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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枝繁叶茂的土壤
在徐小平的创业生涯中，从迷茫期的初步探索到迎来

事业第一个春天，10年光阴流转。从盲投项目、悄悄试水到
动真格，徐小平蛰伏5年迎来他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上世纪 80年代，出国潮涌动。“我想去看看惠特曼、
莫扎特、巴赫的世界，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歌，我已经
读了十几年，听了十几年。”而立之年的徐小平听从内心
的召唤，离开了他工作五年的北京大学团委文化部。半
年后，经过英语培训的徐小平，凭着这口裹挟着泰兴乡
音的“国际英语”，暂时在华盛顿找到了一份刷盘子的工
作。他的爱人则先一步到达加拿大开始了求学生涯。幸
运的是，一年后，徐小平拿到了同所大学的录取，与家
人在加拿大的小镇团圆。在加拿大这一留，就是10年。

毕业后的徐小平尝试了各种工作，“我当过移民局的
翻译，华语电台的主持人，必胜客送饼员，卡车司机，
私人音乐课老师，还有全职奶爸”。然而这都不是他能奋
斗终身的事业。

上世纪 90年代初，徐小平进行了创业尝试。对音乐
如痴如醉的他率先锁定了唱片行业，回国创立了一家唱
片公司。另辟蹊径总要经历痛苦，“创业也需要‘交学
费’”。唱片公司以失败落幕，徐小平失意地回到了加拿
大。那时候，被“出国潮”召唤的徐小平认为，去海外
镀金是“优越”的代名词。他没想到在国内，那帮兄弟
中“混得最不好的”俞敏洪，已经把教英语小作坊壮大
起来，创立了新东方，很快成为了百万富翁。

“经历了加拿大那几年的迷茫求索，我在俞敏洪的邀
请之下，义无反顾地回国加入了新东方。我知道，中国
才是能让我枝繁叶茂的土壤。”徐小平在一篇自述中写
道。加入新东方的徐小平每天围绕着出国、签证、职业
规划与学生们交流，帮助他们实现留学梦想。当年，新
东方教育集团口号是要成为学生“出国深造的桥梁，回
国发展的彩虹”。“在不断输送大批优秀留学生的过程
中，有许多从新东方走出的学生海外学成归国后不想为
人‘打工’，希望在中国创造自己的新事业。他们想让我
能给予他们帮助，最要紧的帮助就是资金的支持。哪怕
只是1万美元。5万美元就可能让他们的创业项目启动。”
徐小平忽然发现，这些务实的需求对学生们这么重要。

2006 年，从新东方全面退
出后的徐小平开始了他个人的
投资生涯。那时候来找他的项目
几乎徐小平都做了投资，结果可
想而知，并不乐观。因为要给那
些学生投钱，徐小平每次去银行
取自己的钱，还免不了偷偷看爱
人的脸色。就在这样不断地悄悄
试水中，兰亭集势等三家被投企
业成功上市，徐小平学徒性质的
个人投资尝到了回报的果实。
2011 年，真格基金创立，徐小平
的职业投资生涯从此开始。

怀揣一副“老师”心肠
聊起对学生们的帮助，徐

小平并未自我标榜。眼前这名
南征北战的投资人毫不讳言，
他眼睛眯起一条缝，传来爽朗
的笑声。“当年给钱的时候，我

还不算是职业投资人，也不能说是在纯粹做公益。我给
这些孩子钱对他们有期待，也有信任。投资都是在乎回
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真想帮助这些学生。”正因如
此，在这个大佬云集的投资江湖里，徐小平总是被称呼
为“徐老师”，而非“徐总”。俞敏洪在提到徐小平的投
资历程时曾说，徐小平的成功不是对于天使的眼光而是
对于青春的热爱。

如今随处可见的ofo共享单车是徐小平投资的公司之
一。在徐小平的投资团队商议投资ofo时，公司创始人戴
威主动送给了徐小平1%的股份。

事实上，早在戴威上大学的时候，徐小平就认识
他，那时戴威来参加徐小平组织的创业交流营。在这
里，徐小平、王强与公司CEO方爱之会与高校的年轻人
共同交流创业想法，帮助他们找到有价值的点子。

彼时戴威正在做一个骑行的公益项目，徐小平对这
个年轻人非常欣赏，顺势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戴威也
许可以从商业角度找个方向，走上创业这条路。戴威
说，这赠送的1%股份是要感谢徐小平的鼓励，帮助他下
定决心创业。

接受本报采访时，徐小平也刚刚结束一场与青年创业
者的谈话，从另一间会议室走来。这个下午，徐小平见到了
从美国硅谷和匹兹堡远道而来的创业者，见到了清华北大
和北航的大学生，还有从互联网公司过来的年轻人。

从他晶莹的目光中不难看出，徐小平十分欢迎这些
年轻人。他欣慰地说：“匹兹堡回来的团队做无人驾驶，
是我们的被投企业。今天下午我们介绍了许多优秀的自
动驾驶公司给他们。”

前不久，徐小平和他的团队还成立了“失败研修
院”，帮助“烧光 300万以上投资”的创业失败者“提升
自我认知”。徐小平说：“创业的核心问题是失败而非成
功。我们想要和创业者一起解决问题，那就要降服失败
这只巨兽。让他们不再害怕失败，更理智地回避失败。”

“天使投资人虽然希望回报，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
要为整个创业社区，为创业者真正做一些好事儿。否
则，仅仅资金回报率高，是缺少社会价值的。”

追赶时代的脚步
喜欢与年轻创业者打交道的徐小平也像是一个年轻

人，他为日新月异的变化兴奋不已，为年轻人的活力激
情所触动。徐小平说，“最近会常常感到沮丧，为赶不上
时代变化的沮丧。”

5年前，徐小平的紧迫感还没有这么严重。那时候，
创业者在中国找投资还很难，创业点子还都在既有知识
范畴之内。如今，市场上寻觅项目的资金越来越多，海
量知识时刻更新、创新成果应接不暇，中国创投领域的
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中国用5年走过了美国50年的时间，我们赶上乃至
超越世界水平的步伐迈得很快。”曾经，徐小平对海归尤
其偏爱，如今，“海归背景已经不是拿到资金的通行证，
中国年轻人的国际化已经越来越多可以在国内完成。和
这些年轻人对话，我很受鼓舞。”徐小平的脸上露出一丝
满足和得意。

捐赠“未来科技大奖”可以说是徐小平在追求事业
成功之外，对时代发展的另一种回应。

去年，几位中国企业家联手科学家在北京共同创立
了一个科学大奖，取名“未来科学大奖”。这一大奖设有

“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个
奖项，奖金各为100万美元，以激励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
成果的科学家。前不久，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分别
获得第二届“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奖”。

作为“物质科学奖”的捐赠人之一，徐小平出资 25
万美元作为部分奖金，奖励在物质科学相关的基础科学
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谈起此事，徐小平对这份社会担当引以为豪，这是
他对时代进步的小小祝愿，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份微薄

“投资”。他前倾着身子比画着，“未来科学大奖的目的就
是想做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大奖，让全世界的华人科学家
受到激励，争取让全世界科学家都对此梦寐以求。”

眼前的徐小平已经年过花甲，却看不出什么年岁的
痕迹，仍旧容易兴奋和激动，意气风发地谈着理想与未
来，用他强劲的生命力感染着周围的人。或许也因为这
样，徐小平能走进年轻创业者的内心，给予他们实现梦
想的翅膀；能追赶上时代的步伐，一次次感受到收获的
狂喜和青春的希望。

徐小平，中国侨联 2017 年推出的“新侨创新创

业杰出人才”之一，他学音乐出身，曾在美国、加拿大

留学、定居，获得了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

学位。他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曾在北大任教，1996年在

俞敏洪的邀请下参与创办新东方教育集团，是新东方

“三驾马车”之一。他还是一名投资人，2011年，他与

新东方另一名联合创始人王强携手红杉资本中国联合创

立了真格天使投资基金。除此之外，他还承担着越来越

多的社会角色，例如中国青年天使会荣誉主席。

二十余年来，徐小平不止一次走上创业这条崎岖之

路。如今，作为国内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的他，与

海内外的青年创业者打交道已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

图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 （资料图片）

“中国文化日”在科特迪瓦举行

由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非洲儿童基金会
和科特迪瓦圣玛丽女子中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文
化日”活动近日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

科特迪瓦第一夫人、非洲儿童基金会创始人
兼主席多米尼克·瓦塔拉、科国民教育部代表和数
名部长夫人等应邀出席此次活动。

“中国文化日”活动包括中国文化展示、文艺
表演、捐赠仪式等内容。来自圣玛丽女子中学和
科特迪瓦博瓦尼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代表为来宾
演唱了中法文歌曲，表演了中国武术和舞蹈。台
上台下之间的热烈互动令现场充满欢乐气氛。

（来源：新华网）

众多华企亮相东京电玩展

近日，国际盛会东京电玩展在千叶县幕张展
览馆落下帷幕。始于 1996年的东京电玩展，今年
有 36 个国家、地区的共 609 家企业和团体出展，
开展 4日期间，来自各国的观游客达到 25.4万人，
比2016年增加了1.5万人，为历史最高纪录。

东京电玩展的一大亮点，是有不少来自中国
的企业以及在日华人创立的企业参展。它们在商
业日吸引了众多公司业务咨询，在开展日吸引了
许多观展游客试用、试玩。

（来源：中国侨网）

西班牙侨团与大学合作

近日，西班牙特内里费华人华侨协会会长与
西班牙拉古那大学新任校长就双方未来交流合作
项目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

自 2016年中期开始，西班牙特内里费华人华
侨协会与拉古那大学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此
次协议的签署将延续双方的友好关系，推动双方
的交流与合作。

该协议明确双方在研究领域的合作关系，为
未来双方组织召开各学科领域的探讨交流会提供
机会；协议内容还包括为大学生实习项目提供企
业实习机会，为大学生任何与进修学习、研发、
艺术创作方面相关的活动提供资助等。

（来源：中国侨网）

在日华侨华人庆新中国成立68周年

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各界友好人士近日在东
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68周年，以及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这场由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办的晚会在
名为《新·中国梦》的群舞中拉开帷幕。当台上演
员满怀深情地唱起 《义勇军进行曲》 的时候，全
场起立，凝视着中国国旗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致辞中说，中国既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遇到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
的挑战，面对激变的世界格局，我们以从容、自
信的步伐融入世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
外交之路。

（来源：新华网）

华 人 社 区

2017 侨界创新发展论坛近
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聚焦新
侨创新创业主题。中国侨联副主
席、上海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沈敏表示，要把海内外的新侨人
才充分聚集起来，把新侨的需求
与政府的要求充分对接起来，为
中国、上海的创新发展添加足够
强劲的侨界动力。

沈敏表示，要发挥好上海
新侨工作平台的应有作用，积
极参与侨界创新发展联盟中各
成员单位的合作交流，互相学
习，互相支持，多形式、多渠
道地大力开展协作活动，为侨
界朋友创新创业提供更为优质
的服务和更为便捷的渠道，共
同为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
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发挥侨界
和侨联组织更大的作用。

据悉，三年来，侨界创新
发 展 联 盟 的 队 伍 逐 步 壮 大 ，
2015 年 创 始 成 员 单 位 只 有 5

家，2016年增加到 17家。今年，新增成员单
位 14家，成员总数已达 31家，涉及 15个省、
直辖市。联盟成员单位有一半以上来自全国
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

此次侨界创新发展联盟活动着力为侨
企、侨商提供创新项目展示与对接的平台，
深受侨企、侨商的欢迎。据悉，参与推介的
侨企有 20多家，既有科技创新含量高的高精
尖企业，也有现代服务业、生态农业、生物
医药等企业。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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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7侨界创新发展论坛。 （资料图片）

近日，2017“文化中国·全球华人音乐会”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举行，为近 2000名观众献上一场融汇中西、精

彩绝伦的艺术盛宴。本次演出阵容近两百人，多为国际

知名华裔音乐艺术家以及交响乐权威人士。该音乐会由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举办，迄今已成

功举办了四届。

图为2017“文化中国·全球华人音乐会”。

中新社记者 张宇摄

全球华人音乐会
举行

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有两个“中
国城”。回望昨天，它们先后建立的步伐与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历程惊人地吻合，
同时又见证着中美人文交流的双赢之路。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
政策，大批年轻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其中许
多人来到美国留学，休斯敦的中国城逐渐建
立起来；进入 80 年代，来自中国内地的新
一代华人在美国开启生活新篇章，休斯敦新
的中国城另址新建拉开序幕，并蓬勃发展至
今。

新的中国城占地面积 16 平方公里，位
于休斯敦西南。1983年，第一批商业正式入
驻新城。

休斯敦西南管理区区长、休斯敦市长国
际事务顾问李雄在新的中国城经营着自己的
地产公司，他父亲开办的超市曾是第一批入
驻新的中国城的商家之一。李雄说，以前的
老移民需要靠体力耗时间，其他能力有限，
所以进步比较缓慢；现在来的新移民很多是
留学生，或者高学历人士，各方面都比较有
优势，所以中国城也有了新面貌。

今天，在当地华人多年经营培育下，休
斯敦新的中国城几大广场内大小店铺林立，
并有大型超市和全国连锁银行入驻，已经成
为当地亚洲人经商和购物的中心。因为银行
相对集中，新的中国城又有“休斯敦华尔
街”之称，其繁华和重要可见一斑。

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政治学教授乔
恩·泰勒长期研究中国问题而逐渐喜欢上中
国文化，并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高乔恩。
他说，每个月都要带家人到新的中国城一至
两次，享用可口的中餐。

高乔恩表示，休斯敦新的中国城的繁荣
与新一代华人的崛起密切相关。新的中国城
所体现的包容性令人印象深刻，这大概是因
为“休斯敦中国移民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政
策后来美留学的年轻人，他们从美国各地来
到休斯敦，因为这里是美国最有经济活力的
城市之一”。

年逾 80 岁的美国休斯敦大学物理系教
授、休斯敦大学得克萨斯超导电性研究中心

教授蒙如玲就属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
最早一批来到美国的学者，她当时协助休斯
敦大学超导领域著名专家朱经武从事高温超
导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作为中美
人文交流的受益者，蒙如玲说，“初到休斯
敦时，我受到很多华侨的欢迎。他们把我当
做是从中国来的亲人代表，我永远忘不了老
华侨对我的帮助”。

如今，随着华人力量崛起，休斯敦的中
国城已经难以满足新生代华人更大的梦想与
追求，在休斯敦西部再造一个中国城的计划
正在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一些华人跻身美
国主流社会。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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