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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创业前期评估

对于创业者来说，一个“好点子”很重要，发现市场需
求并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很可能就寻到了创业契机。但
是，仅凭“好点子”和热情还不够，一些海归在创业前不重
视“好点子”的可行性评估，“一拍脑袋就去做”。

王书勃在韩国汉阳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创业。当时他
注意到，一方面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课余时间有找兼职、找
工作的需求；另一方面一些韩国企业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希
望多招聘一些中国员工。王书勃由此萌生了一个想法：通过
做一款手机软件或者网页，将这两种需求结合到一起，帮助
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对接。“当时组成了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初
创团队，其中博士就有7位。大家付出了很多精力，但是最
后创业还是失败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书勃语气中仍
透着无奈。

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王书勃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
个重要问题——盈利模式。他说：“无论与用人单位对接
成功与否，我们当时并没有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但公
司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发现，用人单位按照对接成功

的岗位数量支付给我们的费用十分有限，盈利的可能性
很小。”

公司无法实现盈利，王书勃的首次创业实践无奈“落
幕”。他虽然把握住了用户需求，组建了功能较为完善的团
队，但缺少对盈利模式的考量和评估，以至于无法把握长期
发展的可能。

经历了第一次创业的阳光和风雨，王书勃总结说：“先
想清楚一段一段的路要怎么走，比直接‘埋头努力’更重
要。”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的王
书勃决定回国在服装设计领域“二次创业”。这次，他吸取
了以往经验，先深入研究国内市场，对自己想法的可行性、
后期执行方案、盈利模式等问题都做了充分思考和评估。从
最开始做服装代购到与韩国设计师品牌达成合作，王书勃逐
渐成长起来。去年，他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明确产品服务定位

找准创业方向和产品定位，关系到创业者能否顺利达成
自己预期设定的目标。有的留学生回国之初并不十分了解国
内市场环境和相关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创业方向的把

握更需谨慎。
2004 年，刘伟奇毕业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通过在国内医疗、投
资和管理等领域十余年的工作积
累，他关注到慢性病患者、尤其是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
特殊需求，2014 年，刘伟奇创立
了同心医联科技有限公司。

“我在美国学的是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并不具备医疗科技领域
的专业背景，因此对我来说，创业
中如何找准切入点是个不小的困
难。”刘伟奇说。在领导团队明确
了创业大方向之后，对于如何定位
最可行的产品方向，他与团队也做
出了很多尝试。“我们在创业早期
做了不同的产品，通过它们来判断
哪类产品更符合患者需求，以便更
快速地找到契合我们的切入点。”
刘伟奇说。

与此同时，海归创业前，也要
熟悉国内创业环境，了解中外的不

同。刘伟奇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医疗行业发展迅速，海归在
创业前必须充分了解国内的相关政策、医院的运行体系、患
者看病流程以及中国医疗领域的科研、教育情况，等等。

“如果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内容，在创业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
误判、选错方向的情况；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与实际情况相
矛盾，产品和服务就很难满足用户的需求。”他说。

找准方向不惧“试错”

几位接受采访的海归创业者都提到，留学生回国创业时
选择的领域“接地气”很重要，国内商业发展有自己的轨迹
和特点，将国外的理念与模式直接照搬过来，很容易“水土
不服”。

创业之初，刘伟奇与团队尝试做出了一款手机软件，可以
辅助医生管理慢性病患者档案。他说：“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好
的，医生也认为可以从日常生活出发预防慢性病，我还参考了
一些医学专家的意见。但是，在实际运营时却发现很难推广。”
刘伟奇坦言，慢性病出现的部分原因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当项目真正实施后，才发现要针对的是纠正患者的生活习惯，
而这并不容易。“这个设想从医学角度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
在落地、执行、推广的时候都遇到了困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要让患者接受医生建议、改变生活习惯很困难，绝非一朝一夕
之功。”他说。

在“试错”与探索中，刘伟奇找准了定位：将影像与AI技术
平台、线上互联网医院和线下
实体医学影像中心相结合，为
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解决方
案，帮助医生进一步提高诊断
准确率。如今，他的团队开发出
了以动脉瘤辅助诊断为代表的
38 个智能诊断产品，并且已经
落地应用。

“有了之前创业失败的经
验教训，我再次创业时设置了
更小但更易实现的目标。”王书
勃说。回国后，王书勃不再像首
次创业那样“想当然”。现在，他
与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妻子一
起脚踏实地经营着自己的服装
公司，并已获得 40 多个设计师
品牌的授权合作。“找到可行方
向之后，就要坚持下去。”他说。

拥有一家
属于自己的餐厅

卢政岐和郝海婷结识于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他们在回国前就产生了共同创业的想
法。“我妻子是兰州人，我们最初打算在英国
开一家街巷小食店，经营妻子家乡的美食。
后来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放弃了在英
国开店的想法。”

2016年，卢政岐和妻子学成回国，想要
开一家美食店的想法并未改变。面对国内竞
争激烈的餐饮市场，卢政岐首先选择到北京
一家西餐厅打工学习。他说，既然下定决心
创业，就做好了要吃苦的心理准备。

在外留学的经历，给了卢政岐和妻子很
多帮助。他说：“国外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
培养了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创业初期，他
和妻子通过网课自学了餐饮行业不同环节的
理论知识，遇到不懂的问题两人会一起讨
论，整个学习过程愉快又顺利。

谈到店名“暄观”的由来，卢政岐解释
说：“名字是爱人起的，‘暄观’在兰州话里是
聊天的意思，‘暄’在汉语字典里还有‘温暖’的
意思。”“我们希望自己的店面环境舒适、气氛
融洽。让来吃饭的客人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郝海婷补充说。

创业路共风雨
生活中经营甜蜜

2017 年 6 月，卢政岐与妻子新婚不久，
就开始在店里忙活开张事宜。对于没能抽出
时间去度蜜月这件事，郝海婷并不觉得遗
憾，她说：“与丈夫一起工作的每一天都像是
在度蜜月”，语气中满是甜蜜。谈起创业过程
中印象最深的事，卢政岐回忆说：“有一次我
们营业到很晚，等送走最后一波客人之后，
我一回头看到妻子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当时我心里十分感动，也很舍不得让她这么
辛苦。”

他说，创业路上有一位愿意与自己同甘
共苦、为了理想而共同奋斗的爱人，是让人
感到最温暖的事情。

尽管店面不大，但每天店里都会坐满前
来就餐的客人。郝海婷说，虽然工作很辛
苦，但丈夫会记得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并且
努力去实现她的每一个小愿望。“有一次我说
想去草原看看，结果在去年我们结
婚纪念日那天，他就真的决定自驾
5000多公里带我去了呼伦贝尔。”卢
政岐告诉笔者，他每年都会抽出时
间和妻子去国外旅行。“也算是利用
这段时间增进感情。虽然我们每天
在店里一起工作，但爱情还是需要
偶尔制造些浪漫来保持新鲜感。”俩
人说，夫妻创业不仅需要同甘共苦
的精神，稳定的爱情也是支撑他们
一路走来的强大力量。

相互信任
产生1+1>2的力量

创业前，卢政岐与妻子已经相
恋3年，俩人性格契合，彼此间的默

契也成为共同创业的加分项。但是，感情再
亲密的夫妻也有产生分歧的时候。

“创业过程中难免有分歧，遇到分歧时
我们会坐在一起商讨，找出合适的解决方
案，如果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就选择
折衷方案。”郝海婷认为，夫妻创业，最重
要的是遇到分歧时及时沟通，将问题症结弄
明白。她同时建议，两人意见相左时，可以
根据问题属性和彼此擅长的领域，来决定听
取谁的意见。“我丈夫擅长人事管理和门店
经营，而我比较擅长资金管理，所以如果遇
到的问题在他所擅长的领域范围，我就会听
他的意见；如果不是，那就得听我的。”郝
海婷笑着说。

卢政岐说：“夫妻二人一起创业究竟是优
势还是劣势，需要具体分析。与志同道合、
互相信任的另一半共同创业，就很可能产生
1+1>2的力量。”卢政岐和郝海婷还表示，他
们计划今年年底再开一家分店。等到时机成
熟的时候，他们想把门店开到英国去，让更
多的外国朋友品尝到“中国味道”。

本报电（记者孙亚慧） 6月27日，中欧人文艺
术教育联盟成立大会在京举行，教育部、外交部
有关代表和欧盟、欧洲有关国家驻华代表以及数
十家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表参会。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杜柯伟在发言
中指出，联盟将建成中欧人文艺术教育交流的高
端平台，广泛集聚中欧各方资源，为务实推动中
欧人文交流发挥作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副司长方军表示，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美育工
作，培养他们的人文素养，提升交流能力，助力
人文交流工作。中欧人文艺术教育联盟的成立，
是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
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所做出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尝试。

成立大会上，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中
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保利演出有限公
司、嫦娥奔月航天科技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海亮教育管理集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共7家单位
共同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中欧人文艺术教育联
盟工作计划意向书》。

据介绍，中欧人文艺术教育联盟是由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联合 28 家在人文艺术教育方面
具有专长或特色、热心于中欧人文艺术交流的学
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共同发起成立。联
盟以提高青少年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宗旨，搭
建开放包容、具有内涵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为
中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以及中国与欧洲各国人文交流培育品牌、积
累成果。

回国创业，仅有好点子还不够
姜在辉

回国创业，仅有好点子还不够
姜在辉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学成
回国，在不同领域中探索创业之路。
从产生想法、确定方向，再到具体实
施，挑战与机遇共存，其过程往往并
非一帆风顺，不少创业者经历了困难
和曲折。全球化智库与智联招聘联合
发布的 《2018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
报告》 显示，海归创业中有 54%的企
业尚未开始盈利，运营成本高、对国
内市场不了解是遇到的主要困难。

对广大海归创业者来说，在创业
之初就要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困难的
准备，有些“弯路”原本可以避开。

中欧人文艺术教育联盟

在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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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团队里，夫妻“并肩作
战”的并非个例。工作上相互支持，
生活中彼此陪伴，夫妻二人一起拼搏
经常会迸发出 1+1>2 的力量。卢政岐
夫妻俩就是其中一对，2016 年，他与
妻子郝海婷一起从英国学成回国，决
心在北京开创属于两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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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奇 (受访者供图）

2016年，卢政岐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
业。图为他与妻子郝海婷。 （受访者供图）

2016年，卢政岐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
业。图为他与妻子郝海婷。 （受访者供图）

图为王书勃 （右三） 在第二届在韩中国留学生就业创业博览
会与参会企业代表。 （受访者供图）

前两天，笔者相熟的
一个年轻海归创业者解散
了团队，他在朋友圈发布
了一篇令人惋惜的告别亲
笔信，以这样的方式为自
己第一次创业的故事画上
了句点。

笔者不禁想起他创业
之初的样子，意气风发，充
满自信，谈起自己的产品
滔滔不绝。但乐观之余并
非没有隐忧。公司的盈利
模式一直不明确，领域内
同质化竞争的局面仍在，
同时，用户虽有需求但并
非刚需，而这也成了掣肘
产品收费标准提高的症结
所在。

不过那时，创业的蓬
勃激情和对未来的无限畅
想很容易让人将不利因素
抛诸脑后。一句“总会有
解决的办法”，像是柄能
够斩断所有荆棘的利剑。
而最后，缺乏核心竞争
力、无法突破市场竞争围
城，创业第一天就存在的
这些问题，自始至终没有
找到解决方案。

激情与冷静，恰似维
持创业平衡的两端，哪一
边过重都可能走向倾塌。
冷静过多激情不足，难免
畏首畏尾，容易错失良
机，少了些干事创业的豪
情和精气神，而这恰恰是
支撑创业者一路坚持的关
键。而激情过多冷静不
足，则容易把复杂问题想
简单，不曾深入了解行业
特点、望见“风口”便跃
跃欲试，或多或少有些投
机心理作祟。创业者若是
对发展目标、自身情况缺
乏清醒认识，迟早会在残
酷的市场竞争中碰壁，甚
至被淘汰出局。

这些年，伴随着“双创”蓬勃发
展，海归创业者队伍日益壮大，在涌
现出许多优秀团队的同时，也有一些
海归在条件并不成熟时匆忙开启了自
己的创业之路，结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在
开 始 创 业 前 多 花 一 点 时 间 调 研 市
场、了解用户、打磨产品，才能更
好地应对竞争风险，在创业之路上
走得更远。

其实，对于年轻的海归创客来
说，创业过程中的风雨曲折并不可
怕，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试错中不断成
长的，从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可以化作
下一次出发的坚实基础，因此同样珍
贵。无论创业成功与否，在这条奔向
梦想的道路上，没有人是失败者。正
如笔者的这位朋友，我相信，不久后
他一定会与团队带着更成熟的方案重
新回来。这么多精彩的创业故事里，
他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