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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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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田野 开辟农业

目前，不少海归投身农田，选择“接地气”的农
业领域作为自己创业的平台。如何将所学运用至农
业，如何在广阔田野里开拓新事业，是海归在农业领
域创业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齐 心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的
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
要。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农村经济
发展，通过创造就业机会逐渐提
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是改变
农村面貌的有效路径。农业的进
步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做出了不
可估量的贡献。
走出国门后，海归不断增加
知识储备；重返祖国，海归将所
学运用于国家农业生产。随着国
家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农业政策

海归接地气
创业到农田
李青蓝

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农业再一次吸
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的目光，其中不乏海归创业者。
对海归而言，投身农田不仅因为能从中获得收益，也因为内心的爱国
情怀。他们希望通过科技化的方式来带动国内农业的发展。
胡公略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创业，其创业项目着眼于中国生态
农业的推广。“当发现周围有一些朋友常常从日本购买大米时，我就会想
到，中国国土辽阔，当然也能种出好大米。”他深情地说，“我希望能够用
我所学，利用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利用科技，提高我们
的种植水平。”
王泉目前致力于有机农业的发展。他说：“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毕业
后，我回国从事农业创业，因为国内的有机农业有广阔的市场与发展前
景。但当我真正投身到这个行业中的时候，才感受到国内的农民在传统生
产模式下生活得很辛苦。我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科技兴农，利用人工智能来
改善农民的生活。”

与互联网相结合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农产品的
保质期大多较短，且中国传统农民对于互联网销售的模式比较陌生，因此
农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的比例并不高。但对海归而言，既有创业的环境，
又有利于农业领域投资的政策，互联网与农业的结合无疑是“双保险”。随
着物流业的发展，不少海归瞄准了互联网创造的农产品销售新形式。
李源棋 （化名） 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时，他曾专注于研究
O2O 的商业模式，即把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有一次，李源棋与
国内的同学在农庄聚会，看着农户堆放着没有卖出去的蔬果，他意识到可

右上图：葛雯利用互联网
销售自己的云彩鸡和鸡蛋，还
亲自上阵拍摄了宣传广告。
题图来源：时政中国

以将互联网与农业相结合。于是，他投身于农业创业项目：“目前，我们公
司主要从事蔬果销售。我们通过实地考察，挑选出可以合作的农户，盘点
其可出售的商品。客户可通过手机应用软件预定蔬果，农户根据预定采
摘，我们安排物流线运送。”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节约了储存成本，也避免
了采摘后卖不出去的状况。葛雯的创业项目与此类似。她从澳大利亚布里
斯班大学毕业后，回国在农业领域创业。通过借鉴国外的商务模式，她首
先完成了专利申请与新品种的研究。接着，她又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大了市
场、提高了销量。

推进现代化农业
既能发挥专长又能主动吸收更好的技术，对于任何创业项目来说都是
十分重要的。广阔的土地、优惠的政策以及较大的需求是国内发展农业的
优势，并且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将先进的生产模式与国内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是海归在农业创业时
十分注重的一点。薛子晴从英国留学归来后决定从事谷物生产，希望能够
推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发展模式。她说：“创业之初，由于农户的田地比较
分散，不适合推进机械化。于是，我说服了几家农户成为公司的成员。把
农田整合起来之后，提高了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的
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农户还能得到额外分红，增加了收入。”
由于语言与人脉的优势，海归更容易与国外相关企业达成合作，通过
吸收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水平。周子淇在英国兰卡斯特大
学获得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得到了教授的鼓励去农业创业。他说：“教
授告诉我，计量经济学在应用于金融前，更多的应用是在农业领域。我毕
业时科技农业正火，于是我决定回国发展科技农业。在老友的帮助下，我
去日本引进了种植‘空中草莓’的技术。这项技术既能提高产量，又能提
高土地利用率。”
在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农业的转型过程中，海归发挥着独到的作用，
不仅在农业创业项目上有所收获，更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
的一份贡献。

近年来，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人数激增，其创业项目主要集中于
生物工程、医药、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领
域。在创业路上，若想走得更远，为国家的科技创新添砖加瓦，海归
需时刻保持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

科技创业：

人才是根本
技术是关键
童云斐

是为婴儿提供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她认为，虽然
中国的婴儿护肤品领域里品牌不少，但还没有出
现领军品牌，所以市场空间很大。顶峰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代表王奇 （化名） 同样看中了国内的广
如今，留学人员携项目回国落地和发展已不
阔市场。他的创业项目是利用无创伤的胚胎检测
新鲜。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资金是国内吸引海归
技术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在他看来，一方
创业的重要原因。
面，二胎政策开始实施，而新增的待孕妈妈往往
胡予含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目前在
年龄偏大，影响受孕率；另一方面，目前国内试
为其初创企业 DR·BABY 寻求融资，其创业项目
管婴儿的成功率总体在 30%左右，有待提高。因
此，他拥有的技术在国内
市场的需求非常明显。同
时，国内有充足的资金，
很多投资者都在寻找有发
展前景和潜力的创业项目。
胡予含认为，中国投
资者对科技创业项目的风
险评估和管理与国外有所
不同：“中国风险投资者看
风口，关注于找到下一个
独角兽公司。所以他们往
往倾向于投多个高风险的
项目，即使有少量存活下
来，也能获得预期投资回
报。目前，投资业逐渐增
强风险控制意识，对投资
组合的风险进行控制，开
始关注一些投资回报虽然
张磊认为国内科技创业基本由政府主导，资源相对集中，这是优
相对较少、但风险也小的
势。图为张磊（三排中间）和他的技术团队在实验室合影。
项目。”

海归瞄准国内市场
投资者加强风险管理

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归
带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走到
田间地头。从海归到农民，他们
在土地上挥洒汗水，用智慧开垦
着中国现代农业的沃土。
我们希望年年都能“稻花香
里 说 丰 年 ”， 期 待 因 海 归 的 加
入，将这
丰年造就
成现代新
型农业的
丰年 。

培养健康人格
正视学习成绩

致力科技兴农

左图：周子淇参观日本农
场时，被成熟的草莓技术吸
引。于是他引进了一套日本的
无土栽培设备，在国内尝试种
植“空中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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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轶曾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归国后在一所大学任教。谈及对
11 岁孩子尧尧的教育，她的语调颇为
愉悦：“作为父母，我们跟其他家庭
一样也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是我
们更注重孩子的阅读和思考能力。学
习成绩只是一种呈现形式，孩子的人
格和品质教育更重要。当看到别人被
贴上‘成绩不好，将来肯定是失败
者’的标签时，我会告诉孩子，成绩
米 莱（后 右 一）只 要 有 时
只能用来鞭策自己，而不能用来嘲笑
间，
就会带孩子们去不同的地
别人；与人交往，要看重对方的为人
方“长见识”。她认为，旅行是除
好坏而非某一个标签。”现在，尧尧
阅读之外的另一种学习方式。
正在看诸子百家，其中他特别喜欢老
子。李轶“非功利”的家庭教育观与老子“无为”的思想颇多相同。受家庭影
响，尧尧读书更注重基本功而不是比赛获奖。
米莱 （化名） 曾在美国留学，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随米莱归国后
在武汉上学。谈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兴趣，米莱说，她和先生都不太看重学习
成绩，反而看重课后特长的选择，也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大女儿对音乐有一
定的敏感度，于是米莱就让孩子去学弹钢琴。米莱夫妇还让孩子练习跆拳道来
强身健体。“家长不干涉，也是对孩子情商的一种培养。两个孩子在相处中自
己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促进孩子情商的发展，也有利于姐妹间亲密关
系的建立。”“对于课堂学习，我们鼓励她们认真听讲，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就好。”米莱如是说。

教育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随着全球化的推
进和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在这种情
况下，一些中国家长开始对实施多年的基础教育进
行反思，而海归由于受中西文化的浸润，他们的育
儿经在国内家长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两位海归的育儿经
张亚楠

核心技术是关键
知识产权保护待加强
近年来，各地留学人员创业园 （以下简称留
创园）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帮助海归孵化创业
项目、对接市场等方面功不可没。中国拥有巨大
的市场，加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快速崛起的
国际市场推动，中国有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业中心。
但以留创园为代表的创业项目孵化中心遵循
的仍旧是“模式创新”思路。天津阿尔塔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磊博士
于 2011 年回国创业，从事有机标准品的研究与生
产工作。在他看来，国内和国外的科技发展大方
向是一致的。但在一些领域，中国正处于学习、
追赶国外领先科技的阶段，而技术创新是未来中
国推进科技发展的关键。
王奇也提到，国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某
些不完善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海归人才回国
进行科技创业的信心。

政府支持力度大
人才是科技创业之本
张磊说，他在创业之初比较顺利，国家和各
级地方政府都十分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当
我还在国外的时候，就有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前往
国外，鼓励我们回国创业，口号也从‘招商引
资’转变为‘招商引智’，可见国内一直都很重
视 海 归 人 才 。” 胡 予 含 同 样 认 为 国 内 的 政 策 支
持、资金支持力度较高，在此基础上，如果海归
更加了解国内相关政策，创业过程会更顺畅。
当然，光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是不够的，
没有人才，永远无法实现技术上从 0 到 1 的飞跃。
海外求学、工作经历，使得海归有机会接触
到前沿科技的展会、讲座，这能够帮助海归较为
准确地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新兴科
技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也有较为深刻的体会。正
如张磊所说：“海归可以在国外学习新的技术，
在行业发展趋势上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同
时，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也使得许多海归与国
外相关科技领域的专家、企业建立了联系，回国
创业时可以通过这些联系，将自己的创业项目瞄
准国际前沿。

尊重孩子意愿
注重引导方式
孩子长到一定年龄，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小世界、小秘密，有自己的选择。
随着世界观的逐渐形成，孩子看待问题时也会加入自己的判断。这个时候就需
要父母作为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给孩子适当指引。
有一天，尧尧问了李轶一个问题：“订婚有什么后果？”这个问题把李轶吓
了一跳。通过询问她才知道，原来是尧尧和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两人为了能长
时间在一起玩耍而想出的“办法”。李轶没有直接评价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是
在“肯定”尧尧的眼光之余，给他解释了订婚的法律概念和义务，并开玩笑似
地建议尧尧好好学习，充实自己，这样才能吸引异性朋友。此外，每年暑假李
轶都会带孩子去世界各地著名的人文景点进行旅行学习。这样将课本和实际生
活结合，孩子知识的学习和人生观的培养得到了更快地提升。
米莱对孩子如何交朋友，并没有过多干涉。她认为，孩子有自己的择友标
准，况且孩子现在年龄尚小，不用顾虑太多其他问题。关于孩子未来是否出国
深造的问题，米莱表示，会尊重孩子的想法，毕竟选择也是一种能力。如果他
们有兴趣出国，我会支持，因为出国深造也能帮助孩子增长见识。

适应原生环境
学会尊重包容
尧尧与人相处时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和李轶对孩子进行的人际关
系教育分不开。她认为：“国内讲究忍让谦虚，国外讲究市民文明，其实这两
者是有共同之处的。人与人之间要建立平等、相互尊重、健康的友谊关系。比
如，孩子在同学家玩，我在接他时会解释说，‘阿姨和家人该休息了，我们不
要打扰他们。’久而久之，孩子渐渐学会了在做事时考虑别人。”
米莱和丈夫特别注重家庭的学习氛围。米莱说：“现在电子产品盛行，对
孩子影响非常大。但我们家基本上不依赖任何电子产品，连电视机都不常开。
我们家最提倡的就是阅读，所以孩子们最大的兴趣也是阅读。”米莱认为，阅
读是孩子最好的学习方式，一个爱阅读、能静下心来认真阅读的孩子，其精神
世界以及学习成绩是不会差的。

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兴
趣，李轶 （左一） 和丈夫带
孩子参观哈佛大学，近距离
感受名校氛围。
题图来源：红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