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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能力
别“看脸”行吗

“相比于女性创业者来说，男性创业者得到社会
认可的几率更大一些，也更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浥菲是一名女性海归创业者。当被问及男女创业的
异同时，她这样认为。

“我们需要更多支持女性的声音。” 下午 3 时的
时候，李浥菲边吃着午饭边接受采访，“但是发声或
者被认可的时候，不应该是凭借颜值或者其他外在因
素，而应该依据能力或事业的成功——为什么要把美
女与创业者联系在一起呢？”

她对这种不看能力只“看脸”的现象的抨击，得
到了其他女性创业者的共鸣。孙梦婉同样是一名女性
海归创业者，经营着北京罗藤银河科技有限公司，致
力于搭建海外求学培训第一平台。“我期望更多人关
注的是创造力以及能力。” 孙梦婉说，“可以反过来
想想，如果有男性创业者比较成功的话，大家会不会
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他的外表上。”

美女创业者的标签，在方便记忆的同时，也把人
们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了外表上。但女性海归其实更渴
望他人认可自身的能力和创业所带来的价值。

“无论是男性创业者还是女性创业者，在不了解
其实力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对其能力有所怀疑。但是
对于女性创业者的怀疑点更多在于心软、做事没有冒
险精神、野心不够大等固有观念。不过很显然，这些
怀疑并不成立。” 孙梦婉说。

孙梦婉大学毕业后，先是自学了哈佛的 MBA 课
程；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再申请到了世界排名前 30
位的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她 22
岁便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第一个百万美金。此后，
她涉足公益、教育资源分享等多个创业领域，立志将
全球精英联合起来，并把公司上市。

李浥菲曾在海外留学，毕业后在世界500强的建
筑设计公司当白领。接触到冻卵技术后，她毅然决然
辞职，回到国内创业，成立了上海孕冻丽医疗咨询有
限公司。对于国内的不少人来说，冻卵技术还是一个
新鲜的事物。因而，李浥菲除了要带领公司跨过资本
寒冬生存下来，还需要培育一个全新的市场，让更多
人了解到这一技术。她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中国精英女
性提前步入生育解放时代。

这些女性海归创业者在拒绝被
“标签化”的同时，也在以实际行
动对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说“不”。

当领导是个技术活
内部发展需沟通

相比于外部环境
的压力，团队内部的
发展是让女性海归更
为头痛的事情。

身在高位一方面
意味着权力大，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压力
大。

“我刚开始创业
的时候，整宿整宿睡

不着觉。”孙梦婉说，“因为十分担心自己把事情搞砸
了，毕竟拿了投资人的钱。”李浥菲在创业初期推广
产品的时候，同样遇到了种种困难，也曾一度陷入绝
望。

创业者一边在绝望中崩溃，一边又在崩溃中寻找
新的出路。

“我觉得成为首席执行官，最需要的一点便是
包容。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首席执行官都可以处
变不惊，并且迅速地想出解决的方案来。”孙梦婉
在经历了创业初期较为艰难的过程后，回过头来总
结说。

除此之外，女性创业者在树立领导的权威方面，
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能够在团队中做出重要决策的
人，往往扮演着理性且睿智的角色，而这常常与男性

形象挂钩。因此，对于这些女性创业者来说，当她们
作为首席执行官下达指令和决策时，能否让手下的员
工信服，是个不小的挑战。

李浥菲坦言她在工作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我做出一个抉择时，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我是女
性，女性比较情绪化，而怀疑这个抉择的正确性。
但我认为女性创业者完全可以做到理性与智慧。”
所以，李浥菲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树立理性的形象，
努力做到不被情绪干扰。而孙梦婉同样遇到类似的
问题，她的做法则是尊重员工，激发而非压制员工
的潜力和创造力。

性别不是重点
成绩单才是关键

在创业过程中，这些女性创业者不可避免地会面
临一些“刻板印象”的评价。但她们同样承认，目前
的市场创业机制越来越完善，在女性进行创业的过程
中，由于性别造成的偏见、障碍越来越少。

杭州奔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佳佳
是一名学成归来的“90 后”海归。谈及她的创业经
历，她表示无论是在寻找投资人还是搭建人脉关系网
的时候，女性的身份都没有带来过多的阻碍。“投资
人更看中的是你这个创业团队的实力。争取投资最好
的办法就是提供比较优异的成绩单。”黄佳佳说，“投
资本身就是一件很客观的事情，投资人会很客观地评
判你的创业项目是否有前景、有价值。创业并不是首
席执行官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团队的事情。”

凭借着瞄准了在线留学中介市场，这个总数仅十
几人的年轻团队，获得了近千万的融资，企业市场估
值已达3000万。

除此之外，女性创业者们普遍认为，海外留学的这
段经历，是创业很好的“敲
门砖”。黄佳佳表示，海外
的留学经历让她们的视野
更为开阔，学习能力也大
大提高。当创业团队与投
资人进行合作时，这些海
外背景对于创业者而言是
个很重要的加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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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
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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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正面理念与能量

相比起国内的创业者，女性海归的创
业项目，更多地与其留学经历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

留学经历让女性海归对自我有了新的
认知，对未来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规划。她
们努力发掘并实现自我价值，并试图将这
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而创业，便是
她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李浥菲的留学经历，让她更大程度上
地探查到女性未来发展的局限。在美国了
解到冻卵这项全新的技术后，她意识到这
项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十分有利于解放女
性身体。

孙梦婉在国外结识了众多优秀人才，
“这些优秀的人，给了我很大影响。”于是孙
梦婉在2014年回国后创立了罗藤发展协会。
这个协会的成员由全球顶尖大学毕业的归
国学子组成，致力于汇聚全球精英，传递正
能量，发挥精英在金融、公益和创业三个领
域的影响力。她此后的创业公司也传承着罗
藤发展协会的精神。

黄佳佳的创业想法同样来自于海外留
学。留学经历让她感知到语言的重要性。有不少留学生
因为语言的障碍，很难融入到当地环境中去。于是她开
展在线留学中介方面的创业，“我希望通过互联网创
业，让某件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帮助人们学好一样事
物。”

为社会创造一些价值

相比于创业的艰险，女性创业者最愿意谈论的话
题更多的还是自己目前的创业理念和想法。

盈利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她们
更希望创造一些价值，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做出努力。

很多中国职场女性因为生育而耽误了职业发展，
被企业拒之门外。或者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压力，女性

为了选择合适的生育时间而不得不牺牲事业和理想。
“我们希望解放女性的身体，让她们在未来的发展中
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并自由地做出决
定。”

李浥菲目前正在大力宣传冻卵技术，希望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这样的技术。“我觉得医学更重要的作用
是帮助大家过得更好。冻卵技术就是这样，它帮助人
们在健康的状态下规划生育问题，而不是等到有问题
之后，再寻找解决的方法。”

“人做事是应该遵循‘道’，意思是说有利于他人
的事情做，不利于他人的事情不做。”孙梦婉的创业
经历，同样遵循着“道”。而以此为依托的北京罗藤
银河科技有限公司，秉着“聚全球华人精英，助力中
国教育”的理念，正在搭建两个创业项目，一个创业

项目“指点”聚集了近 3000 名导师，为
学生和家长提供透明的教育咨询，传递
分享教育经验；另一个创业项目“梦想
导师”则力图搭建海外求学培训平台。

“我们的平台聚集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可
以分享最真实的教育经验以及海外留学
的信息。这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
的人受益，从而创造出价值。”

黄佳佳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项目
让更多的人“走出去”，也让更多的人

“走进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交流
时，语言是个很大的障碍。因此，他们
的团队利用互联网技术，正在打造一款
服务型软件。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
与签约的外教交流、沟通，从而有了很
好的平台去锻炼自身的口语能力。“我
们希望让世界畅通无阻！并非每个人都
想要‘出去看看’，但我觉得对于每个
喜欢走出去看的人来说，这个创业项目
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便利的方
式。”

激励更多女性投入创业

“我觉得人的青春只有一次，应该在
有限的时间内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孙梦婉从自己
的经验出发，鼓励女性加入创业大军，“社会提供了
不少的资源，机制市场也越来越完善，媒体报道比较
透明，女性创业者会越来越多的。”

李浥菲同样认为，自己的创业项目和创业经历对
于广大的女性来说，能够起到精神上的激励作用，

“可以从生理上以及心理上，更好地去激励女性平衡
理想与现实。”

对于黄佳佳来说，在创业上她有着自己的一套理
念和逻辑：不应该为了创业而创业，创业的本质应该
是解决问题。“对于女性创业者我还是很看好的，愿
意迈出第一步的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相信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迈出这一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加入创业大军中。”

随着女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提高，女性创
业者也出现在各个行业，凸显“她力量”。而女性海
归，以其海归背景和多元文化等优势，更是成为这
股力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女性海归
创业有多难

女性海归

力量有多大

燕子总要归巢
人总要回家

郑鹏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现在广州创业。他
说：“我高中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高二那年，考虑到未来的
发展，我向父母提出了留学这一想法，他们出奇一致地赞同。”
父母认为孩子在国外环境中见识与历练一下，值得鼓励。

这也是郑鹏直到现在都非常骄傲的一个决定。他在大学里
开阔了眼界，也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出国前我是非
常兴奋的，但其实已经做好了毕业后回国的打算。”

“燕子总是要归巢。”郑鹏说。
“父母其实挺希望我能留在美国的。”王旭 （化名） 毕业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目前在上海创业。“但是因为文化隔阂等因
素，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比较困难，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回国。”

虽然融入难是促使王旭回国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
仍是因为父母亲人都在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王旭心理
上对国内的依恋。“家在这边，在国内我可以生活得更好。”王

旭说。亲人在身边，感觉更安定。“父母定居在江苏，我选择在
上海创业是因为上海离家比较近，事业发展空间也较广，生活
质量相对较高。”王旭说道。

选择回国
意味着更多责任

“爸爸当初被查出心脏有问题，这更加坚定了我回国的决
定。我知道自己出国的这几年给父母带来不少的压力，所以我
现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扛起这个家。”郑鹏说。能够扛起自己的
家庭，让父母生活得更好是他现在的奋斗目标。对于郑鹏而
言，能让父母更轻松，自己再累也值得。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说：我做到了。”郑鹏说。
“创业其实很辛苦，我放弃的挺多的。”因为实在太忙，他

和女朋友分手了，朋友联系也少了，父母也不在身边。“每天的
生活还真是挺单调的。”郑鹏说道。但是他表示，做任何事情都
是有得必有失。所以不要自怨自艾，重要的是把眼前的事情做
好。

身在上海的王旭现在也忙。“一般要每两个月才能回去看望
父母一次。所幸上海和江苏离得不远，坐大巴车将近两个小时
的路程。父母有时间也会去看望我。作为独生子女，对父母的
依赖度会更大，同时对父母的责任也更多。”

“平时父母经常会来看我，总是担心我的健康。有一次，他
们看我一晚上在外面应酬没回家，调侃我说：‘别到时候钱没挣
多少，命没了。’”郑鹏说道。

做家庭的顶梁柱
父母的依靠

亲情依赖并非意味着独生子女在经济上也依赖父母。
王旭目前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做牙科医生，平时工作比较繁

忙。但是他仍然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进行对冲基金方面的创业。
至于创业的初衷，王旭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兴趣；另一方面是
想再多赚些钱。毕竟自己还年轻，要趁着年轻多做些事情。”

“我赚的钱已经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郑鹏自信地说。他平时经常会买些礼物送给父母，告诉父母在
金钱方面不用为自己担心，他已经自立。

据郑鹏介绍，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做生意。可能由于耳
濡目染，他对于创业多了份兴趣。再加上他父亲身体不好，为
了能够担起家庭的重任，他对于创业也多了份责任。

选择在广州创业，郑鹏也是经过了一番考虑：“广州的创业
环境比起北京、上海，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这个城市的氛围
能够促使人不断前进。”郑鹏表示，很多潮汕人在创业过程中非
常拼命。他们很小就出来打工积累经验，而且非常团结、野心
也大。这种努力劲儿对于郑鹏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促
使着他一直不断地努力。

无论是王旭，还是郑鹏，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
母生活得更好，自己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也成为能让父母信
任、依赖的人。

慢慢地，独生子女就真正长大成为了家庭的核心。父母给
了他们最多的爱，而这些爱在他们身上将转化为动力和责任。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众
多海归人才带着他们的技术与想法，回到国内
创业。在这其中，女性海归是一股不容忽视的
力量。但是媒体与舆论的聚光灯，即使有所顾
及这部分女性，照亮的地方也往往不是这些女
性的能力和所创造出的价值。

女性海归因其自身的性别，而更多地关注
到女性发展的现状，并倾向于进一步开发围绕
女性理财与消费而形成的女性经济。除此之
外，她们试图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
位，并激励更多的女性以更为独立自信的面貌
站在社会的舞台上展现自我。同时她们有想
法、肯吃苦、敢拼搏。丰富的海外经历打开了她
们的视野，使她们有着不输于男性的创业精神与
品质。女性海归的创业
项目，同样可以为社会
创造更多的价值，让生
活变得更美好。

选择归来——

独生子女的

亲情依赖
杨心怡 文/图

家庭再次团聚，已是新一代留学生“变
身”海归的重要原因。

“80后”和“90后”多为独生子女。这
样的家庭，相互依赖程度高。独生子女需要
父母的支持；而父母也强烈地希望孩子能生
活在自己身边。

许多学子选择回归的重要因素，都是源
自：无法割舍的亲情。

海归创业大军中的

“她力量”
周继凤

孙梦婉 （右） 虽
然 作 为 团 队 领 导 者 ，
但很多小事都亲力亲
为，表现出独立、拼
搏的女性形象。图为
孙梦婉在高考考场外
采访学生家长，为自
己关于留学的创业项
目进行调研。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创 业 大 军
中出现越来越
多 的 女 性 力
量。图为李浥
菲 （右二） 与
其创业团队的
合影，其中绝
大部分为女性。

（图片由受
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