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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献者到雇员

本讲稿内容使用了简体中文。



关于我
Fedora 大使

维护几个软件包

目前受雇于红帽软件（北京）研发中心



主要内容
今天没有来自 Fedora 的 “广告”

1. 我的开源之路

2. 我的工作历程

3. 学生如何在开源社区中提升竞争力



  

1. 我的开源之路



中学知道了有 Linux 这种系统

大学开始了解到支撑 Linux 发展的思想是 Open 
Source ，觉得这种思想很炫酷

听说了 LAMP ，并且似乎非常受欢迎，开始由
ASP 转战 PHP

初识开源



参与其中
大学时参与到技术社团后，在社团活动中不断提
起 Linux。一年后成了社团的核心，开始组织
Linux 普及活动

第二次来北京实习时，思考如何为社区做一分贡
献，在大都市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加入 Fedora
第一次参见线下的 Fedora 活动，遇到 Gerard 
Braad ，鼓励我申请成为 Fedora 大使

正式成为大使，参与 2014 Fedora 用户和开发
者大会（ FUDCon ）组织

参与 Fedora 社区活动至今



  

2. 我的工作历程



学校没有知名度

所在城市没有 IT 发展机会

省内 IT 公司还有针对我校的定向校园歧视

自己技术很渣，也没有朋友可以依靠

困境



PHPChina 前往我校招培训学员和毕业生

我才大二

拿着简历去了校招现场。凭借对 Discuz 论坛和
PHP 的一知半解，商务经理同意为我沟通安排实
习

初出茅庐



大四前夕，忙于找工作

人品爆发，红帽北京研发 Open Shift 团队给了我
实习面试的机会

Linux 使用熟练，所以拿到了机会。

决定读研，实习几个月后离职回校。

面临毕业



读研之后发现受到了比本科更多的歧视

对于我们这种不入流的学校，外人的解读是留校读研
是找不到工作又考不上外校的人才干的。

研一结束开始找实习，但是歧视特别明显

FUDCon 期间合作的 GNOME 社区朋友抛来橄
榄枝

去 SUN （ Oracle ） 做开源软件的测试

实习期间活跃于 Fedora各活动

不抽烟不喝酒的研究生



所在的 Oracle那个组当年没有校招名额

与前同事联系，成功跳槽 Intel 开源技术中心实
习

遇上 Intel调整平板产品线，又没有校招名额。

等到毕业论文答辩后，联系红帽北京。

技术面试并不顺利。

求职危机再现



  

3. 如何在开源社区中提
升竞争力



参与 AOSC 社区！

参加本校的开源与自由软件社团。如果没有，你
可以创办一个！

一些活跃的学生社团 /社区

清华大学学生网络与开源软件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inux 用户协会

还有更多的 ...

参与 FOSS



你对什么感兴趣 ?

应用程序开发 ? 云计算 ?大数据 ? 

生物信息化？人工智能？商业智能？

Github上一定有你感兴趣的项目！

Github: 程序猿的社交网络

关注你感兴趣的项目，找到他们的需求（功能改
进？ bug修复？），自己找出解决方案，完成开
发，创建一个 pull request!

通过 Github



态度很重要
功利主义
没有贡献就没有收获

善始善终

参与开源社区



宝贵的经验， 而且是生产环境下的

英语能力和交流能力

积累属于自己的人脉

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认可之上

找到自己与众不同之处

求职？



  

Questions?

Content is available under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zsun@fedoraproject.org

联系方式 :

zsun@aosc.io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说明
本讲稿包含中文，文件中使用的字体有：文泉驿
正黑， Comfortaa, Droid Sans

This slides ha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uses 
Comfortaa, Droid Sans WenQuanYi Zen Hei CJK 
Font

 讲稿地址 This slide is available at

https://zsun.fedorapeople.org/pub/slides/Contribu
tor to Employee - FOSS hel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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