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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艳羡成功，并对成功背后的秘籍充满好奇。而
他们得到的答案，往往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坚持，这就是雷虹的秘籍。如今，她频繁地往返于中美
之间，忙到几乎没有时间调整时差。“通常我下了飞机，就第
一时间赶到公司，然后当天不睡觉，时差就调过来了。”雷虹
说。而她一手创办的高创会，俨然已是硅谷规模最大、最有
影响力的中美科技商务交流平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是她
的演讲嘉宾，国内百度的张亚勤、搜狐的张朝阳、小米的雷军
都是会上的座上宾。

然而，如果雷虹不说，没有人想得到她在此之前经历过
什么。连续5年没有给自己发过薪水，搭上家里几乎所有的
积蓄，最困难的时候，她甚至不得不用退休金来给员工发薪
水。“最让我难受的是，做高创会的前三年一直赚不到什么
钱，最后就连身边特别好的朋友都善意地劝说我，是不是创
业的方向不对，干脆不要做了。”

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倾尽全力的付出和身在其中才能
感知的市场细微反应，让雷虹选择坚持。“我觉得中美交流一
定是大势所趋，会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当时就想着用尽各
种办法再试一年。”雷虹说，她相信，很多时候就是在生死存
亡的一瞬间活下来的。结果没有让她失望，第四年，市场明
显热了起来，朋友也不再劝她放弃。

“创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成功率不高。”回望自己
的创业之路，何利民也说，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曲折，“而能
不能坚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经历大大小小的波折之后，沈赐恩同样依然坚守着创业
的初心。“我希望通过创业，将一些实验室里的科技转化成让
大众受惠的产品，让全世界的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幸福。”

做孵化器之后，沈赐恩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创
业团队。而他选择孵化的，90%都是华人团队。沈赐恩说，
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文化的相通，更因为“自己痛过，就知道其
他华人创业者的痛点”。如今的他更愿意做那些拥有创业梦
想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最大合创人，凭借自己的经验，为他们
提供商业上、资本上、战略上的帮助，让他们离梦想更近。

最近，沈赐恩“孵化”近三年的一个糖尿病研究治疗项目
已在北京和湖州落地，收到很好的市场反馈，平均20天的密
集治疗能使60%的病人脱掉全部胰岛素。此前，项目创始人
利用 16 年时间，研发出一套快速解决 2 型糖尿病的治疗方
案，却始终没能进入中国市场。沈赐恩看到了其中的潜力，
将其引入自己的孵化器。两年间，为了帮助项目落地，他专
程来中国 10多次，建基地，申请执照，为大规模产业化做准
备。“过程非常辛苦，但这不正是我们孵化的价值吗？”看到梦
想成真，沈赐恩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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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上9时到晚上9时，这是沈赐恩一天的工作时间，工作的内容是各种各样的
会议，有和同事的，有和孵化企业的，也有和投资人的。2008年，他在美国硅谷创
立一家名为幼发拉底的创业孵化器后，就已对这样的工作节奏习以为常。在沈恩赐
身边，还有不少和他一样的华人创业者，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忙碌打拼。

硅谷，这个全球瞩目的创业乐园，每天都有新的想法迸发，也有新的创业团队
蓬勃而生。而华人，正在成为其中越来越活跃的身影。日前，记者采访了三位来自
硅谷的杰出华商，听他们讲述在这片创业热土创造梦想、创造成功的精彩故事。

在硅谷，从来不缺梦想和成功，更不缺现实和失败。
能在这里笑到最后的创业者，尤其是并非土生土长的华
商，每一个人的成功背后，都有一条迂回曲折的路。

沈赐恩就是其中之一。和记者聊起近10年前第一次创
业的青涩，这位日后在硅谷建立起第一座华人创业孵化器
的华商忍俊不禁：“那时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07年，受到硅谷创业氛围的感染，喜欢折腾的沈赐
恩从全球最大的芯片软件设计公司辞职，与其他 3名工程
师一起组成一支创业团队，研发具有多路通行功能的全球
定位系统，梦想着书写属于自己的商业传奇。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比成功更早来临的，是接二连三的
打击。创业没多久，沈赐恩就发现，他们虽然拥有领先的技
术，却对团队建设、公司运营等最基本的问题近乎一无所知。

“最初，我们几个连股权都是平均分配的。”沈赐恩至
今还记得初见投资人时的情景。投资人询问：“谁是执行总
裁？”这几位“天真”的工程师们回答：“我们可以轮流担
任。”投资人又问：“你们的客户在哪里？”他们理所当然地
说：“我们的产品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客户？”于是，结果
是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失败。

第二次创业带给沈赐恩更大的打击。进入另一个更为
成熟的团队之后，因为与合伙的创始人意见不合，年轻气
盛的沈赐恩被迫离开。在此之前的大半年里，他为了研发
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

“就像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培养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不
属于你了。”沈赐恩还记得，自己离开公司的那天，手捧着
一箱子办公用品走下楼时的失魂落魄。而此后的一周，为
了消解痛苦，他天天喝的都是不加糖的苦咖啡。

为自己的年轻埋单，经历梦想被现实撞腰的无奈，这
是不少硅谷华商走向成功之前的必修课。而正是在这个课
堂中，他们逐渐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创业者，进而成
为一名优秀的商人。

“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谈起往事，如今成功搭建
起中美高科技商务对接平台的华人女性创业家雷虹，与沈
赐恩有着相似的感受。

也是在 2007 年，雷虹为了自己的“创业梦”，放弃在

大公司的稳定工作和丰厚薪水，投身充满风险的创业浪
潮。这个在职场上从来都将自己定位为“中性”的女商人
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性别，而是工程师出身的背景，
让她对市场缺乏了解，更将创业想得过于容易。

初涉商界，雷虹瞅准互联网时代的商机，搭建了一个
服务性网站，为当地华侨华人提供本地信息，而她的收入
来源是网站广告。为了拉到第一单广告，虽然仅仅 200美
元，但雷虹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趟与客户沟通，甚至不得
不接受客户苛刻的要求——广告效果不好就全额退款。“最
初的 3年，我完完全全地投入其中，做得非常非常辛苦。”
雷虹感叹。

然而，磨难总是最好的礼物。如雷虹所说，正是开始 3
年的艰苦磨炼，让她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创业，也让她逐渐
积累了一名创业者必备的素质，为此后的成功打下基础。

梦想曾被现实撞腰

对于大多说硅谷华商来说，虽然他们大多拥有在当地
学习、工作多年的经历，然而要想从无到有创业起家，面
临的困难与挑战远胜于美国本土的创业者。

客场作战，如何取胜？对于聪明而勤奋的华人创业者
而言，技术无疑是一把利器。

美国运动传感可穿戴公司 Turing Sense 创始人兼执行
总裁何利民的两次成功创业，正是源自他对技术持之以恒
的钻研。这位曾因数学竞赛获奖而从初中直升复旦大学的

“学霸”，对于技术创新有着天然的兴趣。1999年，他在硅

谷创办了一家半导体软件设计公司，凭借手中的10多项美
国技术专利，3年后被老东家以1亿美元的估值并购。

“第一次创业时，最初公司50%以上的软件都是我自己
写的。”和记者聊起创业经验，何利民说，他始终认为，在
竞争激烈的硅谷创业场，只有技术领先，才能有更大的胜
算。

两年前，何利民又一次回到创业的起跑线上。这一
次，他瞄准了更为前沿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就连公司的名
称都是来自他敬佩的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去年年底，何利
民带领团队设计推出的全球第一款网球可穿戴设备，仅仅
在 3天内就完成众筹目标。而它之所以风靡，正是因为它
集传感协同、数据分析甚至是提供教练方法等众多功能为
一体的独特技术。

“技术是硅谷最核心的优势。”如今已从一名创业者转
变为“孵化者”的沈赐恩同样对技术极为看重。而一次又
一次失败教会他的，还有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明确自己的
优势，找到自己的方向。

2008 年，沈赐恩融资 100 万美元，成立了“幼发拉
底”孵化公司。那时，在硅谷，还没有一家华人创办的创
业孵化器。这就意味着，他只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沈赐恩坦言，最初完全是模仿美国当地一家最为成功
的孵化器企业，“甚至连具体的条款都是抄他们的”。但很
快，不理想的孵化效果让他不得不直面现实：照搬全抄不
是办法，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径。于是，沈赐恩沉下心
来，仔细分析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既熟悉中国，又在美国生活工作这么久。”沈赐
恩意识到，在硅谷做科技项目的深度孵化，再将成熟的技
术带回中国进行产业化，这才是自己擅长且合适的路径。

“就像阿里巴巴喊响‘芝麻开门’的秘诀，找到了金钥
匙，金库一下子就出现了。”这一次，沈赐恩终于开启了成
功的大门。短短几年间，他已成功孵化近 60个创业团队，
其中不少都在中国落地开花。

在中美之间寻找机会窗口，这成为如今不少硅谷华商
的制胜法宝。雷虹的事业也是由此起飞。2009年前后，就
在做服务性网站进入瓶颈的时候，雷虹敏锐地发现，硅谷
聚集着大量高科技巨头公司，而从中国远道而来寻找科技
行业合作资源的客户越来越多。

能不能搭建一个中美之间高科技商务交流对接的民间
平台？雷虹知道，熟悉中美双边情况，正是她的优势，这
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

瞅准了就果断去做。2011年，雷虹策划组织了第一届
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 （简称“高创会”）。5 年间，
参会人数逐年增加，今年甚至有望达到1.5万人。

阿里巴巴的金钥匙

不忘初心的坚持

在硅谷，华人创业者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调查显示，
硅谷创造的财富中，40%有华人的参与。

华人移民硅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留
学生群体为代表的华人移民开始在硅谷崭露头角，创办公司的数
量迅速上升，涉足软件、半导体、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等高科技行业。

目前，华人在硅谷创业的热情依然不减，每年涌现的5000家初
创企业中，约有1/4由华人创办。此前，美
国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
者在对全美28766家年度销售额超过100
万美元、雇工在20人以上的企业进行调查
后发现，在硅谷的革新和与制造业相关的
服务业领域，12%的企业是由华人创立的。

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在硅谷的创业华
人涌现出了许多精英。第一批公派留学
生朱敏就是其中一位。1996年朱敏创立
网讯公司。网讯公司于 2000 年 7 月在纳

斯达克成功上市，其市值达十几亿美元，2003年，网讯被福布斯评
为5年中成长最快的25家IT公司之一。

同样，金海平也是硅谷创业界的风云人物。金海平1999年创
立主营无线定位业务的泰为公司。2007年泰为成为硅谷网络等
产业中成长最快的公司。2010 年 5 月 14 日，泰为在纳斯达克上
市。目前美国三大手机运营商都引入泰为的手机导航技术。

此外，由杨致远创立的雅虎、谢青创
立的飞塔、赵耀创立的安瑞科技等一批
华人创业公司，都在硅谷占据着重要位
置。由华人创业者成立的协会也应运而
生。伯克利华人创业协会有着1000多名
会员，协会为其会员创业提供必要的服
务。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协会会长林建人
近几年则处理着6000多名成员的中美往
来事务，见证着在硅谷这块创业宝地，华
人从寥寥无几到生意遍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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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传奇

商机商讯商机商讯

至少在1165年，就有
中国商人到暹罗（泰国）
境内，或贸易，或流寓，成
为当地最早的华侨。

16 世纪初到 17 世纪
初，具有冒险精神的东南
沿海地区的人们冒着生
命危险积极地参与朝贡
贸易之外的私人贸易。
16世纪中期，林道乾率众
两千余人移居今天泰国
南部的北大年。到 17 世
纪初，北大年出现“华人
流寓者甚多，趾相踵也”
的局面。到17世纪，移居
暹罗的华人群体已经颇
具规模，他们主要是从事
贸易的商人。

巴塞通王时期，华人
开始对暹罗的对外贸易
进行垄断。由于华人擅
长航海，因此他们很受巴
塞通王的重视。华人享
有自由交易的权利，并为
国王所敬重，有不少人被
任为崇高地位或官职，亦
有不少华人被认为是最
有能力的代理商、商贾及
船户。

纳莱王时期，对暹罗的外国人实行比
较宽松的政策，华人大量被皇室和贵族雇
佣以经营对外贸易。1688 年，纳莱王去
世，暹罗宫廷发生政变，欧洲人在暹罗对
东亚各国的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落入了华人
手中。从 17世纪末开始，华人便控制了暹
罗的海外贸易。

泰萨王时期，积极发展同清王朝的关系，
派华人充当贡使到清廷朝贡。由于康熙帝鼓
励暹罗运米到东南沿海缺米省份贩售，这为
在暹华人提供了前往中国贸易的通畅管道。
雍正二年（1724），有船梢徐宽等96名广东、福
建、江西籍华人参与暹罗的朝贡贸易，首次入
贡稻种并运米到广州贩售。从 1710到 1767
年的58年间，有15批暹罗贡使的记录。

从17世纪到18世纪末，暹罗的对外贸易
主要靠华人。华人借朝贡机会，暹中私商贸
易业得到较大发展。18世纪暹中贸易的发展
推动了18世纪暹罗华人社会的发展，也为19
世纪暹罗华人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来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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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掌故

“华侨板”服务侨资侨企
近日，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

华侨板汕头营运中心召开第二次审核委员
会审核会议，有条件通过广东健信制药有
限公司进入交易融资层挂牌申请。目前，
已有 4 家企业通过“华侨板”交易融资层
发行私募债，累计达2000万元。

据介绍，“华侨板”为企业提供展示孵
化层、交易融资层两个层次，截至目前，
累计挂牌企业 406 家，囊括了金融投资、
服装纺织、建筑制造、文化传播、电商物
流、餐饮食品等行业类别；挂牌企业覆盖
粤东三市及珠三角，意向股权融资 36.7亿
元，意向债券融资 20.7亿元，累计意向融
资额57.4亿元。

为把“华侨板”打造成为侨资侨企金
融服务中心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金融创新平台，华侨试验区将探索引入优
质的基金、担保、保险等金融机构和模
式，开展“政银保”等创新业务，力争解
决本地中小微和科技型挂牌企业的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泰国唐人街。 资料图片

商论语丝

链 接链 接

“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纽带和桥梁，也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民间力量。东南亚华侨华人实力雄厚，拥有成熟
的商业网络，熟悉中国以及住在国的语言、文化、国情和乡情，“一带一路”建
设将为广大侨胞提供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

——中马友好协会署理会长、完美公司董事长古润金

作为“一带一路”的端点，中国对新西兰非常重视。乘此东风，发挥潮商人
脉资源遍布世界各地的优势，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走进新西兰一个大好契机。

——全国工商联执委、新西兰潮属总会会长张乙坤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图为沈赐恩（左三）与他孵化的创业团队。
照片由沈赐恩提供

图为何利民图为何利民（（右三右三））与他的创业团队
与他的创业团队。。

照片由何利民提供
照片由何利民提供

压题图为硅谷地形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