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闵行莘庄上演48小时创业大赛
年轻创业者扎堆设计自己的“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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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才
遍寻技术核心无果

在参赛者中，Allen并不孤独，他
不是单枪匹马作战，而是带着一支
创业团队前来。“ 我们作了自我介
绍，然后自由组队。”

第一天早晨，大赛拉开序幕，来
自五湖四海的150余名参赛者从介
绍自己和推介创业项目开始，自由
组合成4人以上的团队。Allen和同伴
们一起创办的网站“ 热米街”已经
正式上线，比起那些仅仅拥有一个
金点子或者尚且停留在组队阶段的
创业者而言，Allen参赛的目的更为
多元。“ 我们希望和同行交流，也想
在这里寻找技术人才。”

“ 我们有一个初步筛选，倾向于
选择那些有过创业经历的人。”“ 起
点创业营”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比较那些“ 只有想法没有行动”
的人，此次比赛更青睐那些已经着
手创业甚至是曾经失败过的人。“ 我

们想通过比赛营造创业氛围，欢迎
那些真正想创业的年轻人。”

经过第一天的组队和培训流
程，Allen和队友们开始重新审度自
己的项目，与此同时，其他参赛者的

“ 金点子”也在他关注的范围内。
“ 我看到了很多很有创意的东

西，比如有一个团队在开发硬件，实
现手机直接播放PPT，很有趣。”
Allen本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技术人才
为自己的团队注入核心竞争力，无
奈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营销类项目都
在为技术烦心。“ 技术人才太少了，
懂技术的直接带着自己的产品来，
单枪匹马的技术员几乎没有。”

第二天的比赛环节是与创业教
练“ 面对面”，在短短几分钟的项目
介绍与互动环节里，参赛者们会从
创业教练口中得到简洁明了的评价
与指导，这让很多怀揣创业梦想的
年轻人激动不已，Allen笑道，“ 能有
机会和这样的‘ 大佬’当面交流太
难得了。”与Allen一样，所有的参赛

者都使尽浑身解数，期望用自己的
创意打动教练的心。

求批评
必须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 我这个人就是爱折腾！”坐在
敞亮的会议室里，“ 乐租网”创始人
许正一脸轻松，这已经不是他第一
次创业，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2000年左右，许正在一家公司
做网管，将技术做到了极致，一本畅
销书刺激了他的神经。“ 这本书叫

《 富爸爸穷爸爸》，看了之后我决定
创业。”几番倒腾后，许正赚到了第
一桶金，却也尝过失败的苦涩，一路
摸爬滚打直到2007年，他和几个合
伙人做ISP通信服务，3年后营收突破
1700万，最终被大公司收购。

创业成功并没有让许正停下脚
步。2010年世博会期间，被租房市场
的混乱和需求触动，许正决定创办
一个经营社会化租房交易平台的网
站，不同于现有的租房网站以中介

为主的盈利模式，试图搭建一个租
客与房东直接对接的平台，制定了
三年规划。

“ 这个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机
会，让资深创投人直接给你的项目泼
冷水。”尽管摘得了一等奖，许正也
没少“ 挨批”，他笑言自己是“ 越战
越勇的性格”，也认为做一个创业人

“ 必须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不怕别
人的质疑和批评，而是从中吸取有益
的东西，让自己的项目渐趋成熟。

“ 上海的创业氛围很好。”“ 起
点创业营” 创始人查立在比赛中接
触到了很多有激情的年轻人，这让他
感慨良多，“ 早起团队是最需要帮助
的、”作为创业教练之一，他指出了
评判一个创业项目品质的关键因
素———团队的好坏，有没有创业热
情，是不是分工明确；商业模式；团队
执行力和市场潜力。“ 我不相信创业
可以学得会。”查立直言，若要创业，
必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热情，时间
与市场则会检验一支团队的战斗力。

“ 我就是爱折腾！”尝过创业
失败的苦涩，品过创业成功的甜
蜜，“ 乐租网”创始人许正在创业
者中显得尤为淡定，经过48小时
的激烈角逐，他带着自己的团队
在闵行莘庄上演的创业大赛里脱
颖而出。150多名参赛者、40支团
队、10名创业教练⋯⋯想创业？
一切从零开始。

上周末，这场由“ 起点创业
营”和“ 启创中国”举办的创业
比赛将创业者们的热情充分点
燃。 本报记者 朱莹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文身、BJD
娃娃、中国风MJ屏风⋯⋯为了纪念
迈克尔·杰克逊标志性专辑《 BAD》
发行25周年，百事淘宝平台号召粉
丝们网“ 晒”个性纪念品，分享自己
结缘MJ的故事，一个月来，吸引了数
百名MJ歌迷上传自己的原创“ 珍
藏”。近日，在“ 致敬原创之王庆祝
Party” 上，5位由网友票选而出的人
气选手脱颖而出，获赠纪念版T恤。

秀文身
MJ将跟随我一辈子

提及与MJ有关的纪念品，也许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引领流行的着
装和纪念版音像制品，但在上海，一
群MJ的资深粉丝们却自己DIY，制
作了与MJ有关的周边产品。

在手臂上文身MJ脚尖点地图样
的乔蓉蓉高挑靓丽，一边展示她独
特的文身，一边讲述自己缘何用这
种方式表达纪念。“ 文身不是一个冲
动的决定，因为它是无法被抹去的，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乔蓉蓉
说道，从小喜欢MJ的她总是被偶像
的音乐所震撼，而MJ也带给她精神
上的感动，每每低落时听听MJ的音
乐，就能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这个
女孩的身上有两个文身，一个是MJ，
另一个是家人，站在舞台上，她对迈

迷们说，“ MJ就像我的家人一样，会
跟着我一辈子。”台下掌声雷动。

据了解，百事和迈克尔·杰克逊
可谓是有着深厚的渊源，百事不仅
是迈克尔一生中代言的第一个饮
品，也是其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品
牌，而两者之间共通的原创精神，更
是影响了无数人。

在“ 致敬原创之王庆祝Party”
上，各界迈迷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

热情和喜悦，无数像乔蓉蓉这样的
歌迷通过百事淘宝在线平台上传
自己的原创藏品，装订成册的报
道、海报、专辑与卡带、自制手机挂
件⋯⋯

秀原创
DIY是向偶像的致敬

“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拍
下他曾经穿过的衣服，但是我们可

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MJ上海
官方歌迷会会长斌斌告诉记者，这
次纪念活动让他自己都非常惊讶，
原来歌迷中有那么多心灵手巧和极
具创意的人，将偶像的元素与生活
用品、装饰品等有机结合，焕发出了
不一样的色彩。

举起自己亲手设计缝纫的MJ
造型BJD娃娃，张天惠引来台下粉
丝们的阵阵欢呼。“ 这件衣服的一
针一线都是我亲手缝的。”张天惠
说道，做娃娃的初衷是为了向偶
像致敬，每一次创作都是一种享
受，而这个娃娃最特别之处无疑
是 完 全 模 仿《 BAD》专 辑 制 作 的
服装。

如此这般的原创达人不在少
数。作为歌迷会中的元老，鲁燕玲
制作了很多原创周边饰品，并将
自 己 亲 手 PS 的 和 MJ 的 合 影 制 作
成抱枕，引来很多歌迷的艳羡。制
作 中 国 风 MJ 屏 风 的 杨 茜 则 将 中
国 元 素 和 流 行 天 王 有 机 结 合 ，通
过实木做的精致屏风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

在会长斌斌眼里，无论是迈克
尔的那些经典歌曲，还是他的独特
舞步，都无不体现创的理念，而这点
也激励着现在很多年轻人为渴望、
为梦想而创。

致敬原创之王 粉丝纷晒迈克尔·杰克逊珍藏

沪直飞延吉包机开通
游客可游览朝鲜南阳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今年6月
26日至10月26日，春秋旅游将开通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至延吉朝阳川国际机
场的旅游包机航线，该航线是首条上
海直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
延吉的航线，航班时间上海浦东飞往
延吉为18:50—21:35，延吉飞回上海浦
东是22:20—01:20，每周二、周五出发，
采用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空客
A320执机，座位179座，共计36班。

据介绍，延边州的森林覆盖率超
过80%，全国排名第一。40多年前，曾
有一万八千多名上海知青到长白山
下支边，如今延边州接待的游客总数
中，有47%来自长三角地区，这其中
又绝大部分均来自上海。

在今年延边州建州60周年之际，
春秋旅游推出了延吉长白山、延吉朝
鲜边境游等多条旅游线路。7月中旬
前，每班包机游线路有4个名额的秒
杀价2990元起。位于中朝边境、图们
江沿岸的南阳是朝鲜领袖金日成夫
人金正淑的故乡，参加春秋“ 延吉、
长白山、朝鲜南阳三星双飞5日游”
的游客只需身份证便可进入南阳。

“ 上海一圈”
让20万白领流连忘返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寓意着潮
流原创、同心向前，由上海50家行业
旗舰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 上海一
圈” 青年文化主题活动日前晚间在
陆家嘴中央绿地公园启动，近万名青
年参与其中。

此次推出的“ 上海一圈”活动按
片区划分为“ 千人交友圈”、“ 创意
公益圈”、“ 月光文艺圈”、“ 时尚潮
流圈”和“ 美食文化圈”五大板块，
旨在倡导健康、时尚、志愿、公益的生
活方式，为白领青年提供恋爱、交友、
学习、游戏、展示、慈善等主题的超大
型文化交流平台。

当晚，数百名陆家嘴周边白领来
到现场参与交友活动。12名男女青年
围成一个圈做起各种游戏，可能是第
一次参与这种活动，参与游戏的青年
略显羞涩，活动组织者不时提醒他们

“ 放开一些，就当给自己一个机会”。
据主办方介绍说，“ 一圈交友”

的理念源自于日本“ 落樱绚烂”的圈
聚交友方式；“ 月光音乐会” 旨在发
掘新一代草根达人和上海的文化新
锐；“ 美食文化圈” 汇聚舌尖上的上
海味道；“ 创意公益集市” 则将搭建
上海最大的青年创意设计展示平台，
所得全部捐赠给西部儿童“ 一份早
餐” 彩虹公益计划⋯⋯在现场动感
表演的烘托下，五大片区均是人头攒
动、HIGH声不断，宛如一场专属青
年的盛宴。

主办方表示，参与活动的大型企
事业单位按行业类别可分为：在沪央
企、外企、政府机关、高校、医院、银行、
证券、保险等八个行业圈。据悉，本次
活动为试运行，8月“ 上海一圈”将进
入常态运营，固定在每周五晚5点至9
点进行，打造真正属于上海青年的狂
欢夜和嘉年华，届时参与规模也将扩
大到100家单位，覆盖100万白领青年，
从而成为陆家嘴特有的文化地标，让
更多年轻人享受绿地、激活灵感。

参赛队员和创业导师在讨论。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歌迷在展示自己的个性纪念品。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