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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当地特色

“八月十八潮，天下壮观无。”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
有“海宁宝塔一线潮”之誉的浙江海宁，人潮汹涌、海天
一线，蔚为壮观。土生土长的海宁人顾佳晓，从2016年开
始便致力于做海宁文创，海宁“观潮”也成为了他创业的
开端与契机。

2014年，顾佳晓从英国拉夫堡大学建筑技术学硕士毕
业后回国，在上海当过节能建筑工程专业的讲师，也曾在
社科院工作。2016年，他与留学时好友的一次闲聊萌生了
创业点子。他们聊起欧洲旅行时的地区纪念徽章与背包客
文化、阿尔卑斯山景区随处可见的文创产品……他与两名
好友一拍即合，想要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东西”。

“国外的文创产业做得很好，但在国
内当我们聊起海宁观潮，发现竟少有能够
代表海宁文化的产品，文创类的更少。海
宁文化应该得到更好地传承。”顾佳晓
说，许多游客旅行时都有买纪念品的习
惯，但市面上的纪念品品种有限，良莠不
齐，融合和体现当地特色做得也不够。

“消费者有这方面的需求，但相关产品的
设计理念与制作精美程度跟不上。”于
是，顾佳晓与合伙人成立了青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各自
分工，深挖海宁文创潜力。团队设计出的第一套文创产
品，就是海宁的旅行纪念徽章。

他们设计了 3 套观潮节纪念徽章，分别体现海宁潮、
海宁名人和海宁皮革产业等元素，代表海宁的历史底蕴与
人文精神。2016年海宁观潮节上，第一批徽章刚上市就销
售一空。

融合多元文化

在四川成都，老字号“诗婢家”赶上了文创产业的发
展热潮，在传统业务稳固发展的基础上，在2015年成立了
诗婢家艺创文化传播公司，与四川博物院、成都市博物馆
和武侯祠博物馆及多所艺术院校开展合作，将博物馆馆藏
及其背后的文化故事设计成多种类型的文创产品。

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数学系的柏添，2016 年回到
自己的家乡成都，在诗婢家艺创文化传播公司担任执行董
事。“4年留学经历，让我能够更充分地感受东西方不同的思
维认知习惯。中国文化沉稳内敛、西方文化开放直接，产品设
计方面也可以将中国文化与外国元素有机结合。”柏添说。

学习数学多年的经历，也反映在柏添的产品设计思路
上。在他看来，文创产品设计者的逻辑思维同样重要，“产
品设计能够体现创作者的图像思维，这同数学也有很大关
系。曲线的设计、构图的结构……这些都可以用数学推导
出来。”

如今，柏添公司的文创系列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也赢
得了不少当地民众和外地游客的青睐。如何激发传统文化
符号新的活力，是柏添关注的重点。“以熊猫为例，成都的

熊猫周边产品太多了，但我认为熊猫的品牌化程度还可以
再提高。”他说。将传统的文化元素与熊猫元素相融合，赋
予文创产品新的设计，柏添与团队设计出一款留着胡子、
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很受消费者欢迎。与此同时，他们
还以成都市博物馆中最大和最小的两个文物——石犀和经
穴漆人为原型，融合现代元素和创意理念，开发出镇纸和
可按摩手心和肩颈的木质人偶。

焕发崭新活力

近几年，多地政府设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助推文创产业
发展。“文创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透过产品所传递的文化
信息。”顾佳晓说。“若仅是做具体文创产品，对中小型创
业公司来说很难保持竞争力。要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探
索出一条完整产业链。”

除了海宁文创，顾佳晓的业务现在已扩展到乌镇，并
与多座博物馆和邮局合作，设计开发融合当地元素的产
品，“除了徽章，还有定制明信片、印章、手账本、布贴
等，甚至邮局的空间布置与装饰都能成为文化创意表现的
载体，这也可以提高文化展现力。”他说。

弘扬和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还要因地制宜，抓住当地
的独特元素。柏添认为，扩大文创产业规模，使老字号焕
发出新活力，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一提到成都，大家就能想到火锅、蜀绣、熊猫等代表
符号，但对于文化背景方面的认知还不够。”柏添说。“成
都现在正在努力打造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诸葛亮、李白、
杜甫等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都曾在成都生活过，我们希望能
把文创产品与他们的文学作品相结合，打造形成精神层面
的文化形象。”

有创新也要有制约
确保新技术不滥用

创新，永远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的立足之本、
生命之源。乐放表示，创业团队若想实现长久健
康发展，必须聚焦技术攻关，不断推出新技术和
新产品，把握市场时机，了解客户真正需求所
在。同时，要注重在产品落地使用中的客户资源
积累。这些都是团队实现良性循环发展的关键。

“中国无人机的未来市场不可估量，这个行业
近几年的飞速发展、所受到的市场追捧就是信
号。这是一片广阔的新蓝海，我们也会顺应市场
趋势，把握机遇。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乐放说。

与此同时，除了无人机业务之外，反无人机
设备是乐放与团队当前的研发重点，应用了新型
电磁技术的无人机干扰器，能够管控和打击非法
的无人机，目前已在机场、石油化工生产区域、
行政部门工作场所等多场景获得应用。

谈及研发无人机干扰器的初衷，乐放说：“无
人机的广泛应用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出于恶意甚
至非法目的而滥用，将会对社会造成风险，甚至
对公众的正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若是失去了制
约，技术会宛如脱缰之马，因此，能够对技术形
成制约与开发出新技术同等重要。”

在海归创业者中，女性占有不小的比例，而
且近年来还呈现出上升和增长态势。从开始创业
到小有所成，再到公司“枝繁叶茂”，海归中的

“她力量”不断壮大。一路走来，她们有哪些故
事？对于后来者又有哪些建议呢？

用努力赢得尊重

种晓萌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她的创业
项目是幼儿英语启蒙教育。接受采访时，她谈起
了自己创业初期的艰难，“3 年前，我满怀热情、
带着想法去寻找合作方，但有时就会听到这样的
话：‘小姑娘还是太天真，创业可没有这么简
单……’这话让我很难接受。”

同样的境遇，柴爽也遇到过。柴爽毕业于法国
图卢兹大学，现在经营着一家法式甜品店。创业前
期，她曾在一家法国米其林餐厅工作以积累经验。

“当时我是餐厅里唯一一个女孩，还是唯一一个亚
裔，有的店员对我并不算友好。”在短暂的沮丧后，
柴爽决定打起精神，用勤奋和努力证明自己。她坚
持每天提前到店工作，男生能搬的东西她也去搬，
店内其他员工的工作她能帮则帮、积极主动去做。
几个月之后，她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店内全体员工的
认可。感到欣慰的同时，柴爽也意识到，除了他人认
可之外，女性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认可自己。“除了要
有不怕苦的精神，还要有自信，这也应该是女性创
业者所必备的心理素质。”

毕业于南京大学、拥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和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多所名校就读经历
的赵欣悦目前是 BerryMelon 的合伙人。丰富的留
学背景，让她更坚定地选择了创业这条不断自我
升级的道路。在她看来，真正优秀的创业者，应
该兼具男性的坚毅果敢和女性的沟通与亲和力。

“其实无论性别，我们在创业过程中都会面临困
难，都会遇到相似的曲折。每一位创业者都需要
凭借自身的努力来赢得尊重，这和性别无关。”赵
欣悦说。

家庭事业两不误

对不少女性创业者来说，所面临的最大压力
往往并非来自经济和物质上，让她们感到纠结和为
难的是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辽宁弘侨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弘曾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学
习，2009年开始创业。在她看来，若想处理好家庭和
事业的关系，首先需要获得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自
己“硬撑、蛮干”是不行的。“最开始的时候，家人不
太希望我这么辛苦地去创业，但是经过我耐心沟
通，他们慢慢地开始理解我的选择。”王弘说。尽管
每周都有很多会议和应酬，但她始终坚持抽出时间
陪伴家人，用心守护好家庭。

种晓萌说，创业过程中家人给予的支持和帮
助、关怀与包容，是支撑她一路坚持下来的强大力
量。同时，要与家人及时沟通，相信家人能够帮助自
己排解创业中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

“创业初期我还未离开原公司，工作千头万绪，
家里的宝宝也需要人照顾
……那时我的压力非常大，
情绪也很不稳定。”思前想
后，她决定不再自己“憋着”，
把自己的焦虑和紧张告诉家
人，家人的贴心陪伴和给出
的许多建议让她吃下了“定
心丸”。

“如果自己不愿意主动
沟通，那么亲人即使想提供
帮助也不知从何做起。”种
晓萌说。她还分享了自己在
平衡家庭和事业时的一些具
体做法：“我沿用了自己在
外企工作时养成的习惯——
每周列一张任务清单，按照
事情紧急程度做排序，一件

一件有条不紊地完成。这样我也能拥有更多时间来
陪伴家人。”

读懂行业需求点

创业过程艰难而漫长，若在一开始就找对方
向，就能减少试错成本，甚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创业之初，赵欣悦将关注点放在了女性内
衣。“内衣作为每位女性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贴
身衣物，市场潜力无穷，行业领先者竞争中还有
许多机会。作为女性，我更懂得行业的需求点在
哪里。”

除此之外，赵欣悦也希望女性的基本需求能
够得到社会更多重视，在她看来，内衣能实现的
效能并非只是一件衣服，“我希望能帮助每位女性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更好地了解自己，让她们得以
真正做到自信表达……内衣可以是一个媒介。”

除了关注自身需求，不少海归立足专业所
学、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始创业。柴爽在法国
留学时就读于食品学专业，创业前期，她曾体验
过多份工作，但从未脱离食品行业。回国后，她
将所学专业与自己在法国 6 年的留学经历结合起
来，在北京开了一家地道的法式甜点店。

现在，她正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第二家店铺的
开张。“创业最好不要脱离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因
为这是自己在行业中打拼出一席之地的核心竞争
力。”柴爽说。她建议，创业者应该学以致用。

“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更容易深耕出属于自
己的一片天地。”

徽章上的海宁 留胡子的熊猫

晒晒海归的文化创意
姜在辉 郭 煜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升级，文创产业展示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也
吸引了许多海归创业者的目光。在本土成长背景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双重
助力下，他们关注到海内外文化交流与碰撞所带来的创业机会，将地方
特色融入文创产品，努力探索新型的文化传承与推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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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代码一张图纸
开启创业之路

在英国斯旺西大学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乐
放，与无人机的相遇“纯属偶然”。回国之初，他
的首次创业聚焦于国际贸易行业。

但在那时，一个问题渐渐占据了他的头脑：
未来的世界，机器能够替代人到什么程度？机器
还能实现哪些“意想不到”？就在那时，他接触了
大量汽车生产公司所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手臂，并
意识到机器将人从程式化的工作中释放，在某些
领域也能做得更快、更精准。彼时，民用无人机
逐渐引发关注，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灵感。

2012 年，乐放与现在的合伙人一拍即合，并
在 1 年后正式创立重庆翼动科技有限公司，专注
于无人机的研发。初创团队里的 5 个人，就从一
段代码、一张图纸开始，在 200 平方米的办公室
里，自筹资金，开始了创业之路。

度过了前期资金短缺、市场尚未打开的艰
难，乐放与团队咬着牙将研发计划坚持下来。两
年后，团队自主研发的第一款无人机面世并得到
市场认可。随后，乐放与团队开始向工业级无人
机领域进发，并同包括公安、水利、电力、林业、交
通等部门开展合作，拓展无人机应用场景。

“2016年，我们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
定，实现了从无人机公司向无人机生态技术企业
的转型，同时负责造无人机、反无人机和用无人
机3块业务。”乐放颇为自豪地说。

乐 放：乐 放：

前不久，人社部 《无人机驾驶
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正式发
布，其中提到，无人机系统发展被
列为“中国制造 2025”的十大创新
领域之一。随着无人机应用领域的
拓宽和技术发展、无人机驾驶员专
业性提升及从业人数的增加，无人
机也在更深层次地融入百姓生活，
迸发出强大活力。在无人机领域就
业、创业的众多海归群体里，乐放
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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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爽（左二）与合伙人在法国与欧洲面
包制作冠军一起进修

顾佳晓 （左三） 与创业团队

柏添在公司产品“幽游熊猫——黑白月”发布会上

乐放乐放 （（左四左四）） 与团队与团队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于网络）（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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