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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一切顺利，新项目

近期也差不多内测了。2月1 5日

回东北老家过年。”姜宁如此向

记者介绍自己的近况。姜宁是

一名华东师大国际关系学院研

三学生，同时也是一名创业者，

春节临近，但他和伙伴们的创

业激情未减，每日都在高强度

工作。

姜宁年纪虽轻，创业成绩却

不容小觑。华师大校园去年兴起

的一款匿名聊天工具“ 几度”就

是姜宁团队的产品，“ 几度”目

前已获得百万级别的天使投资，

而姜宁团队的脚步并未停歇。

据悉，“ 几度” 在稳步发展

后，团队的工作重心放到了新项

目的研发上，这次依旧是校园社

交产品。“‘ 几度’是极简的。新

产品主要帮助大学生可以安全、

便捷地认识身边的或者其他学

校 的 学 生 。 产 品 名 称 叫

‘ SIMPLR’，我们力求打造一个

si mpl e、beaut i f ul、f unny的校园

社交软件。”姜宁介绍他的团队

是去年1 1 月启动这个新项 目

的，这是款纯学生圈子的社交软

件，只有学生身份才能使用。上

线后会有人工审核身份，认证工

具可以用校园卡，学生证认证和

EDU邮箱。姜宁介绍这款产品安

全并且高质，延展性也更好。当

然，这款产品“ 建议大家用实

名，但不强制。”他们节前正在

马不停蹄地内测，希望春节后就

能上线推广。

辛苦了半年多，到了年底，

姜宁却没有开仿照大公司组织

年会或者庆功宴。“ 初期创业团

队大家都不是冲着红包来的，都

是觉得项目能成才在一起，我希

望明年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可以

分享更多。”姜宁介绍伙伴们虽

然没有红包可拿，但团队在工作

室吃了好几顿火锅，胃得到满

足，心里也都很满意。

工作再忙，挡不住归心似

箭。今年1 月初姜宁就开始抢购

火车票，但当时没买到，于是立

刻订了飞机票。归期临近，姜宁

每天都要给家里打一通电话，电

话的那一头，父母也在数着日子

翘首以待。“ 往年都带礼物回

家，每次都被父母嗔怪乱买东

西，今年打算用行动做礼物。”

姜宁笑称以前在家时是十指不

沾阳春水，创业一年多来，作为

团队的“ 老大”，为了照顾团队

的小伙伴，擦桌洗碗已经成了他

驾轻就熟的活，所以这次回家他

打算在家好好陪父母过年，到时

候多做点家务。是创业让他渐渐

懂得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是一种

成长。

春节怎么过？创业青年吐心声

“ 创业太忙，想多陪陪家人”
最新的《 百度90后洞察报告》显示，在90后的

职业规划里要么是职场求职，要么是自主创业，而
后者的比例达到了40.9%，选择“ 铁饭碗”公务员
的则仅占6.43%。

随着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相较于曾经火热的
“ 考公务员潮”，当今社会最年轻的一代已经将个

人的生活理想逐渐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不过，即便
个性如此“ 张扬”，可当青年报记者回访了几位曾
经采访过的创业青年后，却依旧在他们身上看到
了传统的闪光点。他们说：“ 创业太忙，春节只想多
陪陪家人。”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孙琪

“ 今年春节就想多休息，好

好陪陪家人，哪也不去。我们休息

的也很短，初三就要开始进入工

作状态了。开年后再与员工们一

起重新盘点一下公司运营中的问

题和建议，休息的那几天里就想

自己先好好想一想。因为我常常

觉得，忙等于盲，太埋头苦干就瞎

了，所以一定要适时的沉淀一下

自己，反思一下。”一年忙碌下来，

李晗最多的感受还是感恩。他觉

得创立公司以来，每次遇到困难

最终能熬过去都是上天的眷顾，

有支持自己的团队、家庭的支持，

“ 这是我的好运气，谢谢他们！”

“ 马上员工们都要回家过

年啦，现在就是把手头上客户订

的产品准备好，安排好在节日期

间需要自提的地点，与客户进行

对接。春节期间应该不会出去，休

息几天后就要等新采购的机器到

货，开始全面发展。”随着去年里

国家对二胎政策的放开，吴杰的

平安果获益不少，订单量大幅增

加。而为了扩大发展，吴杰在去年

末订了新的加工机器，采购了玛

瑙等原石，准备自己做设计、加

工、包装、出品一条龙产业链。

除此之外，吴杰还准备向社

会招聘员工，特别的是他针对的

招募对象是不影响手工的残疾

人群。“ 其实那些人群除了腿脚

不便外，其他与常人无异，双手

一样灵活，为什么不能用以工作

呢？另外，这样也算是改善一下

残疾人就业形势，互帮互助。”

“ 今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比较

特别，往年都是回家陪父母，而今

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家，趁着春节，

准备带老婆出去度蜜月。” 去年

1 1 月刚结婚的侯秀峰向记者分

享了这个好消息。不过度蜜月的

地点还没定好，主要还是因为公

司太忙，为了能顺利休息，眼下他

也正紧赶慢赶地处理各项事宜。

经过又一年的发展，侯秀峰

的“ 求解答” 平台发展稳步向

上。目前平台的访问量每天都能

突破2万；去年底新推出的手机

APP软件每天也都会增加上千位

粉丝；解题量每天也要

达到上千道，其中一部分还

需要人工解答，因此人工每天也

已经增加到20多位。对于人工成

本的增加，侯秀峰并不心疼，因

为他要做的“ 求解答”平台不是

简单的给予正确答案，而要让学

生们真正懂得、理解考题，这才

是平台的意义，而人工解答对学

生来说就是最有效的工具。

但这些数据的增加，也不可

避免的大大增加了侯秀峰团队

的工作量。“ 春节期间，我们已

经计划好手机远程服务‘ 求解

答’平台，保证不影响学生们的

解题需求，因为节假期间其实是

学生用户最旺盛的时候，好在我

们的家人和团队成员们都很理

解，从不抱怨。”他笑着说道。
“ 今年春节要去全市各个

郊区给我的那些竹编师傅们拜

年，大概有20多位，他们说都已

经准备好了各色地道的上海本

地糕点等我去吃啦。”眼下，周

祺的第二个展览《 上海竹编》

已经在环贸商场里开始了。作

为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她在忙

碌个展的同时，也不忘自己采

访过的老师傅们，因为对于她

来说，当初采访时互相之间看

似客套的话却也是一种承诺，

即便路途再远，也不能辜负老

人家的心意。

不过这样一来，短短的春节

就被排满了，几乎留不出太多的

个人时间。而待春节一过，周祺

又将开始为3月的书展做准备，

总之行程满满。“ 好像今年春节

就是这样过了，没什么消费。”

她笑着调侃道。

虽然好像总是在工作中，

可周祺却也是乐在其中。对于

目前的展览，她感慨到：“ 近两

年间，我怀着好奇心去寻访师

傅们，从他们的叙述和手工制

品中，感受其生活的淳朴以及

对自然的敬畏。原先的好奇现

在已经变成了感激，这些竹器

虽不说是什么精细的工艺品，

但它们把这些即将一去不复返

的记忆又带回到我们日常生活

中来。

虽 然 因 为“ 实 在 太 辛 苦

了” 几乎没有后辈继承他们的

手艺，但师傅们对现在年轻人

的未来仍有信心。或许有一天，

篮子还会回到菜市场和厨房，

竹 器 还 会 出 现 在 大 家 的 生 活

中，而不只是在展厅里。”

“ 过年前，先自己团队的伙

伴们一起聚一下，感谢大伙一年

来的支持和协作。然后约一下几

个老同学，一年里大家都各自

忙，也很久没见了，准备互相聊

聊各自的变化。最后一定要好好

陪一下家人，平时为创业奋斗太

多，也很少陪他们。哦，年初四一

定要迎财神，希望201 5年公司能

有更好的发展，嘿嘿。”

目前差不多已进入过节状态

的王昭霖已经排好了春节计划

表。他坦言，短短休息这几天后，

年初八公司就又要开始忙碌了，

因为年后的第一个新项目已经谈

好，与虹口区、曲阳文化馆合作推

出校园剧《 七彩中国梦》，预计在

3月9日开演一个月，将要演50多

场。由于时间紧张，王昭霖必须抓

紧时间做起准备，“ 新年后的第一

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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