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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也有家乡情结
齐 心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家乡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
置。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身在家乡，我们能够体会到一
种安全感；远离家乡，我们产生一种责任感。许多海归在外留学、
生活多年后，决定回祖国创业，即便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将创业
地点选在其他城市，也仍然希望能够与家乡建立联系，以某种方式
为家乡建设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一些海归将创业地点定在北上广深等中国一线城市，通过在家
乡成立分公司或设立创业试点的方式积极和家乡建立联系。虽然力
量些微，但却是尽己之力。如果每个海归创业者在家乡之外的城市
取得成功之时，能够不忘家乡，谋求多种形式合作，为家乡建设出
一份力，那么，滴水石穿，在众人
的共同努力下，家乡的环境也会越
变越好，从而吸引更多人回乡创
业，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部分海归因看好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而选择
回国创业。对他们来说，创业地点的选择尤其重
要。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机会多，但是竞争压力
大；回到自己家乡的二三线城市创业，人脉广，
竞争压力小，但是也会面临机会少等弊端。尽管
如此，仍有不少海归会直接选择回家乡创业，创
业项目不适合在家乡发展的，也会积极寻求和家
乡企业合作的其他途径。

回到熟悉的主场
创业或更加安心

李贵男现在在天津信息产业领域创业，现已
有两家创业公司。他说：“妻子和孩子在我回国之
前已经定居在天津，我回国后选择在天津创业，
也是出于想和家里人团聚的考虑。家在这里，也
更安心一些。”对于天津的创业环境，他这样评
价：“虽然天津与国内一线城市相比还是有些差
距，但是作为直辖市，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李
贵男在 2000 年赴日工作，回国之后先在天津工
作了一年，在熟悉了国内市场后才开始创业，这
段工作经历也为他现在的创业奠定了基础。

夏明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他说：“我
的创业地点分两部分，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
外。国内的创业公司直接落户在我的家乡杭州。”
问及为什么愿意回家乡发展，他这样解释：“我需
要一个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的环境，而北上广
深对我来说不如杭州熟悉。我的一个创业项目在互
联网领域，杭州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较好，文化底蕴
也很深厚，这都对我的创业有帮助。”回到家乡，仿
佛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面对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乡
音，浮躁的心更容易沉静下来。而创业需要的恰恰
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

回乡创业有短板
科技手段来补齐

天津尽管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相比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创业氛围来说，天津的创业节
奏要温和一些。李贵男这样评价：“大多数天津人
生活比较安逸，一般都不愿意离开天津。比如我
们承接外地项目的时候，天津本地员工一般不太
愿意出差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天津创业，相比
一线城市，优秀的技术人才较少。“招聘员工时，
没办法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李贵男坦
言。为了找到优秀的技术人才，他也是下了不少
功夫，比如通过帮助外地来津的大学毕业生落户
天津等政策吸引优秀人才。

“在杭州，大家的生活节奏还是比较慢的。”
夏明说。大部分杭州人的生活比较小资，每天喝
喝茶，散散步。“我从小生活在这里，很习惯、也
很喜欢这样的生活节奏和内容。”夏明说。“相较
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杭州的人才资源、社
会资源相对较少，这也是在家乡创业的一个短板
吧。但是现在交通、通讯这么发达，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电话沟通。再加上杭州离上海很近，谈
生意、联系客户也是比较方便的。”交通便利以及
和上海相近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夏
明在家乡创业的短板。

家乡是坚强后盾
多联络本地客户

“我的创业方向之一是做私募，就是帮助一些
虽然经营不善，但是有前景、有发展空间的企业
管理、运营。在寻找合作对象的时候，我会在一

定程度上倾向于杭州本地的企业。” 夏明说。由
于他对杭州经济文化、风土人情非常了解，在寻
找私募对象的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比如我最
近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在杭州创立一个创业孵化基
地，为杭州本地的创业者提供一个平台。目的是
帮助一些不规范的创业者规范创业，提供给创业
者一些渠道，也告诉他们一些会计、法律方面的
知识。”夏明说，“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觉
得它能惠及一些人。”同时夏明也坦言：“做私募
方面，杭州本地的企业占到20%左右，毕竟是自己
的家乡，真的非常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海归回国创业，当遇到合适的机会，家乡人
也会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朋友发了条朋友圈信
息被家乡的投资人看到，觉得很有意思，就在他
们 前 往 考 察 的 当 天 ， 就 和 我 们 签 署 了 投 资 协
议。” 无二之旅联合创始人蔡韵说。蔡韵现在北
京创业，她坦言：“这笔投资是我们的第一笔投
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投资人在之后也给了我
们很多的资本信息指导和资源介绍，对我们的创
业帮助非常大。”

海归回国创业，一方面非常愿意与家乡建立
联系，尽己所能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另一方
面，家乡的人也会在适合的条件下尽全力给予在
他乡创业的海归一些帮助。家乡的建设需要海归
的一份支持，但同时，家乡也是海归在外创业、
打拼的坚强后盾。

海归曾在国外学习、生活，在生活习惯、为
人处世、思维模式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会受异国文
化的影响，带有外国人的风格特点。据最近的调
查显示，情感与文化因素是促使海归回国的主要
因素。但海归回到国内，他国文化在其身上所留
下的痕迹与国内的文化习惯难免有所冲突。人际
交往问题是海归融入国内环境需面对的首要问
题，有时甚至感觉交友出现了文化障碍。海归是
采取积极认同的态度，还是会因冲突而感到不适
呢？

国内外社交有不同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会造就不一样
的人物个性和处世习惯，因此中国人与外国人在
人际交往上有着各自的特点。海归在国外学习、
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对于中外文化习惯的差异有
着切身感受。

就人际交往而言，宫妮 （化名） 认为，外国
人表达方式更直接，而中国人往往更含蓄。她毕
业于英国考文垂大学，曾在英国生活3年，于去年
回到中国发展。她提到：“比如打招呼的方式，外
国人常常会做一些亲昵的动作，拥抱、亲脸颊都
是很普遍的。如果他们喜欢你，会直接说喜欢
你，有什么想法通常不会憋在心里或者太过含蓄
地表达。”周瑞 （化名） 毕业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
王大学，如今也回国工作。她以英国人为例，说
明中外人际交往的差异，“外国人相对独立，中国
人喜欢抱团群居。通常情况下，英国人更高傲，
如果你不搭理他，他也不会主动搭理你。”

注重人情世故，是不少海归都提到的国内的
社交特点。“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
也对事业的发展有所影响。因此，许多人会花
很多时间经营人际关系。”周瑞提到，相比之
下，外国人的人际关系更为简单，往往就事论
事。

认同感与冲突感常并存

海归或多或少会受到所生活过的国家的文化
影响。面对国内外社交特点的差异，去年归国工
作的徐艺华认为，应该以一分为二的方式看待。
她表示，认同感与冲突感同时存在。“比如就家庭
的结构而言，在中国很多是大家庭生活模式，而
国外往往是小家庭模式。现在我回国了，一方面
我感觉大家庭模式会束缚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
我也认同大家庭模式。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单元，
我很看重和父母、长辈的关系。” 徐艺华说。

宫妮也提到，国内外文化习惯存在差异，可以
取长补短，绝对地赞同和全盘否定都不可取。“就我
个人而言，我说话时更喜欢像外国人那样直接表
达，但这种直接也有选择，对于不认同的人或事，我
会以中国人的方式含蓄而委婉地表达。”她认为，社
交方式有差异，但没有好坏之分。“这是文化差异的
体现。我们应该学会变通，根据社交对象、社交场合
来决定具体的社交方式。”宫妮如是说。

对国内社交方式的认同，能帮助海归更好地
适应国内环境。周瑞建议：“要客观地看待不同的
人际交往特点，虽然有时国内的社交方式貌似存
在问题，但换种角度看，也具有国外社交方式所
没有的优点。所以，海归对此要理性分析，调整
心态，积极适应。”

最初在微信上添加夏明为好友后，
通过他的朋友圈感受到了他生活内容的
丰富：跳伞、潜水、开飞机……

夏明在 12 岁那年考取新加坡政府的
全额奖学金，前往新加坡就读初中和高
中。“初三时，学校请来大学教授给我上
课，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在高中时，有3
位大学教授一直在辅导我。”夏明说。

想做就去做 失败就重来

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后，夏
明曾在摩根大通、星展对冲基金和渣打
银行工作。当被问及放弃这么好的工作
回国创业是否会舍不得或者犹豫时，他
笑着说：“没有啊，想做就做呗。失败了
大不了再来一次。”夏明现在已经有了两
个创业公司，其中一个创业方向是私
募，另一个就是智库。

萌生做智库的念头迅速而坚定。他
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因为自己
的一篇获奖论文而去瑞士参加一个经济
学会议。会议上的很多人非常关心汶川
地震，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那时候我
就发现，他们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年
轻人更不了解。他们可能和我们的前辈
接触较多，但是我们在很多观念、心态
上和我们的父辈、祖辈还是很不一样
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他感到有责
任告诉外国人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是怎

么想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外国
人，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当时获奖的
还有我的另外两个朋友，我就把他们聚
集起来，决定一起做个智库。”夏明说。

他这样形容他的智库设计：“我非常
在意隐私，所以当初设计这个系统的时
候，拒绝知道具体某个人说了什么话，
我只需要知道整个社会是怎么想的就足
够了。”他的智库服务对象主要是外国政
府和企业。他说：“比如现在的欧盟、白
宫，以及一些大使馆都是我们的客户和
服务对象。”

年轻人在创业 中国也在创业

“年轻人在创业，中国也在创业。我
们在创业的时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
过程，中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当然，国家的创业更加艰难，竞争对手
也更加强大，但惠及的人数、范围也更
多、更广。”夏明这样评价中国的创业环
境。个人的创业是国家创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己的创业要努力做好，才会有
利于国家创业的成功。

除了创业者这一身份外，夏明还有
一个特殊的身份——救灾队员。“在追求
个人创业的同时，也为中国的创业增加
一点点成功率。”夏明这样说着。当年，
他在瑞士开完会后，就积极投身到抗震

救灾的工作中。去年，夏明还参与了尼
泊尔救灾。“我和成都军区总医院脑外科
的周虎田主任一起救治了一个 6 岁小男
孩。在医院的时候，还获得了尼泊尔总
理的接见。”夏明说道。他在初高中的时
候就参加了学校的救伤队，也因为从小
积累的经验，在发生危难时，才有能力
参与救助。

“其实很多时候，我做一些私募类的
创业项目真的是出于一种情怀。比如其
中有一个在新疆的项目是为当地的居民
提供新鲜蔬果，希望能够满足当地居民
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能够实实在在地惠及当地民众。”“创业
不只是为了收益，也需要情怀。在全民
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中，个人的事业
与国家紧密相连。”夏明强调说。

海归找工作
实习可加分

周继凤 文/图

海归创业

如何借助家乡的力量如何借助家乡的力量？？
杨心怡 文/图

海归为何出现交友障碍？
洪娇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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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是学生从象牙
塔走向社会的重要渠
道，同时也是积攒经
验、提前熟悉职场的有
效途径。那么，海归在
求职中，曾经的实习经
历是否可以帮上忙？中
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
异，海外实习经历，是
否会为求职加分？

课业压力

实习需要挤时间

很多国内大学生，在大一大
二的时候，会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实习从而积攒经验，为未来的求
职奠定基础。但是国外大学的课
程 安 排 十 分 紧 凑 ， 课 业 压 力 较
大。所以在留学期间实习并不是
一件轻松的事。

付豪曾在悉尼大学留学，如今
已经回国，正处在求职过程中。他
表示，在留学期间，几乎没有时间
实习，因为学校规定，留学生每
个学期必须要修满 4 门课程。而
且国外大学的课程难度从大一至
大四不断递增，年级越高，课业
压力越大。学生只能更多地将重
心放在学业上，若同时兼顾求职
或实习，则会非常辛苦，也容易
顾此失彼。

崔怡婧同样在悉尼大学留学，
今年回国并已找到了工作。她十分
认同付豪的观点。崔怡婧的本科专
业是社会学。“在国外，尤其是澳
洲，没有什么专业比文科专业压力
更大了。”她说：“一个学期有3个
月，但是我们几乎每周都有论文要
写。”并且，国外的大学大多没有
补考制度，如果这门课程没有通

过，就意味着你得交钱重修。
但是，课业忙，就真的没有机

会实习么？
付豪表示，尽管在上学期间没

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实习，但是不
少同学会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回国
或者在当地寻找实习机会。而崔怡
婧则认为，时间是挤出来的，即使
课业压力大，也总是有机会实习
的。她在上学期间，几乎过着学
校、实习地点、家三点一线的生
活，把休闲和娱乐的时间压到最
少。崔怡婧坦言，在大学期间，她
很少出去玩，去的地方十分有限。

积累经验

实习为求职加分

实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进
入职场的一次预演，是正式进入职
场前的热身，同时也是证明自身能
力的一个机会。但是回国求职的海
归，在国内找工作时，其海外实习
经历有时能够给自己加分，有时却
不易被用人单位认可。由于海外实
习的环境、公司制度等与国内有很
大的差异，因而海外的实习经历能
否证明求职者的能力以及对行业的
熟悉度，还是个问号。

付豪认为，海外实习经历是否
能够加分得具体分析。比如法律类
的实习，由于国内的法律体系同国
外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如果拿着

海外的实习经历回国求职，会存在
不被认可的风险。“但是商科类的
实习，就我个人而言，在求职中还
是比较能加分的。”他说，“因为海
归比较倾向于就职于外企，而审计
等职位以英文为工作语言，所以海
归比较占优势。”付豪在海外留学
期间，曾在一家地产公司实习，
所做的工作是进行数据分析、市
场分析，从每一个小区到每一个
楼盘都需要进行数据分析，了解
判断每个区域的优势和劣势。付
豪表示，这样的实习提升了他的
综合分析能力，积累了一定的工
作经验，使其成长了不少。

不同于付豪，找到了与所学专
业对口的实习机会，崔怡婧学的是
文科，她的实习内容基本与专业无
关。她表示，这些专业不对口的实
习经历，尽管在求职简历上不会为
她增色多少，但是在个人经历和阅
历上却让她收获很多。“实习让我
的眼界开阔起来，多干一件事的人
总比少干一件的人积累到更多的经
验。”崔怡婧说。

提升能力

不止实习一条路

事实上，提高能力、锻炼自我
的途径，并非实习一条路。

杨姗姗曾在东日本国际大学留
学，回国不久，就在天津找到了合
适的工作。虽然她的简历上实习一
栏是空白，但她在大学期间参加的
众多校外活动，为她的求职加分不
少。比如日本大地震时，日本政府
针对福岛县3个灾区开设了免费热
线，杨姗姗就负责接听福岛地区民
众来电，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她
平时也会兼职做前台接待主管，还
成立了书法班、组织过联欢会，等
等。这些活动让公司看到了杨姗姗
的交际协调及组织能力，因此她很
快获得了心仪的工作。

对于崔怡婧来说，实习可以提
高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实习期间，
一定要有所思考，才会有所成长。

“分配给你的任务，你要要求自己
尽最大限度做好，在这个过程中会
学到很多东西。”崔怡婧实习时曾
经做过一个有关搜索引擎最优化的
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崔怡婧需要
创建网页，建立越多的网页就能拥
有越多的用户。“我的任务量是
200页的网页创建，而我给自己定
的目标是完成 300 页或者 400 页网
页创建。”

海归在课业紧张、学业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往往无法同时进行实
习，因而会错失通过实习检验自
己、证明自己的机会。但其实证明
自身能力的途径不只是实习一种，
海归若想回国求职取得成功，提升
自身的实力才是硬道理。

夏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