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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手机自带系统
桌面一般都比较鸡肋,样
式少、扩展性不尽如人
意。在用户使用手机桌面
软件的过程中，以壁纸、
主题更换频率最高。

如今有这样一个80
后年轻人，用自己10年
手机和互联网领域工作
的经验，打造出属于自
己的手机系统桌面，他就
是上海朗趣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CEO陈熙，在这
个火热的平台上，用移动
互联网支撑起创业梦想，
在广阔天地里前行。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高彩云

机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至

关重要。它有的时候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机遇决定你的

人生走向。错过了一次机遇，

也 许 你 会 后 悔 一 辈 子 ！ 俗 话

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

是 在 提 醒 人 们 一 定 要 好 好 把

握机遇！

由此看来，当机遇到来的

时候，你绝对不能犹豫不决、推

三阻四、瞻前顾后、己无主见。

你必须清醒果断明确不失时机

地做出决定，及时抓住已经到

来的机遇才对！

陈熙，这位独立自主的80后

青年，在手机和互联网行业钻研

10年，认真、冷静、有主见的处事

态度，看准机遇奋力一击，才有

机会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 珍惜生命中每一次锻炼和提升

自己的机会，才会在历练中成长

和收获。”

[记者手记]

创业者如何面对机遇

陈熙：创业路上，不忘初心

如今，在陈熙的带领下，朗

趣主营产品3D云桌面项目，已成

为国内手机知名企业中兴通讯

的旗舰机标配桌面产品。同时已

经 与 印 度 第 一 著 名 机 品 牌

Karboon和Int ex签订了全面预装

项目软件的合作协议。

在团结的力量下，团队成员

分头行动，各负其责，将客户目

标定为国内品牌。针对市场需

求，陈熙提出了全面的个性化交

互定制方式帮助用户提高手机

的使用体验，提供丰富的主题和

DIY工 具 满 足 用 户 的 个 性 化 需

求，基于3D特效和物理动作引擎

为用户提供桌面游戏趣味性，通

过云端互联网能力整合各种周

边的资源，为用户持续提供最新

的内容和服务。

“ 用心和真实是我们的一

贯风格。一个优秀的公司，应

牢记创业艰难，不忘最初的精

神。”对 陈 熙 而 言 ，创 业 的 过

程是艰辛的，但同时也快乐而

充实。

创业是一种态度。正是这个

年轻的团队，抱着证明自己的想

法，本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

神，穷开心地去创业，创造属于

80后的一份事业。

创业，不仅是为了得到物质

的丰盛，同时也是一场生命的远

行，心灵的升华。

目前，朗趣桌面产品已经累

计出货超过500万套，日活跃用

户超过200万户。公司估值超1 个

亿人民币。“ 眼前的盈利只能说

明我们找对了方向，但是离成功

还很远。”对公司的未来陈熙信

心满满。手机桌面的商机很多，

还是片“ 蓝海”，一定会坚持做

下去。

陈熙，这位80后的年轻人，从

小处事风格总显得特立独行，“ 独

立自主”用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

上什么高中，读什么大学，都是他

自己做主。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毅然选择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西安

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大学4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当

大部分学子都还在迷茫的时候，

陈熙早已整理好自己的行囊来到

上海，这个让他充满憧憬的大都

市。创一番事业说起来简单，但实

际操作是难上加难，他清楚地知

道盲目创业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

价，一定要有所准备和积累。

确定目标的陈熙，开启了长

达1 0年的手机和移动互联网领域

的学习之路。前6年，先后在夏新、

龙旗完成了多款知名手机软硬件

产品设计工作，后4年，分别经历

了3家移动互动联网创业公司，先

后作为产品经理和部门总监。

让陈熙记忆最为深刻的是，

在夏新做软件开发时，曾经的领

导，给予了刚进单位工作的他，一

些工作方法、思路和生活的观点

等指导，亦师亦友的身份，给了他

很多的启示，教会了他事情该如

何处理。

受他影响，陈熙现在办事的

方式，都比较严谨，做什么都会事

先想好步骤，逻辑和思路都很强，

他受益匪浅地说道：“ 这个好习

惯也是从当时养成的。”思路和

各方面都会比较缜密，在工作中

就会变得得心应手起来，虽然是

技术人员，但在无形中陈熙就被

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通过自身的表现，陈熙很快

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明白领导有

时掌握的信息面不是很全面，这

个时候就需要扮演好基层专家的

角色，能够帮领导做一些决策参

考。当时虽然是做项目管理，但领

导不时地会给他布置其他任务，

保持“ 能者多劳”心态的他，一概

来者不拒，“ 有机会就上，一个岗

位却学到多个领域的知识，求之

不得”，有时，只要是他的项目，

领导给予他权利，放手让他去策

划、筹备、执行。

1 0年的光阴，前6年如果说

陈熙都是在学习，那后面的4年给

他带来的却是不同的视野，先后

加入了点心OS和悠悠村，主导了

包含点心桌面、3D云桌面解决方

案及多媒体笔记软件在内的多款

移动互联网产品，他谦虚地认为：

自己成长的步伐太小，却在无形

中为他的创业梦夯实了基础。

这两次的工作经验，让陈熙

从方案、技术、商务都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对整个公司的运营流

程，比其他员工都了解得更多，

把理论与实践，亲身体验并且完

美融合到了一起。

经过多年多打拼，从一开始

员工的身份到成为创业的参与

者，陈熙在付出艰辛的同时，已

经具备到了从团队组建、产品规

划、产品设计、产品执行和质量管

控在内的丰富经验，任职于公司管

理层干部，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在事

业上已算有所成就，将来在公司一

定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是所有人

所求之不得的机会，而此时，他却

做出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

毅然放弃了眼前优越待遇，决定

实践他自己的创业梦。

201 3年上海朗趣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应运而生，成为上海市

科技创业中心重点扶持的创业

项目，享受国家级的创业政策和

资金扶持，很快由陈熙带头的3

人团队整装待发，建立了自己完

整的团队和产品体系，专研创新

手机桌面。

陈熙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

渺小的，只有融入团队，只有与团

队一起奋斗，才能实现个人价值

的最大化，当一个人的梦变成大

家的梦，才能成就卓越。正如列宁

所说：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

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

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一个想成为卓越的人，仅凭

自己的孤军奋战，单打独斗，是

不可能成大气候的。必须要融入

团队，借助团队的力量。陈熙对

团队就是兄弟模式，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他与团队和谐、分享

的秘诀就是：尊重别人、肯定别

人、赞美别人、感恩别人！

进入陈熙的公司，办公室里

并排有数十台电脑，大家都聚精

会神忙着手边的工作。一眼望去，

多数是80后的年轻人，陈熙对此

解释道：“ 一个优秀的团队，需要

吸纳年轻力量，让他们能做事，敢

做事。”为了保持公司的那份激

情，对每一位新来的员工，都会安

排他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陈

熙告诉记者，这并不仅仅是一种

形式，而是要让员工体验最初的

创业过程。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公

司有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人

流、物流、信息流的完美整合让公

司在发展中更进一步。

与此同时，美国上市公司网

秦，也对朗趣投资了千万人民币。

有技术，资金的问题也解决了，同

时，秦网还对朗趣进行了产品线

上运营与拓展部分的助力。

坚定目标 为梦想而执着

夯实基础 建立“ 分享式”团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鼓励大家盲目创业，必须要
有所准备，在读书和工作中，积累资
源与人脉很重要。一颗爱折腾、爱打
拼的心是通往创业之路的钥匙，坚
持不懈、保持初心、勇往直前的心
态，这是通往创业成功之路的必要
条件。

[寄语创业者]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