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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孩子”背后有泪与汗

在大家看来，张雨馨就是爸妈眼里“别人家的孩子”——高中
拿下普通高中和艺术系双文凭，顺利进入艺术类世界排名第一的美
国帕森斯设计学院；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毕业后在纽约创立了个
人品牌，又回国创业做服装设计；每一步都可称人生赢家。然而做

“别人家孩子”并没有那么容易。这其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留下的
泪水和汗水，只有张雨馨自己知道。

刚进入高中，张雨馨就开始给自己做人生规划：哪年要考什么
样大学、哪年要去巴黎办展、哪年要创立品牌……直到现在，张雨
馨还在不断地给自己设立新目标。她说：“跟别人说我是服装设计
师，是一件特别有分量、特别值得我自豪的事情。”她始终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并一直在朝着目标努力。高中时，她就去了
多伦多的服装公司实习、去时装周做志愿者。一直到大学，她都在
从事设计师的兼职工作。坚定的、不曾动摇的信念是她成为“别人
家孩子”的基石。

张雨馨说：“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淘汰率特别高。你不是最有才
的，只有靠努力去补。设计师这个职业真的需要有天赋，但也必须
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做出成绩。不努力学习就会被学校淘汰，不努
力工作就会被社会淘汰。”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不至于被淘汰
的紧迫感，让张雨馨变得特别能吃苦，催促着她浑身一股冲劲儿地
向目标前进。

“慢慢来，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年纪，也是最好的时代。张雨馨每年都要做一件让
自己觉得过得去的事情。回想起2016年刚回国创业时，自己一个人
到郊区找加工厂、谈生意，在车水马龙间穿梭，张雨馨言语间透露
着历经艰苦过后的欣慰。她说：“最初回国来是为了找加工厂，但慢
慢了解到本地情况后，决定留下来看看中国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张雨馨决定在回国创业前，对中国市场进行较为详细的调查和
分析。她说：“虽然我在纽约是在做走批量的成衣产业，但是中国的
成衣市场已经很饱和了，而且出现了很多年轻的独立设计师，竞争
比较大。于是我决定另辟蹊径做定制服装，做精细的东西。用最好
的材料，给客户最好的服务。让顾客能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甚
至是了解这件衣服的设计灵感和理念。”

在和国内的设计师与设计助理接触的过程中，张雨馨发现国内
外学习的内容和思维模式有很大差别。后来又接触到一些想出国留
学的人群，于是张雨馨决定和她的设计师朋友一起做培训，而这也
是张雨馨现在着力在做的事情之一。“慢慢来，这是最好的时代！”
张雨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年轻设计师保持设计的初心，对设计
满怀热忱，在最好的时代绽放最绚烂的芳华。

“因为骨子里是中国人”

在人群中一眼就可以认出张雨馨，她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总
能给人一种“披罗衣之璀粲，珥瑶碧之华琚”之感。她设计的衣服
有中国风，但她却没有特别刻意地使用某个中国元素。张雨馨说：

“虽然很小就在国外学习，但不管在国外待了多少年，始终受着中国
文化的熏陶。”张雨馨的作品并没有把龙凤等中国元素表现得特别明
显，因为她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含蓄的，要以含蓄的方式表现出
来才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设计师，能用自己的作品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或许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其实我想做的事儿特别多。”张雨馨说道。除了自己回国创
业，张雨馨还希望中国的设计能走出去。她认为中国有很多很好的
设计师，只不过设计师多、平台少，资源少、竞争大。她想要帮助
更多的中国设计师走出国门，联系国外的协会或者买手，让世界看
到中国设计，让中国人多一些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张雨馨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这样评价：“我只是说，我恰好把
我喜欢的一项东西当作我的事业。我也不能说我要为它拼命，我觉
得我是做不到的。我就是干这一行，让自己开开心心。”做好每一件
衣服，关注每一个细节。张雨馨怀着一颗真诚、热情的心，让自己
和周围的人都身心舒适，这要比说自己对这个行业多么热爱更让人
信赖和钦佩。

什么是“光环”？就是人
们见到海归时张口就夸赞的

“全球化视野”和“多元化视
角”。

当下的海归创业和地方引
才，可谓是热闹非凡，“你方
唱罢，我方登场”。越来越多
的高层次海归，缘于国内市场
的多元以及良好的政策条件等
因素，选择回国。

似乎一夜之间，创业成为
一种时髦。只要手里有技术、
有专利、有项目，谁都可以创
业。但海归创业，不能盲目，
而要理性分析好自己的着力点
和支撑点。所谓着力点，就是
立足于地方和市场的需求，选

择朝阳产业和新兴行业；所谓
支撑点，就是自己的硬件优势
和软件条件，即自己有多少创
业的“本钱”、自身是否具有
创业者的品质等，这都需要综
合且理性的考量。

越是竞争激烈的时候，越
要明白自己的制胜“法宝”。
匆匆上马，跟风而上，势必会
造成一大批“烂尾项目”。这
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就海
归自己而言，也会造成很大的
损失。

系列之二人才大战与海归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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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光环
心态归零

当下很多海归都具有名校学
历。对于海归来说，名校学历是
一块敲门砖，如果再有“技术
背景”，则会成为各地争抢的“香
饽饽”。但也有一些海归虽带有名
校光环，却眼高手低，最终只能
显得高不成低不就。

海归选择留学回国创业，也
就意味着选择一切从零开始。

即使海归具备多元化视角和
全球化视野，这些能够帮助海归
更好创业和就业。但在另一面，
海归对国内情况不熟悉。

刘泽洋毕业于马里兰大学经
济学专业。他和女友马雪轮一起
创业。马雪轮也是学经济学的，
还拥有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和麻省
理工学院两所高校的双学位。他
们先后做过风险投资、创投媒体
等行业，最后将目光聚焦在健康
食品领域。刘泽洋坦言：“近年
来，中国的健康食品市场发展很
快，但是大众的健康理念水平还
比不上国外发达地区。”因此刘泽
洋他们不得不放下自己名校生的
架子，走出高档写字楼，像超市
里的推销员一样，在健身房直播
做展台试吃，还要不厌其烦地向
客户展示自己产品的优势。通过
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公司
开始步入正轨。同时，也慢慢打
开了市场。

海归回国创业其实是从零开
始，保持归零心态很重要。

辛国福和王智毕业于乌克兰
国立第聂伯医科大学，他们两个
也是一对创业情侣。硕士毕业之
后，他们选择回到沈阳，开了一
家名为卓异口腔的牙医诊所。回
国创业，一切从零开始。面对市
场的“冷遇”，他们没有灰心丧
气，而是保持归零心态，积极解
决问题。他们将小朋友作为主要
客户，主打儿童牙科治疗，从最
简单的洗牙做起。此外，他们将
有限的收入用来学习国内外先进
的牙科治疗技术，并购置一流的
设备。通过他们的努力，诊所生
意渐渐好了起来。

坚持精益求精
保证高质量产品

保持归零心态，这只能帮助
海归迈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要
想让产品打入市场，还需高质量
的支撑。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营养
学、医疗信息双硕士学位获得者
陈晓芮对此深有体会。作为美国
X生酮实验室的创始人，陈晓芮目
前正在北京创业。她认为吃苦耐劳
和精益求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充
足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没有精益求
精的精神，就不会有高质量产品和
精准服务的产出。陈晓芮认为同创
业前辈相比较，“80 后”和“90 后”
创业者的优点是创新意识强，但与
此同时，缺少创业前辈那种坚韧不
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陈晓芮眼里，一周 7 天、一
天 12 小时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必
修课。刘泽洋的工作强度与陈晓

芮相比，也相差不远。刘泽洋现
在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最
多休息1天。

高强度的精力投入使得陈晓
芮养成了精益求精的习惯。为了
推动低碳水饮食在国内的传播，
她至少看了10篇国外顶级专家的
文献和相关研究，然后整理成一
篇文章。对于同行业的竞争，大
到质量和价格、小到每一个参
数，她都层层把关、亲历亲为。
她说：“成功倒是其次的。我最享
受的还是这种认真做事的状态。”

关注国家需求
为社会服务

刘广成是中以大连生物医疗
基金、哈尔滨智能制造基金的合
伙人。他这个海归不一般。刘广
成还是“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
系列活动的创业导师。他认为，
拥有高新技术和专利技术的海归
尤其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显然更加“吃香”。当下国家在
医疗卫生、创新药和人工智能方
面的产业缺口比较大，很需要这
方面的人才。

刘成广说：“海归创业时，如
果其具有大学或实验室的科研背
景，又进入过企业，也就是完成
了从科学家到企业家、职业经理
人身份转变的海归是最好的。”除
了保持归零心态和精益求精的品
质以外，组建团队的能力、股权
分割的能力以及能够适应本土化
环境的能力也很关键。

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已经突
破60万。在这些留学精英中，有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国创业或回
国发展。良好的学历条件、教育
背景和专业技能是海归创业的

“硬件”。但想要创业成功，“软
件”也不可缺少。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关注国家需求”“更好地
为社会服务”这些受到青睐的品
质将在海归创业的路上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保持归零心态、坚持精益求精、关注国家需求……

有哪些好品质 受到青睐？
邓啸林

海归身影在增加

刘泓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目前是北京毅恒挚友
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的秘书长。从海外留学回
来后，他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大学生志愿服务中心，
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化发展。刘泓说：“我
在国内做了多年公益工作。从我的经历来看，目前
活跃的、全职的海归公益人并不多。但是我感觉到
有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国外留学回国之后，进入
公益领域的海归人数在增多——尤其是在北京。”

柚子是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的负责人。
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近年来，随着海归潮的到
来，公益领域的海归数量在不断增多。

“海归从事公益的类型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海归
在回国后以个人或以合伙人的身份来创办公益机
构，进行公益创业；而另一种则是加入国际性非政
府组织或是国内有较多海归的公益机构。第二种选
择对于海归来说更容易找到共鸣。”柚子分析道。

除了做全职公益，很多海归也在自己的学习、
工作之余，力所能及地参与公益活动。刘佳曾到英
国留学交换。回国后她一直关注公益，也频频参加
各类公益志愿活动。线上和实地支教、国际残疾人
田径赛做翻译志愿者、在鲁迅博物馆做义务讲解

员、国际义工……每一次参与，都让刘佳更加热爱
生活。“做志愿者，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这
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在为自己创造快乐的同时也带
给别人快乐。”刘佳说。

海归为何有优势？

当被问及“海归做公益有何优势？”时，几位受
访人都提到了“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资源”。

“在国外留学时，遇到的公益活动多，海归可以参与
的机会也就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有时候学到的东
西会更多元丰富。”柚子说：“同时，海归因为具有
海外的留学背景，再加上语言因素，使得他们在与
国际资源对接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兰茜目前也是
一位全职公益人。她曾在英国留学，还到很多国家
和地区去观察、体验过。兰茜认为海外留学经历和
观察体验的经历都对她的世界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和塑造作用。这使她学会了用国际化视野去看待问
题，而非仅限于在体制内去看事物。

但是，这只是潜在的“优势”，既不能意味着海
归天然具备“视野”，也不能说在本地化拓展中，海
归一定会成功。于是，海归在从事公益活动的过程
中，所具备的专业性和创新性也被大家所看重。

“公益是要细分到许多具体领域的。如果海归在
某一细分领域专业性较强，也拥有相关的国际经验
和背景，那海归对于这一领域的发展是有一定推动
作用的。”刘泓说，“例如，在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公
益领域，如果海归在国外的学校能够有一些教学的
经验或者说是教育学背景，那么他是能够给我们提
供很多专业性建议，还可以提供思考的不同视角。”

对此，柚子也表示，有良好职业素养的海归不
仅在专业性上有优势、受欢迎，同时也在创新性和
逻辑性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这在他们项目的设计
和工作效率中都能有所体现。

奉献精神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无论是否曾
经留学。但总体来讲，留学经历对于国内公益人的
正面影响还是很大，尤其是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专
业技能的时候。兰茜回国后一直在公益领域工作。
谈起自己的留学经历对她目前从事的公益工作所产
生的影响时，兰茜说：“在国外读硕士期间，我的学
术性思维和科学性思维得到了很好地训练。在回国
从事公益工作时，这两种思维帮助我在工作中更深

入地思考和看待事物。”在英国学习社会学的经历培
养了兰茜对社会的观察视角，同时也帮助她提高了
很多对国内外公益组织的认识。而这也使得她在工
作中能够更全面、深刻、独特地思考问题。

更多海归助力公益

“总体来说是好事。”当谈到越来越多海归投身
公益时，刘泓和柚子都这样表示。柚子还补充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益事业确实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但是公益人才短缺仍然还是一个大的问
题。更多海归加入参与进来，也会让中国国内公益
的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化，这对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
是有帮助的。”

刘泓也看好海归的未来作用。他说：“海归人才
参与到公益领域，对于公益人才库的储备是一个实
实在在的提升。同时，更多有专业技能人才的加
入，对于国内公益机构的国际化接轨有着重要的意
义。”

将生命中的一段时光，贡献给他人，回报给社会，这

样的经历永远值得自豪和获得尊敬。

加入公益机构 推进公益事业

做公益的海归 越来越多
邓刘星

刘泓认为海归在思维方式、心态以及
专业性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优秀海归
参与公益，有助于推动国内公益事业的发
展。图为刘泓正在进行教师培训。

兰茜在本科期间就产生了想要参与更多公益
活动的想法。为此，她在硕士期间选择到英国学
习社会学，并在回国后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她
说：“我们都是有自己理想的，然后学了相关的专
业，回到国内继续贡献。”图为兰茜在益微青年公
益发展中心五一集训营上讲课。

刘佳 （右一） 认为在不同国家生活或者
学习过的人会拥有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不
同方面的资源。而这些在公益事业中，往往
是很大的亮点。图为刘佳在巴厘岛支教期间
与当地学生的合影。

丁芳昫

刘 泽 洋
（左） 和马雪轮
（右） 在讨论用
户的意见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