 课程提供的方法来思
考与分析自己的职业发展；在同
学们问，我该如何与年长的同事
相处时，我在向他们学习如何与
年轻一代的同事相处； 在 JA 这
个平台上，我有幸结识了来自不
同领域、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 ”

企业志愿者以自己的职业
经验引导学生，在成就社会价值
的同时，也能在交流互动中获知
受益，而当年受益的学生，日后
也会成长为企业志愿者，去延续
这场爱的行动。 据了解，创新工
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
就曾经在美国高中参加过 JA 的
学生公司课程，并获得了 Student
of the Year 奖项，而今他已是 JA
中国董事会成员之一。

企业： 在履行社会责任中
感受创新与未来

JA 重视创新的商业教育理
念与关爱青年的公益文化，不仅
感染了广大学生与志愿者，更打
动着工商界，吸引了一批批重视

创新、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企业加
入。 联邦快递就是其中之一。

在本次 JA 亚太区学生公司
大赛中，联邦快递赞助了“FedEx
Access 大奖”，旨在鼓励青年学子
追求更广泛的全球连通性和创
新能力。 据了解， 每一年获得

“FedEx Access 大奖”的学生团队
都在创新、进入新市场、可持续
性发展和社会责任方面有最佳
表现。 在本年度赛事中，韩国的
CYCLO 团队以一款能根据不同
尺寸和图案， 采用 3D 技术制作
的环保花盆产品获得“FedEx
Access 大奖”。他们的商业模式展
现了对全球连通性的最佳理解，
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联邦快递亚太区总裁蕙嘉琳
表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联邦快递深信发展的机会源于能
够提供更简便易行的获取方式，
并且能与新客户和新市场建立互
联互通。‘FedEx Access 大奖’正
是我们这个信念的体现———一
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将有益于整
个社会。 它所嘉奖的商业理念是
全球连通和创新的最佳呈现。 我
们很荣幸能再次参与‘亚太区 JA
学生公司大赛’，这个项目帮助年
轻人获得技能和知识， 为他们今
后成为敢于担当的成功企业家奠
定基础。 ”

（张龙蛟）

中国慈善联合会成立乡村振兴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14 日， 清华大

学乡村振兴行动者论坛暨中国
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员会成
立仪式在京举行。

为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中国慈善联合会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社会力量
共同倡议发起“中国慈善联合会
乡村振兴委员会”。 委员会将致
力于搭建政府部门、企业、慈善
组织、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多元
主体的跨界合作平台，凝聚乡村
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合力；促进学
术、慈善资源对接，促进乡村社
会治理的机制创新，推动乡村振

兴理论研究、 合作模式探究、实
践工作评价标准制定，为乡村振
兴事业构建良好的理论基础；促
进科技、 金融等市场资源的对
接，提升乡村产业的活力和市场
竞争力；引入教育资源，基于共
享教育思维， 利用实体教育、网
络课堂等多种形式，促进乡村人
才培养。

国务院参事、 友成企业家扶
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讲述了乡
村振兴委员会筹备发起情况并介
绍了他提出的“公益新木桶理
论”。 他认为，每个公益机构把自
己的最强项拿出去跟别的机构合

作， 相当于各自把自己最长的那
块板拿出来拼成一个大木桶。 通
过“新木桶理论”的力量，让公益
机构成为社会主流， 为解决重大
的社会问题发挥出影响力。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行动者
论坛” 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
国慈善联合会、北京群学城乡社
区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以“推
动乡村振兴实践”为主题，探讨
社会各界如何具体参与乡村振
兴的伟大事业，改善农民的生活
状况，推进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
续发展。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刘福清表示，希望广大慈
善组织遵守《慈善法》，以实际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一要加强与各
类企业、地方政府的合作，深度
融入农业产业的各个环节，帮助
农村群众持续增收，切实脱贫并
防止返贫；二要开展面向留守儿
童、老年人等农村最困难群体的
慈善服务， 开展创业就业培训、
农业技术培训等“扶智、扶志”项
目； 三要搭建慈善力量协作网
络，中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
员会将构建跨界合作平台，实现
农业产业和各界慈善力量的高
效对接，形成乡村振兴的合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就如何培
养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乡村建设人才发表了自己
的观点。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长、
武汉当代集团董事长艾路明表
示,企业家们慢慢意识到，要推动
当地的环境保护， 需把农村、农
民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帮助他们
振兴当地的农业产业。

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和三
场平行分论坛， 论坛还发布了

“中国生态农场检测报告” 和“i
侬共享实验室项目”。 （徐辉）

� � JA 全球首席执行官 Asheesh Advani（左一）、JA 亚太董事会主
席 Steve Wong（左二）和 JA 亚太区总裁 Vivian Lau（右一）向印尼
学生公司 Entrepezo Nature Indonesia 颁发 2018 “JA 亚太区学生
公司大赛”冠军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