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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大赛
引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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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比“1万小时”付出更多

成功离不开泪水与汗水交相挥洒。想要在激
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便要付出超过常人的努
力。可能不少人只看到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成功的
一面，却无法想象他们曾经的艰辛。其实，每个
创新创业的“领头羊”，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1 万小时定律’是我成功的秘诀。”柳超
说。“1 万小时定律”出自美国作家格拉德威尔

《异类》 一书。意思是说，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
家，需要付出1万小时的训练。

柳超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取得计算机博士
学位。回国后自主创业，现任天眼查首席执行
官。“‘业精于勤而荒于嬉’。‘1万小时定律’对
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一个新手到专家要经过
1万个小时的学习工作，我在工作上花了比别人
更多的时间。”柳超说，“我在美国读书时，每天
上午10点钟起床，拿着课本、论文，带着三明治
到图书馆学习。一直学到凌晨 3 点图书馆闭馆，
每天都是如此。”笔者采访柳超时已经是晚上9点
多了，此前他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在采访过程
中，柳超观点严谨客观，显露出亲和幽默的风
格，是一位很接地气的CEO。

楼英明是能力天空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也是“千人计划”专家。他曾在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读书，毕业后在硅谷工作。楼英明
求学时横跨基础科学和工程学两大领域的科研优
势在硅谷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楼英明说：“在硅
谷工作的人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对待工作勤奋、
热爱。想要做得比其他人好，付出的努力就得更

多。我日常的生活除了睡觉、运动就是工作。最
基本的工作时间是‘996’，即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6天。”除了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外，
楼英明在硅谷工作时，还经常在下班后，甚至半
夜被人从家里叫到公司开会。

坚持：遇到挫折不放弃

成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奔向光明
的同时往往也会经历黑暗。只有坚持下去才能走
进光明。

张灏野曾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由“强
军计划”引入国内开始做科学研究。他目前研究
的是实验装备的调整、物理模型的二次设计、北
斗导航芯片信号以及墨烯力学传感器信号处理。

“我们在处理 GPS 短波信号的物理验证。当信号

中断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经过了近4个月
的努力才测试出一个波段。” 张灏野说。

梁安辉是“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曾在
日本大阪大学电子信息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上
世纪80年代末，我刚刚毕业做大学老师，一个月
的工资只有 200元人民币左右。出于对科学的热
爱，我用自己的工资去做研究，经济十分拮据。
但即使是在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下，我仍然坚持追
逐自己的梦想，坚信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梁
安辉说。

信心：以国家政策支持做后盾

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创业者坚强的后盾。无论
是给予资金支持还是简化相关程序，都会给创业
者极大的信心。

楼英明说：“当你与他人沟通合作时，你说自
己在国外多优秀，别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是你说自
己入选了“千人计划”，别人就会有一个概念，会认
可你的成绩，也更容易获得信任。”柳超对此也深
有体会。在他看来，能够入选“千人计划”是获得了
国家的认可，证明了自己是有真才实学的。这也使
他在与其他人进行商业合作时节省了不少精力，
免去了自我介绍等中间验证的时间。

除此之外，柳超认为国家在资金方面也给了
他巨大的支持。“除了国家给予我的资金支持以
外，入选‘千人计划’本身就能帮助我吸引投资者，
从而为我带来创业的便利。”柳超说。

“传帮带”既是方式和方法，
更是氛围和风气。在援疆医生的带
领下，当地医生学到了技艺，也学
到了诊疗理念。

援疆医生在感叹地域辽阔的同
时，也感慨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人们
和睦相处的环境。援疆医生不止一
次提到少数民族患者即将出院时向
他们竖起的大拇指，这让他们备受
鼓舞。

要“输血”也要“造血”。摆在援疆
医生面前的仍然是新疆基层医疗水
平薄弱的局面。援疆医生的到来，为

当地医生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
同行的窗户；援疆医生的言传身教，
为当地医生规范和提高诊疗水平提
供了机会。如果有条件，当地医生也
可以在援疆医生的牵线搭桥下，走出
去交流学习，然后回到新疆，更好地
服务基层实际，更好地服务当地各族
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援疆医生既
是老师，也是桥梁。

精准对接是关键

海归参加各类创业大赛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组委会
往往会在比赛过程中，通过赛事与服务相结合，发现、选拔和扶持优质海
归创业项目，并帮助海归创业人才对接政策、平台、资本等各类社会资
源，为海归创业提供相关帮助。

据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秘书长郎靖介绍，本次大赛聘请了更多行
业专家和资深投资人加入创业导师团队，深入辅导参赛者创业，与之前两
届相比更具权威性和专业指导性。朗靖说：“在创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精准
对接是关键。为了实现精准对接，我们会举行大型对接洽谈活动，使项
目、园区、机构、企业能够同场交流，给创业海归带来更多合作机会。结
合双向需求，促成精准对接，为参赛团队提供更好的项目落地、政策扶持
和创业孵化服务，也是本次大赛的亮点之一。”

不仅如此，各地市的留学人员创业园区也为海归创业提供支持与帮
助。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负责人员表示，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为海归创
业者提供了许多政策优惠，比如，对于发展潜力较大的创业项目，分类给
予创业启动资金支持、享受房租补助等。

精准对接还体现在融资方面。中留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赵建光说：“海归创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资金。我们作为投资人，会
在比赛中观察并挖掘好项目，一旦发现好项目后便立即出手投资，这样创
业者就不用发愁资金了；二是圈子。通过参加比赛，创业者可以结识各行
各业的人，对以后发展大有益处。”

创业团队获锻炼

参加创业比赛不仅能获得外部资源，对海归创业团队和个人来说也是
一次不小的挑战。经过层层考验与选拔，创业团队和个人也在不断进步。

复朗施纳米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建勋曾参加过创业比赛。他表示，
整个参赛过程让他和他的团队收获颇多：“我们创业前期只是几个人的小团
队，研发出产品再进行销售，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状态。”在参加过创业比赛
后，崔建勋和他的团队有了观念上的转变。他说：“我们有了企业化和产品
观的概念，同时也接触到多方面的资源，包括资金、合作伙伴、客户等。”

中存超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沈杰也认为自己是创业大赛的受益者：“我刚
回国时，只是一心研究技术、写代码。但是看了其他优秀的项目后我意识
到，应该着重考虑一下我们的项目今后如何发展以及在哪儿落地等问题。”
参加创业大赛，开拓了他的思维。

“一对多”平台效益显

各类创业大赛是一个“一对多”的平台。所谓“一对多”是指在参加
比赛的过程中，参赛者给评委和其他负责人讲述项目时，把项目传播出
去，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该项目，进而得到帮助和支持。

对于细分的产品来说，“一对多”平台效益更加明显。崔建勋笑着说：“我
把创业大赛称之为‘产品发布会’。我们团队是做金属纳米材料设备生产的，
一般人可能对此不太了解，但当我参加了创业大赛，把我们的项目详细地介
绍出来时，就会使更多人了解这一项目，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对于初创团队来说，的确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创业。机构、比赛等
获得资金和资源的机会都是不可错过的。崔建勋就是在比赛中认识了他的
投资人，不仅如此，他还透露：“正是因为参加了创业大赛，所以我们在拓
展市场方面基本上没花钱，都是客户主动来联系我们。可以说，创业大赛
是一个展示和宣传自己项目的绝佳平台。”

无独有偶，沈杰也是通过比赛认识了自己项目的投资人，进而把最后一
笔创业资金落实到位。他说：“我很感谢创业大赛这个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我
认识了许多创业界的前辈，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让我有信心继续把
项目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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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主办的第三届
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正式启动。每年各种类型的创业大
赛有很多，参赛的海归络绎不绝。到底是什么吸引了
海归参加创业大赛？

为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扶
持政策和计划。那么，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后，海外高层次人才是
如何拼搏的？

从“千人计划”入选专家看——

海归成功的 3 要素
宋滟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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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始终有个念想”

今年 2月，江晓兵从广州坐上了飞往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喀什市的飞机。在去新疆之前，他就
对当地情况进行了调研。考虑到当地可能会缺少
设备，江晓兵特意托运了几箱脊椎骨科的医疗器
械。在之后的援疆工作中，这几箱医疗器械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

“我心中始终有个念想——要去援疆。”江晓
兵说，“每一个援疆、支边的人可能都有着不一
样的想法。我来是因为情怀。”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援疆医生常常需要熬
夜。江晓兵与同事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完成
4 台手术后，凌晨又赶到莎车县人民医院会诊。
得知有专家要来，病人们早早就在病房等候。深
夜，县医院同事们没有下班，等候着他们。江晓
兵说：“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很是感动。”

栾新平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从国外学成回
国后，回到新疆工作。在我们预约采访的一周时
间里，他几乎都是在会诊、开会，匆匆说两句就
得挂断电话。

“我觉得我应该回来。”吴向未是通过国家

“千人计划”引进回国的，他说，“我本科和硕士
阶段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河子大学度过
的。在国外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和我的大
学、医院里的同事中断联系。我觉得我应该回到
我们的团队当中来。”

“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吴向未
说，“回疆后，我就一直想把在国外学到的医学
理论、实践、技术与新疆的地方实际相结合，并
以此为基础，研究民族高发疾病，培养一批人
才。”

援疆医生的“传帮带”

“传帮带”是援疆医生工作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一环。如何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教授给当地的医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吴向未筹划并指导建立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转化医学实验室，为医院各学科青
年医生开展实验研究提供了条件。该实验室目前
完善了相关实验条件，已初步开始了动物实验研
究。吴向未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众多优秀青年
学子，还在全国医学论坛上取得了奖项。”

当地医生会做的，帮助他们做“精”，做得
更安全；当地医生不会做的，教会他们，并逐步
过渡到由他们独立完成。江晓兵想把自己比较成
熟的诊疗理念和流程在南疆更广泛地推广。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传统特色技艺“棍点理
筋正骨手法”已经在广州实践4年多，作为项目
负责人，江晓兵来新疆时随身带了十几根“治疗
棍”，随时随地传授该项技艺。

“这项技艺的优势很明显，非常适用于新疆
的基层医疗。”江晓兵说，“目前已经有三四位医
生掌握了这项技艺，并能够独立运用在治疗过程
中了。”他多次到基层医疗单位给医生培训，还
把自己当做“模特”，让当地医生练习，反复揣
摩手的力道。

新疆基层医疗与内地有哪些差距？吴向未
说：“不光是基础设施薄弱和医疗设备缺乏，还
有理念的问题。很多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
待在一所医院，没有机会获取医学界前沿的信
息。”现代医学发展迅速，跟不上医学潮流必将

会被淘汰。吴向未现在在南疆挂职，尽心尽力地
做着“传帮带”的工作。

援疆到底会留下什么

采访江晓兵时，他连续给我发了几张照片，
都是他在医院授课的场景。江晓兵说，除了会
诊、查房、传授技术，他更想将诊疗理念传授给
当地医生。

吴向未主攻地方病研究，肝包虫是重要的一
个研究方向。新疆是肝包虫的高发区，包虫病的
频发严重威胁新疆畜牧业生产参与者的健康和安
全，造成畜牧业发展的阻滞和巨大经济损失。吴
向未说：“1999 年，我们无意中发现可以彻底切
除肝包虫的方法，并成功完成一例病例。但十几
年过去了，一些地方的医生诊疗理念还停留在单
纯地想把它切除的阶段。”其实，现在的医疗手
段对此病有不同的治疗办法。

吴向未说：“在新疆，很多医生认为，只要
将患处切除就大功告成，将关注点只指向病灶，
而不是全身。”随着通讯水平的提高，他希望新
疆未来能够建立智慧医疗，将患者的信息记录在
案，方便医生诊疗。

2009年，吴向未受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医学院，医学院的一句愿景让吴向未至今记忆
犹新：“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请告诉我，
你能做这个世界上别人不能做的什么。”

这深深触动了吴向未，也促使他思考：援疆
到底要留下什么，要给当地人带去什么？他认
为，掌握解决问题的思维和理念比教授技术和赠
送设备更重要。“输血”不论时间多久终归是有
限的，而培育起“造血”机能，则会使当地长期
受益。

去西部
做援疆医生

林之韵 骆孟成

“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成为一些海归医生的选择。新疆，成为他们中
一些人的最终目的地。在很多人眼中，新疆是个神秘而奇特的地方。海归医生选择在新疆落
脚，究竟看上了那里的什么？

左上图：江晓兵（左二）指导当地医生做手术。
左下图：江晓兵 （右） 去伽师县会诊一例脊

柱骨折急诊手术时，由于手术室空调损坏，在高
温下实施近 3 小时手术，手术快结束前由于出汗
多，差点虚脱。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幸亏有老大
夫建议自制简易吸管，在不污染术衣的情况下补
充了液体，之后顺利完成骨折手术。

题图：吴向未 （右） 到牧区诊疗。
上图：手术后，海归医生帮助严重脊柱侧弯

的孩子指导床上体位及功能康复。

上图：每天在实验室与各种机械打交道
是张灏野的日常工作。

活 动 还 未
开 始 ， 会 场 内
已 经 有 许 多 嘉
宾 。 图 为 崔 建
勋 与 准 备 参 赛
的 海 归 分 享 自
己 的 参 赛 、 创
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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