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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刚说，当年妻子刚到北京时，两
人正在热恋，中关村周围散落着的大学
校园就成为他们约会的好去处。

中关村内坐落着许多国内著名高等
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个世纪 90 年
代，大批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就被中关村
蓬勃的发展魅力所吸引，下海创业。如
今，中关村更是成为容纳大学生自主创
业的圣地，成为学子从校园走上社会的
第一站。然而，对于游客来说，中关村
周围的北大、清华算得上是北京游中的
重要一站。

北大西门就是北大的第一张脸，是
校园主轴线的起始点，自然是观光燕园
的最佳入口。北大西门是燕京大学校友
于 1926 年集资修建的，也称为校友门。
为与校园的古典风格交相呼应，而采用
中国传统的庙门式建筑，古典的三开朱
漆宫门，庄严典雅。

走入西门，看到绿树参天，紧接着
踏上一座白石桥，名校友桥，雕栏玉
砌，洁白如玉，桥下流水潺潺，不时

“鱼翔浅底”，就这半亩方塘之景，让人
心旷神怡。登桥南望，一片荷塘包围下
的翠壁回廊，便是明代画家米万钟的勺

园故址，当年这里是接待外国使团的食
宿场所，时间走过百年后，如今成为了
外国留学生的宿舍。

一路向北，便来到了北大最有名的
景点——未名湖。湖两岸翠柳成荫，沿

湖小路蜿蜒旋绕，与湖边起伏的地势交
接成流畅的线条，未名湖如同镇纸一
般，深情地压住了北大缱绻的一角，得
以让学子在此书写自己的年华。

与燕园齐名的便是清华园。北大与
清华紧邻，步行不过十来分钟。

二校门对于清华，就如同西门对于
北大，是学校最先让人看到的脸面。清
华的二校门是一座青砖白柱三拱“牌
坊”式建筑，门楣上刻着清末大学士那
桐的手迹“清华园”三个大字。

穿过二校门是一条约150米长的林荫
路，沿路笔直前行，便到一处方形草
坪，草坪的尽头便是大礼堂。大礼堂始
建于1917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
计，融合了希腊式与罗马式的建筑风
格，古城堡风格的大屋顶，四周各堆砌
一块三角形顶楣，门前四根汉白玉爱奥
尼柱，白色的门廊，红色的砖墙，坐落
于芳草间，让这座庄严肃穆的建筑多了
几分生动。

沿路向西，便是水木清华。步入水
木清华，犹如走进江南园林，山林环拢
着一泓碧水，两座典雅古亭置于其中，
真是犹如晋代诗人谢混的那般描述，“惠
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
水木湛清华。”水木清华向西，便是近春
园。近春园内有一座小山丘，登山至顶见
一阁，名“零零阁”，学生说那是俯瞰清华
的最佳地点。沿阁中旋转楼梯盘旋而上，
来到阁楼的最高点，近望可见池中荷叶连
田，向西远眺可见西山连绵，向东则可见
大礼堂标志性的城堡屋顶。下零零阁，过
湖上莲桥，就到了近春园的小岛。小岛中
心是一片广场，树丛繁茂，正值夏日，荷塘
花开差不多了，香气阵阵随风吹来，让
人心旷神怡。游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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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想去中关村是在最早想去中关村是在20082008年年，，朋友买了台新相机朋友买了台新相机，，兴致兴致
勃勃地说勃勃地说““这可是从中关村买的这可是从中关村买的。”。”后来每逢与人谈到相后来每逢与人谈到相
机机、、手机手机、、电脑等电子数码产品时电脑等电子数码产品时，，都会提及都会提及““中关村中关村””这这
三个字三个字，，中关村似乎已成为科技中关村似乎已成为科技、、电子电子、、数码的代名词数码的代名词，，到到
中关村购置电子产品也成为一种新风尚中关村购置电子产品也成为一种新风尚。。许多外地人慕名前许多外地人慕名前
来来，，有的不为买东西有的不为买东西，，只为看看这被誉为只为看看这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中国的硅谷””的的
中关村究竟是何模样中关村究竟是何模样。。渐渐地渐渐地，，中关村在人们的口耳相传和中关村在人们的口耳相传和
我们的意识里发生了流变我们的意识里发生了流变，，逐渐从逐渐从““高科技中心和高科技中心和ITIT产品的产品的
集散地集散地””过渡到过渡到““充满各色游客的旅游景点充满各色游客的旅游景点”，”，人们对中关人们对中关
村多了几分关注村多了几分关注，，关于中关村的报道也开始多了起来关于中关村的报道也开始多了起来。。

在北京在北京，，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中关村时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中关村时，，总能听到车内总能听到车内
有人指着车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跟身边人介绍说有人指着车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跟身边人介绍说““快看快看，，这这
就是中关村就是中关村。”。”听到的人往往会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瞄一眼听到的人往往会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瞄一眼，，
不少人会露出惊喜的表情不少人会露出惊喜的表情，，低声道低声道：“：“哦哦，，原来这就是中关原来这就是中关
村村。”。”

我们乘坐地铁我们乘坐地铁44号线号线，，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去往中关村去往中关村。。下了地下了地
铁铁，，从出口处乘电梯上行从出口处乘电梯上行，，一出地铁一出地铁，，迎面而来的不仅有似迎面而来的不仅有似
火骄阳火骄阳，，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值早上上班时间正值早上上班时间，，扑面而扑面而

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一张张年轻充满活力的面庞在我们眼一张张年轻充满活力的面庞在我们眼
中扫过中扫过，，每个人都比我们走得快而急每个人都比我们走得快而急，，从身旁路过时还有一从身旁路过时还有一
阵风嗖地一下掠过阵风嗖地一下掠过，，人群中有不少人手里还捧着一杯豆浆和人群中有不少人手里还捧着一杯豆浆和
未吃完的早餐未吃完的早餐，，边走边往嘴里塞边走边往嘴里塞。。走出地铁走出地铁，，站在路边站在路边，，灿灿
亮的阳光扑面而来亮的阳光扑面而来，，这里的人们又将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这里的人们又将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中关村位于北京的西北部海淀区一带中关村位于北京的西北部海淀区一带，，是北京是北京
的高科技中心和的高科技中心和 ITIT 界精英的聚集地界精英的聚集地，，也是售也是售
卖各种卖各种电子产品的大型集贸市场电子产品的大型集贸市场。。在这在这
座座 ““ 村 子村 子 ”” 里里 ，， 汇 聚 了 以 联 想汇 聚 了 以 联 想 、、
方正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方正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
近近 22 万 家万 家 ，， 以 中 国 科 学以 中 国 科 学
院在京院所为代表的科研院院在京院所为代表的科研院
所所 140140 多家多家，，以北京大学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为代表的众多高等院校也坐落于此为代表的众多高等院校也坐落于此，，拥有高素拥有高素
质创新创业人才超过百万质创新创业人才超过百万，，留学归国创业人员数量占全留学归国创业人员数量占全
国的近国的近 11//44。。正是有了这一强大的民营科技产业群和大批正是有了这一强大的民营科技产业群和大批
高新技术与科研人才的支撑高新技术与科研人才的支撑，，中关村才成为今天意义上的中关村才成为今天意义上的
中关村中关村。。

励志向上励志向上 成功传奇成功传奇

年轻就要去中关村年轻就要去中关村
杨一枫杨一枫 田荣娟田荣娟

中关村一景中关村一景

我们在海淀黄庄下车，穿过街道，径直
往南走，采访北京和硕诚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胡刚先生。公司位于知春路的一个住
宅区里，相比中关村大街上高楼林立、车水
马龙的场景，这里的建筑虽矮小简陋，却排
排齐整，林荫密布。

我们坐在胡刚阳光满满的会客厅里，面
前是一套摆放整齐的茶具，他一边饶有兴致
地给我们介绍他的公司，一边为我们沏茶。

喝茶间隙，向窗外望去，本以为可以看
到像海龙大厦这样的中关村标志性建筑，却
发现窗正对着住宅楼，树影斑驳，阳光投洒
在屋子里，夏日的燥热感瞬间消失，浓浓茶
香沁人心脾。

“几年前，我是亲眼看着海龙大厦从无
到有、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胡刚开始向我们

讲述他与中关村的故事。
眼前这位男子，虽已过而立之年，但眉

宇间依然透露出像 20 多岁年轻人一样的昂
扬斗志。

胡刚可以说是中关村创业青年中特立
独行的佼佼者之一。他是内蒙古人，计算机
是他的专业，也是他一如既往所热爱的事
业。1998年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他
顺利进入包钢。不久，他却辞去了“铁饭碗”，
只身闯进了中关村

我们好奇地问道：“您那时的月工资是
多少？”他说大概 1000 元，这在 16 年前是一
个足以让众人艳羡的收入。而胡刚却说，那
样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他喜欢闯荡、向往
自由。

“我其实就是冲着中关村才来北京的。”
胡刚说，学计算机的人都梦想能进这个“村子”
里。“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那时候
四环还没有修好。中关村也还大多是平房。”

初来北京，他在中关村一家卖电脑的公
司打工，以销售为主，后来陆陆续续换了几
家公司，但始终没有走出“电脑圈”。经历了
几年的打工生涯，他渐渐积累了不少人脉，
业务技能也提升很多，是时候由自己闯出一
片天地了。

2003年，他与妻子一起成立了现在的和
硕诚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件事与其说是胡刚
事业上的辉煌时刻之一，不如说是他人生根
本性的转折。

11 年后，在这座商务写字楼里，他有了
自己的公司，有了稳定的客户群，有充裕的
资金去扩大公司影响力。会客厅里，和煦的
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射进来，他时而激越澎

湃，时而平静如水，向我们娓娓讲述他创业
初期的酸甜苦辣。

公司创立初期，胡刚肩扛着来自资金、
客户、婚姻和家庭的压力。他们租了一套三
居室的房，白天办公，晚上休息，日子过得很
艰难。但现在，他事业有成，公司业绩突出，
实力不断扩大；他婚姻幸福，把家安在公司
旁，妻子贤惠，女儿乖巧，节假日一家三口还
常常外出旅行。

据胡刚回忆，多年以前的中关村是“卖
方市场”，不需要商家挤破脑袋招揽客户，也
会有络绎不绝的人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去各取所需，他们的客户不是熟人，就是熟
人的朋友，正是以这种“关系”客户和口碑营
销来维持前些年的经营。而自2008年电子商
务兴起之后，中关村的图景从人来人往变得
宾客稀少，京东、易讯、淘宝等电商交易平台
分流了大批客户，公司面临困境，许多小企
业纷纷倒闭，但胡刚没有放弃，而是寻求转
型。

“升级做工程是我们今后的重点。”对于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胡刚说他们主要致力
于“整合”，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产品整合方
案。他指了指我们正坐着的这间屋子，说以
后这里就是一个多功能展厅，将配套有多媒

体设施、大屏幕、音箱、灯光等办公所需的一
切高科技电子产品，可以形象地为客户展示
他们设计出的整合方案，让客户亲自体验，
更加符合用户需求，这也是公司做大做强的
发展方向。

我们问他，曾经经历的磨难、挫折，难道
不曾灰心和想放弃吗？面对这一问题，他淡
然一笑，“2008年以前，年纪轻，遇事少，公司
一有问题我就会失眠睡不着，从来想的都是
怎么‘躲’困难，但现在，我学会了如何‘迎’
困难，能更坦然，也不过分为难自己，可能是
老了吧”。说完，他笑了笑，那是久经磨砺后
的成熟智慧刻在脸上的光芒。

曾经与他一起开过游戏厅的陈楠，是他
大学时期关系最好的哥们儿。但当年因为胡
刚放弃合开游戏厅选择离开，二人从最亲密
的朋友变得形同路人，十几年都互不来往，
直到近几年他们的关系才复原。他们现在同
在中关村，陈楠如今是某软件开发公司的股
东之一，和胡刚一样，在中关村从打工一族
奋斗到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中关村由最初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区发
展到如今拥有联想、方正、新浪、百度等一大
批知名品牌入驻的高科技中心，在不断扩大
的规模，不断上涨的利润和不断脱颖而出的
民营科技公司的背后，离不开这些像胡刚、
陈楠一样的青年人奋勇打拼的艰辛和坚持。

如今，到中关村买东西的人少了，但去
那里四处逛逛的人却多了起来，站在路边也
好，在商场里走动也罢，一种“向上”的氛围
总能将人包围。

游客在中关村游客在中关村

中关村夜景中关村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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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风光未名湖风光未名湖风光

北大清华游览小贴士：
北京大学推荐游览线路：西门

→艺术博物馆→红湖建筑群→未名
湖→博雅塔→临湖轩→静园草坪→
图书馆→五四大道→南门。

清华大学推荐游览线路：西门
→近春园→水木清华→大礼堂→清
华学堂→二校门→西门。

清华大学园区很大，推荐骑车
游览，清华租自行车的地方在南门
和西门内门卫室，收费为2元/小时。

个人来校参观须持本人有效证
件入校，无需预约。

胡刚说，第一次走进这家名叫“硬
盘”的咖啡店时，他想起了家。

名叫“硬盘”，颇具中关村特色。这
并不是一家很大的咖啡店：从门口进
入，经过一个小小的走廊就可以去到室
内，站在小廊中，环视，吊顶压得低低
的，氤氲的氛围，弥漫着幽蓝色的灯
光，湖蓝色的布料熨帖在桌上、椅上
——胡刚就是这样想起他的家，内蒙古
广褒、苍蓝的穹顶下，点缀着蓝宝石般
闪耀波动的湖泊。“我常到这来，都认识
了，老板娘酒调得不错，咖啡可以现
磨。”他要来咖啡机，亲手研磨起来。

欣赏研磨过的咖啡豆在壶中上下翻滚
的轨迹，一个个升腾而起的气泡，令人想起
金鱼缸中鱼儿嘴巴一闭一张，吐出啪嗒、啪
嗒的小泡泡，最后沉淀于缸底的无奈。“如果
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
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胡刚哼
起一首意味深长的歌，从过滤网里沥出的
黑色液体，兑上点儿牛奶，放进两块方糖，倒
入瓷杯，也不忙喝，在流溢出的香气里做个
深呼吸，斜倚在沙发中，啜上一小口，不仅仅
是那醇香四溢的咖啡本身，还有一份置身
世外的怡然自得。

绵厚的咖啡放开了胡刚的话匣，他
介 绍 起 中 关 村 的 另 一 处 咖 啡 “ 名
胜”——3W咖啡馆。与“硬盘”咖啡馆
的复古小巧相比，3W风格迥异——占地
更大，功能更多，情调也大不相同，似
乎更能代表新兴的咖啡馆。“如果说‘硬
盘’像是个避风港湾，那3W更像一个水

陆码头，和3W咖啡比，硬盘
咖啡只能称作 U盘了”，胡刚
打趣。

电子的流光溢彩、外表
包裹着的水泥金属，3W 向每
个访客彰示着极简的后现代
的风格，这里是属于年轻人一
块方寸角落：透过细框黑纹的落地窗，阳
光洒在清爽的绿叶盆栽上，屋内总有植物
的清香；投影上跃动着的映画，总与青春、
先锋、未来、网络等字眼有关。

“这样的咖啡馆是海淀图书城商业街
的一个名片，类似的还有很多。”从1999
年来到中关村，胡刚见证了中关村变得
越来越“有趣”—— 中关村的地标之一
海淀图书城商业街，经过改造后的图书
文化创意产业的面积达到50％以上，除专

业书店、特色书店、文化用品商店等主流
业态外，图书城商业精品街上还陆续出现
了文化书吧、网络游戏室、画廊、动漫工作
室、茶吧、主题酒吧、主题餐厅等文化休闲
娱乐场所，成为了一条以图书文化产业为
主，以文化休闲类商业、服务业为辅的图
书文化特色商业街区。

“它的名字叫‘生命’，为什么是这个
名字？盘旋、共生、向上，它的这个意向能
让人联想到很多。”流连几个风格迥异的
地标后，胡刚把我们带到中关村那座知名
的雕塑前。当我们正凝望着象征着积极向
上、你追我赶的那座符号时，天上隆隆地
打起雷，雨点顷刻泻下——整个大地都为
千千万万敲落的雨点而覆盆，中关村的面
容显出一股磅礴的生机和呐喊般的涌动，
仿佛在告诉这里的人们：真实、用力地活
过，大地终将为你起伏。

出行小贴士：
海淀图书城在海淀西大街 36 号

昊海楼，可乘坐 302、641、913 路，
在海淀桥东下车步行即到。咖啡馆的休闲时光咖啡馆的休闲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