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云，来自美丽的新疆石河子大学，

09 级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看到我的

名字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女生，实际上

是一个纯正的西北爷们儿。我不飘，

不浮，不躁，一般懒，一般帅气。喜

欢和大家一起去挑战一起享受，爱好

沙漠徒步，湖边露营，自行车游玩，

好累但是好棒。21 岁的我也一样留着儿童般的求知欲，对新奇的思想充满了兴

趣，是有点反骨吧。同时常常有点的“愤青”，对社会现象常常有不同的见解，

我面对权威同样保留我的思想。我以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这个略显浮躁的社

会，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总能为之努力。 

  一句话感言：看完精彩的 Ted 视频，我的求知欲回到小时候了！ 

 

TEDxSHzU——从围观者到独舞者 

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观看 TED视频，接触到的都非常新奇。比如谈未来手机，

谈身体健康与居住环境，我们都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观念看待这些事物，在本世

纪最大的不平等中，我们也由衷的想要帮助，受益匪浅。TED是一个很好资源，

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我们从中获取知识，头脑风暴，也结识朋友。观看 TEDtalk

或者参加 TED 的活动，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新疆也与你们的距离更近了

 



我第一次接触并参与其中，活动中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

参与其中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很感激能有这么一次机会。看了很多 TED视频，

顿生一种求知若渴的感觉，久违的激情被重新点燃，或者这就是 TED魅力之所在

吧。希望以后能做的更好，在我的空间领域内，把这些传播到能到达的地方。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参与此类活动，并且组织 TEDxSHzU。在此同很多高校的朋

友们一样，缘分之下参与进来，我想说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想到以前看过的系

列电影《蝴蝶效应》，这次活动中一个视频的意义对于我就是蝴蝶翅膀的一次扇

动。《Derek.Sivers.谈如何开启欢乐时刻》，孤独的“傻瓜”跳舞，引来一个，

又一个视频，又一个的人跟随，这个孤独的“傻瓜”变成了领导者，开启了舞动

的欢乐时刻，引用中的一句话“If you find a lone‘fool’doing something 

great,then stand up and join it!What perfect place to do that is Ted.

当你发现一个孤独的傻瓜做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就起身追随吧！Ted 就是这一切发

生的最完美的地方。”我发现其实我常常是生活中的“围观者”，但内心里想成为

那个独舞的人，内心想拥有自己的追随者；或者因为做的人太少，不敢把自己放

在一个“另类”的位置。正因为这样，失去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很多的想法没有

被实践。我想做独舞者，或者是最先参与舞动的几个人之一，但事实上常常在大

家都去做的时候才会去做。 

这个视频给我很大启发，并从中受益良多。所以这次经历，我想是会成为我

生命中的蝴蝶效应。 

事实上我也有幸成为 TEDx 活动的传播者，在这个舞动里我及时的参与了，

并且吸引者更多的舞动者，享受着我们的欢乐时刻。我是 TEDx 放映会活动的观

众也是活动举办的志愿者，我想一个简单的放映会包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与思想

的碰撞，传播给每一个观看的人。我想每一个聚精会神的面孔下都有一股澎湃的

心潮涌动。 

最后感谢那些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人们的努力，让我们得以受益于这次活

动，我们也成为很想你们的一份子，把这份精神与行动传播开来。 

 

 

 

 



唐晨，湖南大学 07 级会计系本科生。在校期间组织和参与了很多社会实践活动，

是湖南大学 AIESEC（国际经济学商学联合会）分会 Project Manager，曾带领团

队成功举办 AIESEC 青年领导力论坛（湖南）。在大学期间多次参加营销比赛并

取得省级、校级大奖。拥有三次出国经历，曾在土耳其做了一个暑假的义工；曾

跟随湖大车协骑行越南，用车轮丈量国境线；曾独自一个人 couchsurfing，独闯

泰国……现在大四毕业，已签约宝洁公司。 

 

TEDxHNU——我的大学收官之作 

4月 22日周五晚，湖大 TEDx活动完美谢幕！回顾整个活动过程，从申请成

为 TEDx University Day 的校园大使，到召集志愿者组队，再到每次例会，直

到最后活动圆满成功……一路走来，我们 TEDx HNU Team从完全不认识，到相识

相知，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对于我自身而言，这是我大学里最后一次活动经历了，是收官之作。相较于

之前的稚气未脱，这次 TEDx 活动是我对自己、对团队、对活动效果最最满意的

一次。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有两个最好的助手：Sophy和 Alex。我把整个活

动最大两块——会务和宣传，交给了他俩负责，让他们一人带一个小 team 去开

展工作。我们大概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来筹备，每周日晚上我们都会相约在综合楼

的小办公室里碰头，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我们会在开会前用邮件沟通，列出待

办和已办事项，并制定出会议 agenda，这样开会时大家能有针对性，而且效率

也大大提高了！其次，我们活动能成功是因为我们团队的 member 们都非常给力，

非常专业。比如负责场地的竹子和曹小宁，十分上心，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得很周

全；我们的主持人是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专业主持人；我们负责视频制作的是来自

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学长；还有我们的 external speaker 联络员也非常努力地和

speaker沟通着；还有网络宣传，人人、围脖、豆瓣这些宣传维护工作很零散也

很耗时间，但两位学妹完成地非常好；另外就是很有心的雨辰小学妹，给会务方

案提出来各种建议；慧明小学弟担当了很多男子汉的粗活……活动的成功，离不

开每一个 member 的付出，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我一直认为一个 team

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时候，这股向心力是无比巨大的，没有什么困难

能阻挡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这次活动现场的两位 speaker也讲得很好，会后得

到的 feedback 评价很高。尤其是王雨舟同学带来的南极环保分享，影响了很多

听众，他们会后找到我要演讲 PPT，希望把环保低碳理念传播给更多的同学。我

觉得我们活动成功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这场 TEDx 活动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就算

有一个人回去后有所 change，我也觉得很欣慰。从 feedback看，我们做到了！ 

 



    感谢 TEDx University Day 组委会给了我们一个传播 TED理念的机会，给了

我们 TED 粉丝汇聚一堂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分享 Idea 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

激发更多思考并 make a change 的机会……Idea worth Spreading! TED 的理念，

TED的思考方式，都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So, Think in TED Way. 

 

 

 

 

 

 

 

 

 

 

 

 

 

 

 

 

 

 

 

 

 

 

 

 

 



 

 

陈喜，汉族男性，如今已 21 岁高龄，由于幼年期懒得上学致使入学年龄偏

高，至今懊悔不已。中山大学

岭南（大学）学院经济学 10级

本科生，由于学习不给力，目

前徘徊在挂科的边缘。平常喜

欢看动漫，但不宅；热爱运动，

但不经常运动。 

与 TED结缘：之前并没有听

说过 TED，是经过古迎师姐介绍

之后去看了一场 TED 的放映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加入了中珠 TED团队。加入

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唯一的 10级成员。目前参与过举办一次 TED放映会和本

次 TUD。经过两次 TED获得的经历，目前在纠结中珠 TED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的

问题。 

 

TEDxSYSUZH 伴随我成长 

 

活动正式开始时，我正在门外做迎接工作，以至于现在我都记不清楚当晚活

动是怎么开始的。当晚的分享会按照策划流程进行地很顺利。虽然不记得活动是



如何开始，它的结束却让我思考了很多，其中有收获也有遗憾。 

一 

莫名奇妙地做了这次 TUD的负责人。当时是师姐说有聚餐，让我中午过榕二

吃饭，去到时师姐们就跟我说近期要有个活动，还是谷歌支持的，但师姐和师兄

们都没空，就想让我做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本来我还想拒绝的，但师兄说我正像

一颗启明星冉冉升起之类云云的话，还有我认为靠着“谷歌支持”的字眼肯定会

弄得很盛大，所以我就在连要干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答应了… 

二 

大失所望。本来以为谷歌支持下我们会很轻易就请到一些牛 B的嘉宾，后来

才发现谷歌只是给 250块上限的活动经费，这让原本打算要去李开复之类嘉宾的

我纠结了好久。 

三 

自己懒的话会影响整个活动经常。在活动的准备前中期，我对这次活动并不

是很上心，导致很多准备工作都没有做，例如活动策划没有写，license懒得申

请等等。导致出后期很紧急，出比较多乱子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要么不做，

要做就用心去做。 

四 

发现了不少自己的缺点。通过这次活动我的很多缺点都纷纷地暴露了出来，

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很不成熟的地方：其一是做事比较犹豫，不够决绝和果断，

经常拖泥带水；其二是做事做得不够明白，导致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其三是

执行力不够，致使活动不能按策划如期进行。 

五 

让我认识到资源真的是很重要。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无论是经费问题，场地

的问题，还是活动举办权利的问题，以及嘉宾的问题，都让我感觉到资源的重要

性啊。这让之前认为“资源”只是概念性字眼的我获益匪浅。 

六 

团队的感觉很好。因为是和翻院团委合作，我们这边的团队都是师兄师姐，

所以工作人员都很成熟，没有像在其他社团那样因为都是大一的致使工作之前要

比较多的沟通。所以这次活动给我感觉真的像是一个团队。大家都很自觉地完成



自己的工作，并很关心活动的进程，这是最让我感觉成功的地方。 

七 

活动前期比较乱。前期打算和北师那边合作，但整个合作都是比较混乱。后

期和翻院团委合作，由于安排工作做得不好，导致宣传工作做得很紧促，宣传效

果不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分享会的效果。 

这些是 TEDxSUSYZH 给我的收获，它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意识到活动

规划以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希望以后自己能够和 TEDxSUSYZH 一起成长... 

 

 

 

 

 

 

 

 

 

 

 

 

 

 

 

 

 

 

 

 

 

 



 

 

张启斌，TEDxXMU 2011策

展人，自诩村夫，追求独立

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热爱

旅行、民谣和电影，期待改

变并相信年青人可以带动

改变，喜欢和一群有意思的

朋友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想

法和思维，讨论认为重要的

问题。以厦门大学为据点，致力于通过引入 TEDx等平台作为催化剂，围绕相关

领域可以形成相应的一个个社区，人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相互进行对话，并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链接各次级群体间社交网络，推动大学学生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 

 

一路走来的 TEDxXMU 

五个月前，我参加了 TEDxGuangzhou 2011 Hack the Game 大会的志愿者，

一个月前，我和十多位来自厦门大学的 TED 爱好者们，一起开始了筹备 TEDxXMU

的旅程，一个月后的今天，TEDxXMU在大家的努力下，落下了 TEDx University Day 

in China 厦门大学站圆满的帷幕，在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一个月以来一起并肩

作战的伙伴们，是大家的群策群力，才有了这原本意想不到的 TEDxXMU的模样。 

TEDxGuangzhou 2011 和 MaD（Make a Difference）2011回来之后，一直就

很想在厦门大学分享这样一种思维碰撞的平台，正寻找契机之际，TEDxYUE的朋

友们雪中送炭地发来了 TEDx University Day in China 的讯息，我想，是时候

了，于是申请了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并广泛传播这个讯息，希望能在网络上吸引

一群本身就对 TED 有所关注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筹备过程当中。 

在招募筹备小组成员的时候是花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一是本身需要对

TED、TEDx、TEDxXMU、TEDxXiamen、TEDxYUE、TEDx University Day in China

等这几个概念好好地澄清，二是当时还未接触到在厦门大学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圈



子，三是厦门大学有本部和漳州校区两个校区，交通不便且初期志愿者比较少，

所以前期还是挺零散的，很多决议甚至没办法共同决定。不过情况在第一次筹备

会议之后有所改善，当时很高兴的是除了网络报名的志愿者外，2009 年参与策

展 TEDxXiamen 的小饭也介绍了几位朋友过来，这样队伍开始多元化起来，考虑

到受众群体和筹备团队的问题，我们开始决定把重点放在本部，并重新确定宣传

渠道和时间表，在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呼朋唤友地来了更加多的人，所谓地高朋满

座，整体形象设计的、校内网等网络平台管理、讲座信息网的宣传等等等等，都

开始有能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的人员匹配岗位，于是我们在衡量本校信息流动的

偏好后决定开始了以校内网为主加辅以豆瓣、微博、邮箱等宣传渠道，并且确定

了人人皆可参与的理念，将筹备进度放到校内网让大家一起参与，更加决定了在

举办 TEDx University Day in China 主题为“Pioneer”的正式沙龙之前，举办

一次主题为“Crack”预热沙龙，一是起到预热宣传的效果，二是让潜在受众群

体更加能参与到我们的筹备活动中来，让“Crack”当天来的参与者们一起来影

响“Pioneer”的主题和形式，三是测试沙龙流程的气氛。用得如此妙的两个单

词得益于头脑风暴中世维的灵光一闪，由此运杰一只小鸡破壳而出的创意就接踵

而至，再到后来梁莉的“我不带红领巾，我只代表我自己”的文案等等等等，其

实整一场 TEDxXMU 筹备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思维碰撞过程。 

 

在这里，非常感谢 TEDxXMU团队，有大家的参与，让我似乎看到了真正的大

学精神，群策群力，民主议事，贡献自己的专长和资源，当然还有很多艰难的琐

碎事情大家都在各种事情中抽空来完成，譬如每次会议记录的嘉颖、内部联络的



毅宏、负责每天更新校内“A TED a Day”等信息的世维与一沛、设计海报的运

杰、准备物资的徐经、提供拍摄宣传视频给力场地设备的野蘅、提供“Crack”

场地的讲座信息网和图书馆的小亮老师、提供时间控制规则和计时器的

ToastMaster XMU Club、建立 Googlegroup 邮件组和现场设备控制的团安、现场

接待的一干的人等、参与线上宣传的一干人等、呼朋唤友的一干人等以及所有关

注和参与 TEDxXMU 的各种一干人等，谢谢大家，因为有大家，才有这样一个平等

交流思想的平台，也正因为这样子，才有了我们后来各种奇思妙想的计划出现，

对沙龙文化的推崇，对公共空间的渴望，对大学精神的探寻，有大家的参与，大

学才变得更加美丽！ 

现在，我们通过筹备 TEDxXMU而成立并且不断有质量地扩张的 TEDxXMU团队

开始了更加多新的创意和行动，不但在 TEDx 在地化的活动寻求新模式，更加因

此聚集了一个泛 TEDxXMU的圈子，致力于搭建校内的公共空间和厦门 NGO联合运

作平台，并通过相关的资讯的活动推动青年的可持续成长和发展。 

 

更多内容，欢迎持续关注我们： 

邮箱：TEDxxmu@gmail.com 

校内：www.renren.com/TEDxxmu 或者搜索“厦大 TEDx” 

微博：http://t.sina.com.cn/TEDxxmu 

豆瓣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TEDxxiamen/ 

TEDxXMU 团队视频：http://blog.renren.com/blog/360461054/72210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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