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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回乡创业

新疆姑娘赵闫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研究
生。毕业后，她顺利地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后来却辞掉了这份工作，回新疆创业，做新疆特
产的线上和线下销售。

“父母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机会上学。这一
直是他们心中的遗憾，所以，他们就把希望寄托
在我身上，尽全力让我接受好的教育。大学毕业
后，父亲执意让我出国见见世面，于是就送我去
澳大利亚读书。”赵闫说。

“既然父母执意让你出国见世面，那为什么
辞掉工作选择回家创业呢？”

“见的世面越多，就越觉得家乡好。总有乡
愁萦绕在心头，想要回国。大概是‘好山好水好
寂寞，好忙好难好快活’吧。”赵闫俏皮地说。

乡愁让赵闫有了回国的念头，而真正让她下
定决心的，却是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参与的一次回
国采访。

“2015 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和新西兰的一
些同行到国内西部采访。在新疆采访时，我近距
离地了解了我的家乡，感受到了它近几年的巨变
和未来的发展潜力，于是我很自豪地向同事们介
绍新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回来创业。”赵闫回
忆说。

孙波曾就读于德国勃兰登堡工业大学。2005
年他回到家乡青岛创业。当被问到为何选择回家
乡创业时，他说：“我从小在青岛即墨长大，非
常熟悉这里的环境，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

家人的支持。除此以外，青岛和德国还有较深的
历史渊源，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回家乡创业。”

代超曾在韩国暻园大学留学。他坦言：“之
所以选择回家乡创业，有两个原因：我当时选择
去韩国留学，就是考虑到家乡有比较多的韩国企
业，为回家乡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我觉得跟
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不太适合去大城市。在我
看来，大城市虽然机会比较多，但是压力也很
大。”

创业方向多元

除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一线城市，海归创业
的方向也呈现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某些高端、时
兴产业。

当被问到怎样选择创业项目时，曾就读于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刘晓说：“回国后，我深受国
内雾霾困扰，心里感到很难受。想到其他国家之
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环境问题，但都在一步一步地
规划治理中好转。我想为环境绿化出一份力，于
是选择回家乡种树。”

赵闫则坦言：“我之所以选择做新疆特产销
售，主要是因为父母是果农，家里就出产红枣、
核桃、香梨和苹果。这几年水果滞销，我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帮他们分担压力。”

“我选择做进口葡萄酒行业，是因为适量饮
用葡萄酒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国内葡萄酒质量参
差不齐。我对德国、法国的葡萄酒比较熟悉，所
以想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乡人喝到货真价实的进口
葡萄酒；参股无纺布环保手提袋生产是因为这家
工厂以前主要以塑料包装生产为主。在考察了欧
洲的相关产业后，我决定致力于环保产业，生产
无纺布环保手提袋，为减少污染、绿化环境而奋
斗。”孙波说。

“我之所以经营火锅餐厅，看中的是家乡的
市场，而且我有信心、有资源做好这个项目。同
时，我也吸取了以前好高骛远的经验教训，学会
了脚踏实地、好好经营。”代超说。

回乡创业也难

在家乡创业并不意味着轻松。“新手上路”
难免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对项目不熟悉、同
行的恶性竞争、家人的误解等，也都是在家乡创
业会遇到的问题。

“我刚开店时就碰到过来自同行的恶性竞
争。那时刚开店，被恶意举报过很多次。曾经有
两次直接导致我们在中午停业；最开始，人手不
够，也导致餐厅服务不到位。”代超说。

“我刚开始创业时，种好的小树苗会被附近
的村民砍掉拿回家；收玉米时，他们的玉米收割
机会撞坏我的庄稼。”回想起创业初期遇到的问
题，刘晓无奈地说：“他们都是村民，还都是老
人家。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尽量减少与他们的
矛盾。在这方面，每年我都会吃不少‘哑巴
亏’。”

“我之前在网上订购了一大批包装袋，收到
后觉得还不错，就用来包装干果，结果寄到顾客
手里时袋子全都破了，干果散落一地。如果我那
时候能够让卖家先寄一个包装袋的样品来试一试
就好了。”说到这里，赵闫很懊恼。

“这几个月虽然状况频出，但是失误在一点

点地减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但我遇到最大
的困难是，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支持我。他们隔
三差五地就催促我回澳大利亚。我不在乎网上那
些说我‘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评价，但
是我在乎父母的看法呀。”赵闫补充道。

创业优势明显

在家乡总有千般好。对于回家乡创业，海归
也有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谈到对海归回家乡创业的看法，孙波说：
“家乡缺乏的东西你一眼就能看到，并且可以利
用手中的资源找到合适的产品、合作机构，就此
开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你熟悉家乡的一切，天
时地利人和，遇到挫折时也有人陪你共渡难关。”

“出国后，许多人才发现自己很爱国。如果
有合适的机会，他们都会回国发展，能回家乡就
更好了。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在国外的中
国人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代超说。

刘晓表达了对在家乡创业的热切与无悔：
“大家都去北上广深、去大城市，光鲜亮丽。虽
然我在乡下创业，没有电、没有网络，似乎很寂
寞。但我没有那么多的应酬，不需要和人攀比。
每天都能很认真地思考一件事，活得健康，种地
也挺好。”

在哪里创业？这个选择是多
种多样的。回家乡创业是一些海

归在对自身性格、能力
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
量后所做出的选择。这
一选择无关对错，只是
一种对未来审时度势的
规划。回家乡创业，不

代表选择安逸，反而是一种务
实，有时也是一种眷恋。

回家乡创业需要先扎实基本
功。创业困难不只是说说而已。
回家乡创业，不代表能够规避创
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只是相比
于其他城市，海归更了解自己的
家乡，家乡的资源能够更好地被

他们所利用。然而要用好这些资
源也不是件易事，这需要运用自
己求学时积累的经验去用心地探
索、用心地发现、用心地捕捉。
所以，“扎稳马步”后，再来谈
回家乡创业。

故土总是盼望着游子的归
来。海归既然选择了回家乡创
业，不妨切实地为家乡做点什
么，哪怕只是“种种地”“浇浇
花”。

务实就好
齐 心

选择回家乡创业的海归
吕程程

创业不仅可以去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每个人的标
准不同，最终的落脚点也就不同。当有
人选择到外地打拼时，也有一些海归选
择回家乡创业。

在海归群体中，有一部分海归称自己是“俄语人”。这
些从俄语国家留学归来的海归，从事着与那段留学经历相关
的工作，他们心中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俄语情结。

归国的“俄语人”
贾程琪

每当有人来公司参观，孙波都会自豪地向
来访者展示自己珍藏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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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林下种植的作物生长的更好，每年冬
天刘晓 （上图） 都会修剪树枝。

火锅店忙碌时，代超 （下图） 也会来店里帮
忙。

初见李亚迪，他身着西装、抱着大号在舞台上演奏。演出结束后，跟
随他一起走到休息室，李亚迪侧身伸出右手说了一声“您先进”，声音稳重
浑厚。

学音乐绝不是轻松的。小学5年级就进入学校管弦乐队，李亚迪在学萨
克斯两个月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他的音乐轨迹。学校的一位

“不速之客”一眼相中了这个一米七的男孩。李亚迪笑着说：“我五六年级
身高就有一米七，这位大号老师说：‘站起来，来学大号吧。’我就一直学
到了现在。”

李亚迪说出这几句话其实并不轻松。好多次，李亚迪真想放下大号，
因为实在太累了。长时间重复练习非常乏味；身边的同学、亲戚也都说学
大号没前途。李亚迪无奈地说：“过了没几个月，学校的管弦乐队就解散
了。连同当时被我忽悠来学大号的同桌也放弃了。”

当被问及学大号遇到的最大困难时，李亚迪思索了片刻：“小时候吹
大号被其他小朋友嫌弃。有小朋友直接对我说：‘这个声音像放屁一
样。’这对年幼的我着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李亚
迪深吸了一口气，眼睛眯到了一起说：“多亏了小学音乐老师的苦心开
导。她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劝我坚持下去。现在想想真的是非常感谢她。”

“就搞一辈子吧，没了它连生活都难过。”2011年，李亚迪赴新加坡
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学习大号演奏。他激动地说：“大师的课程可以
随便去听，国际交响乐团的演出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票，到现场去
听。”李亚迪获得了杨秀桃音乐学院全额奖学金，这让他免去经济上的负
担，更好地专注音乐。“因为学的是西洋乐器，所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老师基本都是有经验的国际教师，这让我知道音乐界在发生什么，到底
什么才是真正应该选择的东西。”李亚迪说。

翻看李亚迪的朋友圈，里面几乎全是关于大号、音乐、梦想的内
容。李亚迪说：“现在几乎每天与大号在一起，走到哪都带着，成了生活
的一部分。我真不能想象没有大号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回国后，李亚迪申请到了美国多所学校的研究生。但是，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了解到中国交响乐团缺一名大号演奏员，他尝试着去参加考试，没想
到一个月后竟然被录取了。李亚迪说：“虽然放弃了读研的机会，但在国家
最好的交响乐团工作，即使以学生的身份去学习，也能提升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坚持。但我知道，一旦音乐响起，我
的心就会被牢牢牵住。回国，音乐拽着我的心在走。”李亚迪用手紧紧地

攥着自己的衣领说，“当听到乐团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梁祝》，我就欲罢不
能。它拽着我的心在走。”从《梁祝》开始，再到《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越来
越多的乐谱走进了李亚迪的世界。

现在李亚迪成了国家交响乐团的一名大号演奏者。李亚迪说：“我还想在
音乐方面有更深的研究。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进一
步深造。”他每年都会教儿童一些音乐知识，也想让孩子
们能对音乐感兴趣。

“我一直跟着乐团演出。音乐就是我的工作。我很
享受在乐团和大家一起演奏的感觉。”李亚迪说，“单
单考虑乐团的配合，还要考虑整个舞台的灯光和全场
的效果。这种多部门协同合作完成整场演出的感觉非
常棒。”

李晓旭 （右二）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华侨华人协会
发起组织的跨欧亚自驾活动，主题是让世界认识中国。

李晓旭 （右二）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华侨华人协会
发起组织的跨欧亚自驾活动，主题是让世界认识中国。

胡秀娟 （左二） 在俄语沙龙活动
上与其他“俄语人”交流活动的心得
体会。

李亚迪：

一辈子托付给音乐
骆孟成

李亚迪李亚迪：：

一辈子一辈子托付给音乐托付给音乐
骆孟成骆孟成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来源：新浪山西、
汽车之家）

机缘巧合去留学

对于很多“俄语人”来说，去讲俄语的国家留学是机缘巧合的结果。
李晓旭曾在1991年赴前苏联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学习，后又在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先后学习了语言和法律。谈起自己的留学经历，李晓旭有很
多感慨：“高中毕业时，我有幸得到了去前苏联学习的机会。受父母影响，我
对俄罗斯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留学期间，我正好经历了苏联的解体。这也让
我有了很多独特的经历。”

他回忆说：“我们算是俄罗斯新华侨的第一代。当时在圣彼得堡的中国留
学生一共也就七八个人，总领事馆的活动很难举办起来。不过在那之后，中
国去俄罗斯的人就渐渐多起来了。”

许磊曾先后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和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经济统计信息
大学学习。他坦言，当时能去莫斯科留学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2002年，我高中
毕业后，考上了云南大学，在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后，朋友告诉我有个可以去莫斯
科留学的机会。当时，我很希望体验一下俄罗斯教育环境。于是，在朋友引荐下，
我抓住了这次机会，前往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许磊说。

因为情结聚一起

胡秀娟从乌克兰留学回国后，就开始从事与俄罗斯相关的工作。2016年
年初，她创办了喀秋莎沙龙俱乐部，给有浓厚俄语情结的人们提供一个交流
空间。谈及自己的创业初衷，胡秀娟说：“在俄语国家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让
我真实地体验到了独立成长的辛酸苦辣。回国之后，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都

不熟悉，内心苦闷过，也迷茫过。所以，我比谁都清楚，“俄语人”这个相
识、相知、相聚平台的重要意义。”

对于“俄语人”这个圈子，胡秀娟坦言：“我现在认识不少‘俄语人’。
他们大部分仍在坚持从事与俄语相关的工作。俄语国家海归的圈子不大，但
我们很团结。大家因为共同的情结走到一起，抱团取暖来获取更多的力量和
支持。我认为这意义重大。”

李晓旭认为：“我们都是‘俄语人’。这个称呼不能狭义地定义为‘学俄
语或者懂俄语的人’，而是所有有俄语情结的人。这就扩展到一个很大的群
体，大家都对俄语国家有着很深的感情，共同的情怀让大家沟通和交流都很
顺畅。不管当时留学的经历如何，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许磊对“俄语人”这个圈子有着很深的感悟：“‘俄语人’是个现象，也
是个群体，留俄的群体可以说是藏龙卧虎。我周边的‘俄语人’朋友很多，
在这个圈子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大家有着共同语言，虽然来自全国各
地，但相互之间的感情很深，亲如一家。

回国之后有优势

留学俄语国家的经历，让很多“俄语人”归国工作时拥有了不同方面的
优势。

胡秀娟坦言，留学俄语国家的经历，给自己带来了很大帮助：“留学经历
首先带给了我语言优势和海外资源优势。其实学俄语本身没有太多优势，优
势在于俄语和其它专业技能的结合。因为大多数的情况是：会俄语的人不懂

专业，懂专业的人不会俄语。如
果能将俄语和专业技能相结合，
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中，‘俄
语人’就具有垂直领域的独特优
势，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平
台。”

“在俄罗斯留学的经历培养
了我的辩证思维。在看待问题
时，我不会轻易下结论，喜欢多
角度考虑问题，综合评估。” 许
磊说，“这段经历对我的创业也
有很大帮助，比如，我创立的公
司在开始时就面向国际市场，前
景很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