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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晖

这是一个创业的好时代。最

近几年，大学生创业的数量和比例

有明显提升，这其中有国家政策因

素，更是因为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因

素在逐渐增多。

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是整个社

会活力的最基本构成，许多人关心

今天大学生创业的动机是什么？

记者在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省会多所高

校所做的随机调查中发现，大学生

创业主要是“机会型创业”，并非因

生存压力所迫，创业的最主要原因

均是“个人理想的实现”和“追求自

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大高于

往年因为“未来收入好”而自主创

业的比例。

每一位创业者都有时代的特

征，在今年毕业季到来之前，省委

高校工委、省教育厅评选出 10 位

全省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

他们都具备这个时代的创业者身

上的显著特征：不仅敢拼，还有情

怀和担当。有人问奋斗 5 年就在

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河南农大毕业

生王洋洋哪里来的创业勇气时，

他的回答是：“在这个追逐梦想的

年代，失败也许是成功的另外一

种存在。”

专家指出，具备创业能力的学

生，无论他们将来选择哪种职业道

路都对其成功非常有必要。当然，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并非一朝一

夕之事，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融

合于大学教育的整体之中。社会

和学校不能一味地鼓励或者逼着

大学生毕业时就去创业，更应该强

调的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给大学

生种下创新创业的“种子”，让他们

知道创业是怎么一回事，为他们在

未来 5 年、10 年后的创业打下良好

基础。

在创新创业教育实施过程中，

“只有创业才是成功”或是“只有成

功地创业才是成功”都是狭隘的理

解。与鼓励学生开展创业实践相

比，“双创”教育更应该加强对大学

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让他们具有自

主创业的能力。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

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滋味”，

电影《阿甘正传》的经典台词早已

融化在 10 位标兵中年龄最小的宋

中原的血液里，这位凭着 15项专利

打拼出自己的科技公司的 90 后坚

定地认为他是幸运的，因为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在更好的时

代遇到更好的自己。⑥7

在更好的时代遇到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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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素描
□本报记者 史晓琪

他们的创新创业经历各不

相同，但相同的追逐梦想的激情

和永不言弃的坚持，让不同的青

春一样精彩。

几天前的颁奖舞台上，我省

首届10名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

成为绝对的焦点。他们何以脱

颖而出？他们的经历能为有意

创业的大学生带来哪些启示？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

拼搏和精彩，倾听他们的心声和

感悟。

期待更多年轻人在最适合

自己的地方让青春闪光。

27 岁的李威，2012 年毕业于黄
河科技学院，2013年 10月成立郑州
飞轮威尔实业有限公司，致力于设计
开发绿色出行电动代步工具，并以此
为基础开发智能运动装备和机器人
装备，主要研发方向为智能自平衡
车、机器人、无人机，目前注册资本
1092 万元。他被国家科技部、河南
省政府列为创新创业科技企业模范
代表，曾受到国家科技部曹健林部
长、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接见。

早在 2009 年，还是大二在校生
的李威就组建了启航啦创业团队，在
创业之路上扬帆起航。他说：“我从
小就喜欢鼓捣小机器、搞点小发明，
随着上大学后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
鼓捣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根据兴趣
及时调整方向，我终于找到了事业的
突破点。”

评语：他的创业事迹对大学生创

业有三点启示：认识自己，正确定位，

这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前提；找准目

标，坚持不懈，这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

基础；不断学习，努力创新，这是大学

生创业成功的动力。

李威

33岁的王洋洋，2008年毕业于河
南农业大学，2009年成立河南希芳阁
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
无土草坪、屋顶绿化等立体绿化。他
曾获国家大学科技园杯创业大赛三等
奖、河南省首届创业大赛二等奖。
2014年，他的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成为
全国“建筑绿化”第一股，也是我省首
个大学生创业“挂牌”企业。

一步一个脚印，王洋洋敢拼敢
干。“向天要地，向上要绿”，从市郊到
市区、从室外到室内、从平面到立面、
从地面到屋顶、从有土到无土，他的绿
化变革紧跟时代。

评语：自主研发创新创业，在技术

与市场的转换中准确把握商机，同时

展开加盟模式的开发，打破地域限制，

可运作性增强。定位准确清晰，把握

市场脉络，他的经历对大学生创业具

有示范效应。

王洋洋

29岁的王灵光，2011年毕业于河
南农业大学，2010年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针对规模化农业种植建立了一
个完善的标准化服务系统。他被评为

“2011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荣
获第十七届“中国五四青年奖章”，受
到习近平、李长春、刘延东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10年 4月，王灵光利用毕业实
习回到家乡，注册成立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开始了基层创业梦想。创业初
期，他和他的团队扎根基层，立足农
业，把所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根
据农村发展状况，围绕减少投入、提高
效率、把控风险、增加产出，探索出了
一套可复制的、新的合作社发展模式，
以此参加全国“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并获得金奖。通过 6年多的努力，他
带领的团队从合作社一步步走到大型
农业公司，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农业
综合化服务+互联网的发展模式。

评语：创新创业，基层、农村大有

可为。他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召唤相结

合，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要把自己视

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开拓者，敢于

为中国农村社会现状的改变奉献自己

的青春，实现人生价值。

王灵光

32岁的尚高锋，2007年毕业于安
阳工学院。他 2007年创办尚百帮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现已成为一家以家
庭服务、清洗与保洁、病虫害消杀、物
业管理、市政环卫、居家养老为一体的
综合服务性企业。尚高锋先后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创业就业先
进个人、中国家庭服务业先进工作者。

尚高锋来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
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其他同
学一样，他也有过投递简历而杳无
音信的失落，也有过择业的迷惘，不
甘心做普通上班族的“野心”。萌生自

尚高锋

28岁的潘泳，2009年毕业于黄淮
学院，2014年成立佳士乐文化创意公
司，不断推出震撼信息电子界的新产
品，已盈利 3000多万元，企业市值高
达5亿元。他用一年半时间研发出“苹
果皮 520”，被称为“苹果皮之父”。
2014年底，他推出“漫聊神器”APP。

潘泳发明的“苹果皮520”，借助内

潘泳

置的通讯模块，可以把只能听音乐、打
游 戏 的 苹 果 iPod touch“ 变 成 ”
iPhone，实现基本的通话、发短信功能。

潘泳从小就爱钻研，大学期间经
常参加各种 IT竞赛，对研发软件非常
感兴趣。毕业后的潘泳继续他的发明
路。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苹果
皮520”、苹果皮二代、苹果盘、蓝牙版
苹果皮等产品在他手中相继问世。

评语：创新总是给人高大上的感

觉，也在很多人的心里形成了无形的

屏障。其实，把新奇的点子变成现实，

就是对创新的最好诠释。潘泳的创业

路凸显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

独特气质，增加了“依托专业技术”创

业的大学生的信心。

27岁的周光普，2014年毕业于河
南大学，2014年成立河南寻美视觉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互联
网+移动剪辑车，曾获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河南赛区三等奖、首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
省选拔赛一等奖、全国总决赛银奖。

周光普大一开始创业，毕业前公
司注册成立，带动就业20多人。创业
之初，团队、资金、设备、技术等问题接
踵而至，但周光普没有被这些“拦路
虎”吓倒，因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
顾风雨兼程”。从最初的视频拍摄剪
辑业务，到音乐会、婚礼制作业务，到
宣传片、微电影包装业务再到如今的
互联网+移动剪辑车，他们不断发现
客户的需求点，开拓商业新疆域。公
司成立后，这个年轻的团队当年营业
额就突破了150万元。

评语：对于大学生来说，职业生涯

规划是一入校时就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个案例再次印证了只有科学规划自

我，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

周光普

30岁的张策，2008年毕业于许昌
学院，2009年创办了鄢陵县三文园林
化木专业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形成了自己
的发展经营模式，逐步成为花木行业

张策

26岁的宋中原，2015年毕业于河
南工程学院，2015年成立郑州绢锦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传承我省空缺的织
锦技术并推广，开发出豫锦产品 100
多种，申请外观专利十几项，使得中原
传统技艺很快走向全国市场，在我省
地方特色产品中独树一帜。

河南虽然拥有 5000年的蚕丝文
化，但是长期没有知名的锦类产品。
多次在纺织类大赛中获奖的宋中原结
合所学知识，于2014年 3月开发出第
一件豫锦产品，该产品在纺织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豫锦
的出现填补了我省没有知名锦类产品
的空白。

评语：扎实的专业素养、开拓性思

维和独特的眼光，再加上成熟、理性的

经营理念，可以让创新创业大学生少

走弯路，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宋中原

28岁的张庆飞，2012年毕业于河
南工业大学，是一位激情澎湃的“85
后”创业者。

2009年，他组建创业团队，全身心
投入第一份事业——郑州祥文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正式成立
注册并获得我省部分企事业单位学历
晋升的业务，之后又陆续与郑州格力产
业园等达成合作，并与我省几十家高校
签订了招生合作协议。虽然初次创业
便取得不菲的成绩，但张庆飞并没有
放慢脚步。他 2015年进入环保蔬菜
领域，成立了河南家家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2016年，他结合大学学的生物
技术知识，进入佐餐饮料行业，成立了
河南酵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批
产品主打酵素饮料。

张庆飞不仅自己成功创业，还帮助
了很多拥有创业梦想的同学。2009年
至今，在张庆飞的公司创业的河南
工业大学学生超过300人。

评语：时间花在哪里，成绩

就在哪里。全力以赴、全情投

入，青春怎会不精彩、人生怎会

不出彩！⑥7

张庆飞

36岁的乔景亮，2011年研究生毕
业于郑州大学，世界工厂CEO，2012
年成立郑州悉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电子商务、外贸服务、信
息整合、大数据挖掘等互联网业务。
2014年，悉知公司成为Google公司
核心合作伙伴，并建设 Google 大中
华地区首家Google Adwords 体验
中心，在外贸电子商务应用方面有重
要创新影响力。2015 年，该公司在

“新三板”成功挂牌。

评语：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对

市场的准确定位和评估，使他能在复

杂多变的市场条件下成功创办企业，

并取得佳绩。他顺应时代潮流，将知

识与技术完美结合，实现了自己的人

生梦想。

乔景亮

主创业的想法后，他在一无资金、二
无经验的情况下没有被困难吓倒，而
是向高手、向实践、向市场学习，在摸
爬滚打中积累经验，公司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更为难得的是，他热心公
益事业，设立尚百帮助学基金，帮助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评语：大学生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

资金，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既有发展前

景有适合自己的项目。大学生在创业

中要了解市场、找准目标、大胆实践，只

有乐于吃苦、不怕困难，才会大有作为。

的领头羊。他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
农村实用人才”，还被评为我省“优秀
大学生村干部创业之星”。

张策大学毕业后到鄢陵县安陵
镇担任大学生村官。2009年，他用大
学期间积攒的1.5万元奖学金和租用
的1亩土地开始了创业之路，创办了
鄢陵县三文园林花木专业合作社。
几年来，他用“滚雪球”的发展模式把
公司发展成为资产规模800万元、占
地360亩的科技型种苗培育企业。合
作社先后吸纳120多个花农为社员，
累计为社员无偿提供苗木近20万株、
价值40万元，并免费为社员提供优质
花木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上门技术
服务300余次，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评语：农 村 的 广 阔 天 地 大 有 可

为。他找准创业路，结合当地实际开

拓新路子，走出了“干给农民看、带着

农民干、帮着农民富”的成功创业之

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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