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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海归——尤其是 80 后、90 后——创业时候都带有一丝浪漫的情怀。创业的冲动，并不
仅仅源于追求富有，更缘自一份公益的愿望。对他们来说，创业不仅是事业，更是一种实现个人
价值和回报社会的方式。
于是，现在的海归创业形式中，一种新的现象就凸显出来：创业的过程与形式，都自始至终
融进了“公益”的元素。

公益创业也是时尚
齐 心

海归创业与公益肩并肩
赵佳雯

创业时，
海归加入了公益元素
创业，天经地义应该以盈利为主向。这种模式只是在获得商业成功后才
注目于公益事业，但是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归的创业活动也在随之发生
变化。许多海归在创业中融进了公益元素。以公益事业为创业内容，将社会
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成为了当下海归乐此不疲的一件事。
从美国回来的邱威妮就是一例。邱威妮 18 岁时出国，本科在康涅狄格大
学学习环境工程与自然科学，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环境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毕业后留美工作的邱威妮本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可她的父亲却突
然被查出得了肺癌。为父求医期间，她开始了解肿瘤和癌症，亲眼见证了患
者们面对疾病时的痛苦与无助，同时发现国内能够分享给癌症患者的专业医
疗数据还不够充足。2015 年，邱威妮的父亲因癌症去世，之后她决定回国创
办肿瘤大数据公司 Haalthy，为提高肺癌治愈率而努力，希望能给在病痛中挣
扎的患者带来 happy （快乐） 和 healthy （健康）。
心系公益的海归冯丰则投身体育教育领域，从事创业活动。谈起其创业
缘由，冯丰表示，除了对体育的热爱，还有他想帮助广大青少年提高身体素
质的心愿。他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但体育并没有被
放在与其他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健康的体魄，其他方面的发展便失
去了支撑。”由此，冯丰打造了一款体育产品：“生涯模式”，它以线下为主，
线上为辅，将赛、训、场地、内容 4 个板块有机结合，旨在鼓励青少年投身户
外运动。

在医疗、体育领域
公益创业现象更为多见
“公益创业”的一种形式，就是在商业行为中，融入相当比例的公益形式
和内容。这并不容易，但也有诀窍，那就是把公益需求转化为市场的刚需，
让消费者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从而被“俘获”。邱威妮和冯丰的成功正得益于
抓住了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心理。
邱威妮和她的团队打造了一款名为“肺腾助手”的产品，这款产品为用
户提供医疗科普知识和专业医疗资讯，帮助他们在每个阶段的治疗决策中都

图为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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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医疗科
普帮助到更多
癌症患者，那
她的心愿也就
达成了。

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在这个社群里，有热心患者分享治疗经验，还有专业医
生可供咨询，并且这些帮助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对于“肺腾助手”，邱威妮
希望它日后不仅仅专注于癌症治疗，还能成为所有人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平
台。她也希望这些数据，能够给正在透支身体的人们敲响警钟。目前，她正
忙着聚集更多医学界的最强大脑来解决癌症难题，并准备将 Haalthy 打造成最
前沿的治疗决策树，让普通人能够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了解到专业医疗知
识，甚至参与到癌症相关的深度论坛之中。
冯丰将体育教育融入创业产品中。他的产品“生涯模式”可以被用于举
办趣味篮球赛：通过调整篮球比赛规则，设置车轮赛、技能池等新内容来平
衡选手实力，让孩子们有机会在球场上战胜准专业球员，建立自信心。同
时，它还能在线上进行专业运动知识科普，帮助青少年正确有效地锻炼身
体。此外，冯丰还将在文化产业园建几个篮球场，孩子仅需线上报名，即可
到球场训练，达到一定强度还能获得奖励。此刻的冯丰，正努力实现着北京
国安足球队前队长徐云龙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以球育人，希望每一个青少年
可以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成长。”

创业与公益同行
未来可期
医疗行业和体育教育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以
它们为切入口，在做公益的同时创造经济产品，实现经济价值可谓是一箭双

纺织业是传统产业，也是柯桥的支柱产业，但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以“一块
布”起家，又以“一块布”傲立产业巅峰的浙江柯桥，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持续努力，
朝着“绿色高端”大步前进。
绍兴印染业产能占到全国近四成，柯桥是绍兴印染产业的聚集地。
“中国轻纺城
市场+印染产业”的优势让柯桥纺织印染业名扬天下。2016 年，绍兴启动了大规模
印染企业整治行动，柯桥将 200 多家印染企业关停 64 家，其余企业将全部整合搬迁
到位于滨海工业区的印染产业集聚区——“蓝印小镇”。
蓝印时尚小镇是绍兴传统印染产业向“绿色高端、世界领先”转型升级的一个特
别的“存在”，将被柯桥建设成为工业旅游的样板，打造成“中国色彩之镇”。2017 年
8 月，蓝印时尚小镇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名单，为绍兴市唯一一

时尚柯桥：
“一块布”破茧成蝶
当前，中国纺织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而纺
织业是时尚产业链的基础。2008 年，柯桥区全面启动
纺织工业创意设计基地建设，规划设计了以创意大厦为
依托，包括中国轻纺城创意园、科技园在内的纺织工业
创意设计基地，积极发展时尚产业，促进时尚人才、时尚
要素在柯桥集聚，创意交易、创意价值在柯桥实现。目
前，柯桥区纺织工业创意设计基地入驻企业 386 家，其
中工业设计企业 143 家，相关从业人员 3000 多人，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
于各种利好政策，国内创业
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海归潮
业已形成。在海归创业方兴
未艾的大趋势下，海归仍要
心怀责任、不忘初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自古以来，责任心是
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海归
创业时，要在兼顾企业经济
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生
态效益，最大化社会责任感
并付诸实践，才能赢得“金
杯”和“口碑”。
一个改变是，过去很长
时间，许多海归都是在功成
名就后，才腾出空来想想公
益的事情；而现在，公益的
元素，已经开始融入了创业

之初并成为贯穿始终的形态。
如果，这种现象越来越
多，那会成为一种导向性
的、时尚的社会现象吗？
我们寄望于海归特有的
判断力：受海内外文化环境
的熏陶，判断力更为敏锐。
于是，我们期待海归在创业
时寻找新思路、新视角。不
断创新，不忘初心。毕竟，
社会责任才是企业乃至个人
长远发展的终极动力。

雕的两全选择。当然，公益创业可不止于这两个行业，在未来，随着海归创
业环境的不断向好，创业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公益创业将不再只是少数人
在某几个领域做慈善，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归投身公益创业的活动之中，理
想与面包的兼顾、责任与效益的平衡指日可期。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海归
在创业过程中注入责任感，来共同鼓动起公益创业的大潮。
正如邱威妮所感叹的，她最敬佩的创业者，是那些真正发现了国内盲
区，并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来改变现状的人。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纸上谈兵，需
要有更多的人亲身实践。既公益、又创业，既实现了个人价值，又回报了社
会，两全其美，不亦乐乎！

热爱体育的冯丰 （左一） 深知体育不仅能够使青少年
身体强健，还能帮助他们健全人格。冯丰认为，体育教育
一定要完善，绝不能忽视。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或来自于网络）

家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入选小镇。
如今的柯桥，正在全力推进以时尚创意、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为核心的轻纺城转
型升级。2016 年中国轻纺城“线上线下”成交额突破 1700 亿元。柯桥纺织产业、中
国轻纺城市场、柯桥城市建设在互动融合中壮大发展，在与国际国内的交流中不断
提升影响力。

师 1200 多名。2016 年，基地实现营业收入 10.35 亿元，
带动相关企业形成 182.68 亿元销售。2017 年，基地被
国家工信部授予全国首批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
区（平台）。
基地已培育了彩色橼设计、原色数码设计、皓质华
琚、时集等一批优秀设计研发企业，孵化了吉麻良丝、百
思服装、瓦栏网等一批优秀品牌和平台。园区平均每年
能设计花型 4 万多幅，注册版权等外观专利 3000 多件，
设计服装家纺 2000 多款，服务工业商贸企业达 9000 批
次，服务面涵盖区内三分之二企业，带动相关制造、贸易
企业获得良好业绩。
2016 年 10 月 15 日，
“ 中国·柯桥时尚指数”在 2016
年柯桥时尚周上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柯桥时尚纺织业进
入新的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纺织时尚指数，该指数为纺
织产业在时尚领域设立了风向标和晴雨表。
2017 柯桥秋季纺博会期间，
“2017 柯桥时尚周”同
时举行。借助中纺联在全国纺织行业的影响力，柯桥时
尚周从地方性活动提档升级为全国性时尚盛事，助力柯
桥真正成为创意设计引领的时尚产业创造中心、全球纺
织产业的时尚策源地。

印象柯桥：
“一块布”走向世界
纺织面料流行趋势发布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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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 1999 年的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简
称“柯桥纺博会”
），已成为柯桥进行国际交流的一张金

名片。柯桥纺博会于 2006 年被商务部列入重点支持展
会，经过 19 年的发展，已成为与上海面料展、广交会面
料展并称的国内三大知名面料展会之一。
2017 柯桥秋季纺博会将于 10 月 14 日至 17 日盛大
举行。本届展会设展位 1610 个，参展企业达 596 家，展
览面积达 3.8 万平方米，为历届秋季纺博会之最。本届
纺博会共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0 多名中外客商通
过预登记确认到会参观采购，预计现场客商总数将超过
3 万人。
柯桥还有一个“会移动的精品纺博会”，即中国轻纺
城“布满全球”对接会，为纺城供应商和世界采购商架起
产业链的快捷桥梁。8 年来，对接会陆续与亚洲时尚联
合会、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等高端专业机构展开合作，
更在迪拜、米兰、大阪等地设立境外办事处，加快了轻纺
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悄然改变着传统商业模式。
2011 年中国轻纺城就投资创办了“网上轻纺城”。2017
年上半年“网上轻纺城”新增入驻企业 1918 家，总数达
到 8600 多 家 ，实 现 在 线 交 易 额 90.8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25%。随着移动端应用的普及，网上轻纺城手机版、
APP 以及微信服务号均已上线，市场导购触摸机也将投
入使用。2007 年，全国首个纺织指数——中国·柯桥纺
织指数发布。同时，柯桥企业也在创新实践“互联网+
纺织”商业模式，做全球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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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全球”深圳行
布满全球”
”深圳行

2016 柯桥秋季纺博会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