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海外学子·综合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

2017年4月6日 星期四

参赛目的很明确：
提升自己 报效祖国

当下正处于海归回国热潮中。海外求学的学子在获
取知识的同时，也着手为自己人生的下一阶段做出规
划。对于那些想要毕业后回国创业的海外学子来说，创
业大赛无疑是一个小试牛刀的好机会。

沈腾飞目前就读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虽
然他的专业是新闻学，但是提起创业大赛他依然兴趣十
足。他说：“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创业大赛，感觉十分有
趣，相信会对未来创业有所帮助。如果在莫斯科有类似
的活动，我一定会参加。每个学生都会毕业，毕业时都
会面临‘是创业，还是就业’的选择。可能每个人或多
或少地有着创业的想法，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参
加这种创业大赛活动，不但可以积累经验，还能检验自
己是否适合创业，从而有助于在毕业时做出正确选择。”
同时他也表示，只要参加了这种创业大赛类型的活动，
无论结果如何，对他来说都会有收获，都是赚到了。

俄罗斯中俄青年创业中心主任颜龙也表示，他对创
业大赛十分感兴趣：“在我看来，创业大赛给海外学子提
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一平台能够让已经有好的创

业项目的海外留学人员将自己的项目带回国内，从而使
更多的好的创新创业项目在祖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服
务国家。”除此以外，中国未来的市场潜力以及国家提倡
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也使颜龙对创业大
赛和创业充满激情和动力。

杨璇在英国华威大学读书，她对创新创业大赛表现
出了高度热情：“我之前就参加过创业大赛。那个时候很
渴望能够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于是就参加了学校举办
的创业比赛。最后获得了优秀创业项目奖并且获得了一
般项目立项的荣誉证书。”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创
业大赛的时候，她说：“创业大赛可以让我知道自己的不
足，对自身的认识更清晰。正是因为自身还有不足，所
以得先让自己成长起来，这样才有机会在创业比赛或者
今后的创业中脱颖而出，得到更多认可和机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海外学子都对创业感兴趣。出于
不同的原因，有的学子即使对创业有兴趣，但也只是关
注而不会报名参赛。

杰瑞目前在意大利读书，她说：“我虽然很想创业，
但是我现在不会参加这类比赛。因为我目前比较迷茫，
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我眼下要做的就是好好读
书，积累知识。”

而当笔者把创业大赛相关资讯分享到留学生群的时
候，有的留学生也直呼创业大赛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并
表示不会参与。

参赛带来好处多：
打开社交圈 结交同道

为什么要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抽出时间参加创业大
赛，海外学子也有自己的打算。

颜龙说：“创业能够扩大我的社交圈，除此以外，还
能够更好地与国内和国际上的创新创业人才交流、学
习，在开阔视野的同时，能够极大地提高我的创业热
情。”

沈腾飞也赞同创业能够打开社交圈这一观点。“如果
够幸运的话，参加创业大赛的过程中能够遇到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或许可以擦出灵感的火
花。”他说，“除此以外，我认为参加创业大赛能够锻炼
自己的表达能力，增加自信。”

已经参加过创业大赛的杨璇表示，自己当初参加比
赛的时候，跟一群有相同梦想的朋友相互鼓励扶持着前
进。在这一过程中，她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也感受到
了一个好的竞争对手不仅能够给自己带来压力，也能够
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在参加创业大赛的过程中，我也改
掉了急躁的缺点，还渐渐学会了怎样处理工作与友情的
关系。”杨璇说。

参赛需要下功夫：
不只是说说 学子早有项目

想要参加创业大赛不只是说说而已，海外学子们在
表达自己高昂热情的同时，不少人早就有了心仪的创业
项目。

“我比较看好的创业项目是旅游业方面的，目前正在
做调研。我想做一个跟‘马’相关的主题庄园，再结合
互联网进行拓展，把实业和互联网相结合，做到线上和
线下的统一。”杨璇兴奋地说。

颜龙也正在开展他的创业项目。“我比较看好与文化
创意相关的项目，同时自己也在进行相关的项目创业。
希望能够做得更好。”颜龙说。

沈腾飞创业项目的灵感来源于他的家庭，他说：“我生
长在武术世家，所以对健康类创业项目比较感兴趣。在外
国人眼里，武术是中国人的标志，提起中国人，他们第一反
应就是中国功夫的代表：李小龙、成龙。同时，俄罗斯人对
中国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因此，最近我和朋友们正在筹划
着在俄罗斯进行与武术相关的项目创业。”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

近日，欧美同学会首届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会在京召
开。大赛主要面向海外留学人员征集项目。海外学子听
说这一比赛后表示十分感兴趣，有的学子已经准备好了
参赛项目。

创新创业大赛
学子的热情不只是说说

吕程程

颜龙创立“一带一
路”俄罗斯网络直播电
视台。左图为他在直播
桌前准备录制。

右图为该电视台海
报。他想用这个项目参
赛。

欧美同学会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大赛将从3
月持续到11月，其中4月至6月将在伦敦、巴黎、旧金山、悉尼等
海外城市举办海外赛。 宋滟鞠 摄

左 图 为 沈 腾 飞
（右一） 在教学员练
习武术。

沈腾飞出生在武
术世家。他在俄罗斯
学习时感受到当地人
对中国功夫的热情，
因此准备从事与武术
相关的创业项目。

为快乐奋斗 打造文娱产业新
基础设施

“阿里文娱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让更多人快乐”。俞永福如是表示。

评论人士分析，对于文娱行业而言，“快
乐”显然是个竞争利器。而阿里巴巴文化娱
乐集团自筹建之日起，就给文娱产业带来了
新的想象力，一举一动牵动产业走向。

“内容和科技原本是两个平行空间，没有
太多的接触和碰撞，但现在 Digital （数字技
术） 和 Data （数据技术） 的发展使得两者正
加速融合。在这种大背景下，阿里文娱的定
位就是打造文化娱乐产业的新基础设施，赋
能产业各方拥有更好的创造和呈现能力，更
高效地服务于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和更多
的快乐。”俞永福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关
键在于打造“三力”——能力、耐力和生态
实力。

具体而言，能力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和数
据积累，阿里文娱将从大数据分发、衍生等
多个层面提供支撑，支持内容产业的发展；
耐力则是指不投机，长期投入、长期发展的
实业心态；生态实力，体现了阿里文娱“综
合生态型文娱集团”相对“单体公司”的发
展优势和后劲，实现多向协同，矩阵联动。

当前的互联网内容产业，正在进入新一
轮的产业跃升期。娱乐消费升级、产业环境
优化让内容创业，特别是短视频的生产和消
费空前活跃。这也是阿里文娱进击短视频的
重要原因。在俞永福看来，“如果说七八年前
是 ‘Mobile First’， 那 今 天 就 是 ‘Video

First’，视频是内容领域最大的风口。我们会
利用阿里文娱的‘三力’全力打造新土豆。”

显然，对于这一新出的风口，阿里文娱
势在必得。

新土豆玩真的 斥资打造
“大鱼计划”

从趋势看，短视频的竞争正在日渐激
烈，作为行业里的重量级选手，阿里文娱的
入局和发力是其必然的选择。业内人士就分
析，阿里文娱短视频战略在土豆落地是水到
渠成：土豆是国内第一家 UPGC 视频网站，
是最早的短视频专业社区，十二年的发展和
生态沉淀中培养和支持了大量PGC企业诞生、
成长和壮大——显然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积淀
和传承的土豆是集团发力短视频不二之选。

从未来的发展看，转型后的土豆更是不
容小觑。其背后所依托的阿里文娱乃至整个阿
里巴巴集团，为其赋予了更多的资源。业内人
士分析，整个阿里文娱从产品到数据，从商业
到技术的能力都是业内领先，在流量矩阵、内
容矩阵、数据矩阵上可以形成几何效应。

为了让短视频创作者快捷高效地共享阿
里生态资源，何小鹏宣布原 UC 订阅号、优
酷自频道账号统一升级为大鱼号，让内容创
作者通行阿里文娱平台，一点接入、多点分
发，获得多平台的流量支持。第一阶段接入的
平台为优酷、土豆、UC、UC头条、淘宝、神
马搜索、豌豆荚；第二阶段接入的平台为天
猫、支付宝等，并将分阶段逐步完成从账号到
内容的完全打通。

除了多点分发，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土

豆以空前力度推出“大鱼计划”。据介绍，该
计划是 UC 订阅号“W+量子计划”的升级。

“大鱼计划”由大鱼奖金、广告分成、大鱼合
伙人三部分组成。其中，“大鱼奖金”用以每
月奖励2000名垂直品类优秀内容创作者。广
告分成方面，创作者则可同时享有土豆、
UC、优酷三大平台分成收益。

从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土豆副总裁、
大优酷事业群副总裁葛威在发布会现场公布
的大鱼合伙人计划的首批入驻名单看，首批
合伙人可谓可圈可点，容艺教育、二更、何
仙姑夫、万合天宜、日日煮、跨境 MCN 二
咖等都在名单之内。

“优酷+淘宝+来疯”生态护航
新土豆

值得关注的还有阿里文娱乃至阿里系产
品间藉此不断完善的生态链接。业内人士分
析，在阿里文娱体系的加持下，通过与优
酷、UC、淘宝、来疯之间的联动，土豆形成
的是以短视频为核心的内容生态，阿里文娱
也由此覆盖了图、文、长视频、短视频在内
的全内容形态。这种“航母级”的组合必将
搅动业界的竞争风云。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总
裁杨伟东介绍说，优酷将为短视频创作者提
供“内容+人”两条进阶通道。他表示，“土
豆聚焦短视频、优酷聚焦长视频，这样的分
工实际上是让两个平台都能专注在各自领域
发挥优势。在极致运营下，优酷剧综影漫等
头部长视频获得的注意力能更精准更高效地
分发给短视频，而短视频也将进一步放大头

部内容的声量。”
更有想象力的是，这种链接和相互支持

还发生在短视频与电商平台之间。阿里巴巴
集 团 首 席 市 场 官 董 本 洪 介 绍 ， 淘 宝 推 出
Channel T,为土豆平台的内容创作者打造了
覆盖淘宝二楼、淘宝台、短视频全淘融入的
三层合作模式。其中，淘宝二楼面向 S 级合
作伙伴；淘宝台为优秀创作者提供对接淘宝
的机制和绿色通道，助其成为“淘伙伴”，享
受自有品牌售卖、发起直播、淘宝头条视频
等特权；短视频全淘融入除了推荐特权外还
能享受飞猪等更多阿里系平台机会。此外，
淘宝还提供加入造物节等与线下结合的联合
营销。

当然，直播与短视频更是不可切割的，
“直播是短视频生
态中的一部分，来
疯已经从直播平台
变成聚集特长青年
的短视频社区。来
疯将输送大量的短
视频内容给土豆，
充分放大综娱小内
容的价值。”来疯
直播总裁张宏涛如
是表示。

“跨界，全链
条拓展，不同产品
线的彼此‘连接’
激 发 出 更 多 可 能
性”，相关专家表
示 ， 这 种 生 态 的
打 发 是 阿 里 文 娱

的独特优势所在，也是其重要的竞争利器
之一。

“文娱产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阿里文
娱显然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开始布局——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优酷在会员业务上率先
突 破 3000 万 ， 启 动 ‘ 视 频 PUGC 战 略 升
级’，阿里影业与合一影业整合，全资收购大
麦强化线下基础服务环节。”有业内人士分析
表示，当下，阿里文娱的进击和土豆的转型
意味着短视频行业竞争从初创级进入到生态
级，不仅在短视频领域将会掀起一股巨浪，就
整个文化娱乐而言，阿里文娱也将成为搭建行
业新基础设施的重要参与者。“接下来的一年，
视频乃至整个文娱行业的变局和洗牌，值得关
注。” （刘文 杜轩）

土豆土豆发力短视频 行业生态之战打响
新土豆来了。
2017年3月31日，北京演艺中心，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召开了短视频战略暨新土豆发布会，宣布土豆全面转型为短视频

平台，由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移动事业群总裁何小鹏兼任总裁，带领土豆在阿里文娱的生态助力下全力进击PUGC（专业用
户生产内容）领域。

同时，土豆宣布启用全新的品牌形象和定位，口号为“只要时刻有趣着”，号召那些能玩爱造、机智敏捷、对世界好奇、内心坚
持的年轻人主动发现和寻找身边有趣的人和事。当天，土豆APP也同步焕新。

土豆的这一全面转型引发广泛关注。相关专家表示，从定位看，转型后的土豆在集团的整体布局中意义重大，将成为阿里
文娱短视频战略的重要落棋点。

事实上，阿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董事长兼CEO俞永福就表示，将充分利用阿里文娱的能力、耐力和生态实力护
航新土豆，赋能短视频内容创作者。放眼未来，以科技生产力为基础的阿里文娱集团，也将致力于构建文化娱乐产业的新基础设施。

对于推动 PUGC，新土豆显然是有备而来，土豆的新掌门人何小鹏在发布会上就宣布推出“大鱼号”，并斥资打造“大鱼计
划”，召唤全球大鱼合伙人。

阿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董事长兼CEO俞永福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移动事业群总裁、土豆总裁何小鹏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移动事业群总裁、土豆总裁何小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