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瘦高身材，白净的脸上架着眼镜，背
着大大的双肩背包，骑着辆二手自行车
——这是今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南开大
学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郭鑫，典型的

“学霸”一个。
先后参与创办 6 家公司，估值过亿

元，还荣获了 2015 年“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这是永远保有激情的郭鑫缔造的
一段创业传奇。

没错，此郭鑫就是彼郭鑫，有着大学
生的样子、企业家的脑子。要问其中有什
么成功奥秘，他常说的“有创业梦想的人
就应该勇敢闯一次，就从今天开始做”或
许就是答案。

跨出创业第一步

创业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要有想法。
郭鑫的创业想法还得从 2011 年大学一年
级时偶然参加的一场讲座说起。那场讲
座的主题是“环境政策过程”，其中提到的
我国环境生态补偿问题深深地触动了
他。老师们见这个小伙子有兴趣研究，也
乐于提供帮助，这使郭鑫得以在短时间内
掌握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的各种方
法。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些经验做法
很难有效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自己必须
到农村去看看，蹚出条新路来。

就在这个时候，郭鑫碰到了创业路上
的第一个钉子：“我在网上找了 100 多个
乡镇的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告诉他们
我的模式和宏大构想。就因为是大学生
团队的想法，没有一个乡镇愿意接纳。有
时我在这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对方都
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不被人理解的现状让郭鑫郁闷了一
阵子，但他是个想到就要做到的人，碰钉
子不怕，找突破口才重要。这时，他想到
了大学生村官。“他们跟我年龄相近，知识
结构相仿，不会认为我是在瞎忽悠，而且
他们也确实想干一些事情。”于是，郭鑫就
用 QQ 群的搜索功能进入了不少村官群，
和他的团队成员一起，在各个群里宣传自
己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进一步了
解到我国农村退耕还林所面临的困境，渐
渐形成了用电子商务方式把林下农产品
销售到国际市场、让农民富起来的思路。

有了思路，还得有人执行。为赢得信
任，通过大学生村官与当地农民建立联系
后，郭鑫带着酒和肉直接坐到了农民家的
炕头上，跟他们讲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

赚钱，农民有需要，他随叫随到。就这样，
他的第一批试点成功了，随后又逐步推向
了全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 18 个省

（区、市）的 100多个县都接入了郭鑫的电
子商务平台——“探元诚鑫通”，近 1000
万农民因此致富。

起初，“探元诚鑫通”只是个大学生社
会实践项目。但随着项目的推进，郭鑫决
定成立规范化的电子商务公司进行商业
化运作。后来，又果断引入了一家知名风
险投资基金，在带来后续融资的同时探索
到稳定的盈利模式，使公司发展走上了快
车道。2013 年，经过两轮融资，公司被一
家知名企业以上亿元的估值并购。

这，就是郭鑫在创业路上迈出的扎扎
实实的第一步，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创业路上不停步

如果就此停住脚步、享受当下，今天
的郭鑫也就是个成功创过业、手里有钱的
在校学生。可是，在创业的路上，他根本
停不下来，2013年第一家公司并购交割之
后，又开始了创业接力赛的下一段赛程。

一次偶然的聊天，郭鑫发现海南三沙
等海疆地区许多人因为长期吃不上新鲜
蔬菜，患上了各类疾病。出于商业直觉，
他认为这件事有得做：“化学学院有一项
无土栽培培养基技术，因为成本过高一直
闲置着，正好可以用来试验着解决没有新
鲜蔬菜的问题。”

想到，就立马行动。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郭鑫招募了无土栽培领域的研发人
员，对技术进行再研发，极大地降低了产
品成本，提高了使用便利性。他把这个项
目叫做“海南离岛蔬菜绿箱子项目”，绿箱
子里放上营养液、种上本岛的各种蔬菜，
海军官兵、钻井工人和驻岛渔民的餐桌上
很快就见到了“绿色”。

郭鑫的办事效率，让南开大学团委副
书记刘巍大吃一惊：“一般情况下，学生们
就是去做做社会实践，可没想到，郭鑫带
领团队去海南不到一周，绿箱子项目就已
经在推进了，还找到了企业和政府的联系

人，弄得有模有样的。”
更让刘巍没想到的是，在推广“绿箱

子”的同时，郭鑫还成立了创新公寓公
司。所谓创新公寓，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在
北京高校聚集的五道口地区以每套每月
3500 元的价格租下 50 套公寓，统一装修
设计后以每月 1500元的价钱租给刚刚毕
业的大学生。但是，郭鑫也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有梦想并努力实现”。入住
前，公司会对“梦想”作出评估；入住后，还
有专门人员提供实现梦想的服务。

怎么算这都是笔赔本买卖，能有什么
好处？郭鑫说，当创新公寓的居住者完成
梦想后，比如协助其举办了画展，公司会
从收益中提留一部分。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他又一次成功了。创新公寓很快租罄，
不少人因此实现了梦想。一名入住公寓
时还是广告公司美编的高校毕业生，在公
寓的帮助下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 5 部青
春微电影，并通过公寓与土豆网的合作获
得广泛好评。随后，他辞去了只为糊口的
工作，专注于自己的梦想。

“我们充当的是发现、孵化种子的平
台，短期看没什么收益，但是，蛋糕做大
了，做蛋糕的总会分到奶油。一旦他们成
长起来，公司自然会获利。”郭鑫说。

变身创业帮扶者

刚刚 20 岁出头的年纪，就管理着如
此多的项目，会不会有些手忙脚乱？郭鑫
的回答很自信：不会。因为看似多元化经
营战略的背后是有一条主线的，都是在做

“社会创业”。“为区别以盈利为目的的商
业创业，我们的创业叫做社会创业，是以
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有关青年人的社会
问题为创业的核心目标，这样做起来既容
易上手又迎合市场需求。”

那么，什么是当下青年人最需要解决
的社会问题？创业！不少人有激情、有好
的项目，但是缺少一个了解政策、展示项
目的平台。郭鑫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创办
了“闯先生”网站，将创业政策、创业问答
和创业服务以最便利的方式推送给创业

者，为他们提供一站式服务。
以闯之名，不让青春荒废；以先生之

意，让创业不再盲目。很多热爱创业的人
被郭鑫和他敢“闯”的团队所吸引，成为

“闯先生”网络社区的会员，其中不乏小米
手机董事长雷军、360 创始人周鸿祎等一
批重磅级的“粉丝”。

“闯先生”的成功，让郭鑫实现了从一
名大学生创业者向一名大学生创业帮扶
者的转变。接下来，他又变身投资人，开
始演绎另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
高维“创业岛”。

对各类创业项目进行深度评估，挖掘
其中的潜力项目进行资源注入和模式打
磨，然后引入拥有实战经验的企业家担任
创业者的“副驾驶”，这就是刚刚成立的高
维“创业岛”的“魔鬼投资”模式。“创业者
好像经历了一次魔鬼训练，脱胎换骨；坐
在‘副驾驶’上的企业家亲身了解了一线
创新，甚至有可能获得二次创业的机会，
win-win，双赢。”郭鑫说。

在“创业岛”上，郭鑫有 12 名合伙人，
超过一半是 70 后，其中不乏美国特许另
类投资分析师、摩根士丹利投资专家等从
知名企业跳槽过来的高管。为何选择放
弃高薪跟着一个 90 后重新创业？“你在跟
郭鑫聊天时，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 90
后，他的知识储备、对问题的看法以及对
社会需求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
这一点就让我愿意留在这里，跟他共同奋
斗。”曾是一家海外教育机构副总的“创业
岛”行政主管高琳给出了答案。

高维“创业岛”的故事还在继续，郭鑫
的创业故事也远未到结局的时刻。以后
还会有怎样精彩的桥段上演？谁知道呢，
反正他还那么年轻。

南开学子郭鑫先后创办6家公司，估值过亿元——

一名 90 后的创业传奇
本报记者 牛 瑾 通讯员 马 超

人物小传

郭鑫，23 岁，四川阿坝藏族

羌 族 自 治 州 人 。 从 南 开 大 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

行政学专业毕业后，他被保送

南 开 大 学 商 学 院 攻 读 硕 士 学

位。除了学生身份，年纪轻轻

的他也是高维创业岛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暨高维资本创

始合伙人。

中 国 故 事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12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在北京平谷区张辛庄，有一个同心创
业培训中心。中心由一座废弃的小学改
建，两排平房之间的空地上，茄子和豆角
苗长势喜人。每间教室的外墙上，都写着
中心创办人孙恒喜欢的格言：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热爱劳动，朴素生活，脚
踏实地，胸怀天下，塑造自我，服务人民。
这也是孙恒这名打工歌手 10 多年来的心
得。“我希望搭建一个文化教育平台，让工
人在平台上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孙恒说。

今年 40 岁的孙恒在北京外来打工人
群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1998 年，23 岁的孙恒辞去河南一所
中学的音乐老师工作，带着吉他，卷上铺
盖，坐着农民工专列到北京闯荡。他做过
推销员，当过搬运工、送水工。1999 年，
怀揣梦想的孙恒背着吉他，走遍全国 10
几个城市，以演唱为生。在行走中，这名

“打工歌手”渐渐明白了现实的残酷，这正
是孙恒创办培训中心的起点。

为了生活，孙恒每晚都会去建筑工地
唱歌挣钱。在这里，他看到了劳动者生活
的艰辛与乐观的精神。2001 年冬天，天
津科技大学的学生社团去工地慰问工友，
孙恒也跟着去了。他看到工地上 50 多个
工人挤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有的工友连
被褥都没有。站在工棚里，孙恒弹起吉
他，大声唱了起来，工友们由鸦雀无声到
掌声如潮，最后干脆一起唱起来。孙恒

说：“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意识到，他们
需要歌声，我也需要那个舞台。”

2002 年“五一”期间，孙恒和三四个
志趣相投的朋友创办了“打工青年艺术
团”，开始了工地义务演出生涯。两年时
间，孙恒和伙伴们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工地
义务演出 100多场次，观众有 2万多人。

孙恒认为，那些 80 后、90 后的新生代
打工青年从农村老家来到城市，离开父母
离开亲人，失去了社会关系，当遇到困难
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无助，“我想在城市
为千千万万打工的兄弟姐妹们建一个家，
建一个社会支持网络”。

孙恒用 3 年时间做调研，访问了 100
多名年轻工人，问他们将来的打算，得到的
答案是“回不去的家乡，待不下去的城市”，
因为他们不会再回去种地，在城市生存又
很艰辛。孙恒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有两个重
要的社会缺失：一个是普遍的精神文化的
迷茫。“一个人没有方向、没有信仰、没有目

标，他的人生就会处于一种困境当中，一个
群体也是一样”。第二个社会缺失，就是缺
乏社会支持。孙恒说，为新生代打工青年
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是创办培训中心的初
衷，给他们提供一个文化教育机会，同时也
提供一个社会支持网络。

2009 年，孙恒创办的培训中心开班
了。一年开两个班，每个班 6 个月，是全
脱产学习，吃、住、学习、生活都在培训中
心。在为期 6 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学员不
仅要学习电脑维修和软件使用等知识，还
要学习包括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在内的
一系列社会文化课程。孙恒说：“学校通
过每天的课程、劳动、分享，让工友们看到
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同时希
望学员能把公益精神发扬光大。”

目前中心有 19 名学员，其中 4 名是高
中毕业生，其他是小学毕业。来自西藏的
姑娘拉珍说，当别人介绍她来培训中心
时，她不信有这样的好事：“我一个小学文

化水平的人也能来到这里学习，真是太幸
运了。”

让工人免费来这里“充电”“补氧”，这
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为使培训中心长期
坚持下去，3 年前，孙恒在平谷租下 30 亩
地，建起“同心农园”，在里面养了 800 多
只鸡鸭鹅。学员用劳动换学习，每周要拿
出一天时间参与农园的劳动，用农园的收
入支持培训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5 年多来，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已经接
收了 200 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孙恒创办
培训中心的事情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
支持。今年 4 月 29 日，“星巴克全球服务
月”北京站活动就选择在这里展开。星巴
克全球总裁凯文·强生和 200 多名员工志
愿者来到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和同心农园，
种植桃树和蔬菜瓜果。孙恒和 4 名培训
中心学员演唱了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我们
理想终将实现》：“不怕艰险、坚定信念，我
们的理想终将实现。”

打工歌手孙恒创办同心创业培训中心——

为打工的兄弟姐妹建一个“家”
本报记者 陈 颐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
区，一提起武荷香，居民们都赞不绝口，“武书记把社区
当成自己的家，和居民就像亲人一样，大家有什么难
事、急事都愿意找她”。

今年 65 岁的武荷香已经干了 30 多年的社区工
作。多年来，她从来不计报酬，孝敬老人，帮扶弱势群
体，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干部的无悔追求。

清泉街社区有蒙古、回、满、藏、维吾尔等 9 个
少数民族 228 户近千人。武荷香一直无偿照顾社区内
的 18 位孤寡老人、6 位残疾人和 4 名孤儿。不仅为他
们全部申请了低保，且经常送衣、送被、送钱；逢年
过节还会提前把自购的肉、蛋、油、粮、水果、蔬菜
送到他们家中。因为她知道，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会
给别人带来温暖。

52 岁的史喜林是个“孤老户”，曾“七进七出”监
狱，坐牢 20 多年，最后一次释放是在 2004 年。曲折的
经历让他对生活不抱希望，身边人躲着他走，武荷香却
主动找他聊天。起初，史喜林不领情，对她说：“我坐了
20 多年牢，警察都没管好我，你就能把我改造好吗？”
武荷香没有放弃，经常找他沟通，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通过一天天的沟通、感化，史喜林渐渐地接受了武荷
香。后来，在武荷香的撮合下，史喜林成了家有了娃；
武荷香还协助他申请低保、廉租住房。史喜林深情地
说，“武书记让我过上了踏实的日子。如今我也加入了
社区志愿者，为大家做点事，给武书记分忧”。

武荷香知民情、识民意、解民忧，努力营造社区“大
家庭”的浓郁氛围。她强化社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了
各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为每一户居民建立了社区
居民户卡、信息卡，对社区内弱势群体、外来人员等分
类建档。“社区共有 26 户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我们建立
了相应的少数民族困难家庭台账和少数民族低保户台
账，以便长期跟踪服务。”武荷香情系社区，对社区内困
难户做到心中有数，各民族不分彼此。

回族居民刘伟下肢残疾，爱人没有正式工作，女儿
又在上大学，武荷香上门为他排忧解难，联系民政部门
进行救助；蒙古族居民姚志敏因车祸致残，全家人没有
住房，武荷香为其申请了低保，还帮助她家申请了廉租
房⋯⋯受武荷香影响来社区做志愿者的李月珍老人含
泪说：“武书记是党培养的好干部。她自己连顿早点都
舍不得在外边吃，却总是接济别人。”

武荷香却说：“我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我只是个
党员，充其量是个社区书记。我这么做是我的职责所
系，这都是应该做的！”

这些年，“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
社区工作者”⋯⋯武荷香大大小小的荣誉获得很多，可
她依然每天在社区里辛勤地忙碌着。用她自己的话
讲，“党和政府给我的是服务平台，不是光坐办公室的，
是为了多了解民情，多为居民办实事的”。

武荷香还时常告诫社区志愿者：“百姓的小事就是
我们的大事。对群众不开空头支票，只要说下了就得
办。这样百姓就没有怨气，我们的工作才好开展。”

图①图① 郭鑫给同龄人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

图②图② 郭鑫与他推动的退耕还林成果在一起。

图③图③ 郭鑫（左）与创业伙伴在工作中。 （南开大学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清泉街社区“当家人”
本报记者 郑 彬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牛东昌创造性地

采用反变形法、刚性固定法等，实现了客车车身骨架质

的转变。通过结构分析，将团体板分层分块，线下组

焊，使走线节拍从 120 分钟降低至 50 分钟，效率提升

58.3%，为客车制造能力和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持。

图为牛东昌对客车外观进行严格检查。王 铮摄

技术能手牛东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