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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幸先观摩了微电影《梦想合伙
人@亿之彩》，该剧讲述了男主角何逸峰和
几位合伙人创业开公司，在企业风生水起
的时候，一位伙伴的母亲因材料工艺健康
风险问题罹患疾病，何逸峰提议做利国利
民但难度极高的喷涂技术革新。

持续的创新投入，因为难度太大却长
时间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让公司陷入了
僵局，举步维艰。销售停滞不前，现金流陷
入困境，曾经的创业伙伴，却在这个时候质
疑抱怨，要求停止项目。

何逸峰该怎么办？如何面对创业困
境？是放弃，还能坚持初心？

讲求利益为王的张伟首先提出了对何
逸峰的质疑和抱怨，矛盾一触即发，让一场
会议演变成了一场尴尬的争吵和互相揭
短。何逸峰因此也知道了张伟私下飞单抢
客户，痛心不已，痛惜朝夕相伴的伙伴不能
一起走到最后。

痛定思痛的何逸峰带着创业初心和留
下来的伙伴，耐心钻研，最终发现解决问题
的奥妙，终于成功开发出了新产品。

·视野创
剁手党崇拜的马云、人生赢家刘强东都成为众多青年人眼中

的创业偶像。青春、创业一度成为热词。近日，由姚晨、唐嫣、郝蕾
领衔主演的青春励志片《梦想合伙人》自4月29日上映以来，“青
春”“梦想”“创业”再度成为热议高频词。三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
年龄段的新女性演绎的创业励志故事，着实值得创业者学习和借
鉴。无独有偶，一部创业微电影《梦想合伙人@亿之彩》将于近期
上线。而出品人却是一位真正的创业者。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创业者出品微电影《梦想合伙人》

为了纪念曾经的勇敢与奋斗，无梦想不合伙

在《梦想合伙人》这部戏中，郭富城出演
呆萌的创业导师，成为全片最具萌点和笑点
的角色。电影中虽然他始终保持表情认真
的严苛画风，但在面对姚晨、唐嫣、郝蕾等学
生时，则不时展现出内心柔软的一面，那么
真实生活中的创业导师又是怎么样的画风
呢？华创互动教育研究院郑旭接受了本报
的采访，谈了他对合伙人的看法。

“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双创时代
我们必须告别单枪匹马，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合伙人，学会合作，并最终赢得创业的胜
利！有两种常见原因会导致合伙人散伙。”
郑旭表示，一种是基于利益在一起而非理
想在一起，这种结合合伙人散伙概率高，
另一种是，利益分配机制设置有问题，也会
导致合伙人散伙。比如曾经最火的“逻辑
思维”组合申音和罗振宇，二人打造的逻
辑思维作为自媒体，在 2014 年短短一年
时间内被舆论推为最火的自媒体之一，估
值近一亿。但从该公司公开资料来看，该
公司申音为大股东，占股比例超过 82%，
而罗振宇持股比例不到 18%。从持股比
例来看，罗振宇个人贡献和个人股份比
例不匹配，就为二人 2015 的分道扬镳埋
下了隐患。

“团队创业，理想很重要，它是团队的粘
合剂。”郑旭表示，找创业合伙人第一要有理
想，为了创业价值在一起的创业者，黏性会
很高；二、公司机制要合理，尤其是股权控制
和分配机制要切合，大股东收入分配不一定
要高，核心员工收入并不一定要低，要照顾

到出力比较多的员工。
第三，主要股东之间应该是相互匹配

的，比如一个股东负责出钱，一个股东负责
出资源，职能划分要明确；

第四，股权激励核心骨干，要注意不要
阳光普照，导致股份分散，整个股东数量过
多，万一某位员工对公司不满离职，再融资
时后遗症太多。

梦想遭遇背叛，初心不改

合伙人创业，四要两不要

《梦想合伙人@亿之彩》的编剧是唐晓
峰，上海朗亿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也
是剧中男主角何逸峰的“原型”。据他介绍，
他是今年春节后开始筹划拍摄这部微电影
的，主要原因是以他的团队耗费三年研发的
新材料——亿之彩无流痕免喷涂塑料春节
后面世了，这部微电影就是以他们的研发过
程故事艺术加工而来。

据悉，如果亿之彩无流痕免喷涂塑料
大范围使用，可以大大减少油漆的使用量，
对环境非常有好处。这块产品面世后很快
获得市场的肯定，如今开始有订单了。但
在过去三年里，唐晓峰们这个项目进展得
艰苦卓越。其实他们早就知道这块产品不
易研发，在新材料领域是一块非常难啃的
骨头，众多大公司都不愿意狠下心去做，在
这款材料最初研发时，他们团队内部是有
不同意见的。但是唐晓峰顶住压力，还是
带着理想情怀去做了，这个项目累计投入

将近一千万元的费用，耗费三年时间，没日
没夜地干，才最终有了比较大的突破。

近期有篇题为《从奋斗到欢乐颂；十年
之间，时代精神已变》的文章，在朋友圈热
传，文章认为，《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
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
代的结束。50后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
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
的谢幕。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
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
繁华上海、高楼林立的“欢乐颂”，“追求理
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他们的主旋律。

唐晓峰不以为然，他在朋友圈说：“还
是更喜欢《奋斗》中那种理想主义洒脱的精
神！”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点浪漫情怀、革命
精神是无法坚持完成新产品的研发，因此
希望通过这部微电影纪念自己勇于挑战难
题的勇气外，还希望观众能就此看到科技
型创业者的理想和努力奋斗。

纪念勇敢奋斗，人生如戏

导师说

华创互动教育研究院郑旭。

唐晓峰和他的梦想合伙人。

影片里的芦珍溪（姚晨饰）来自一

个小村镇，曾在美国边留学办边卖假

货，由于留了案底无奈回国，后去商学

院进修。结识了两位同学。一个人是

婚姻不幸仍在逞强的“阔太”文清（郝

蕾饰），一个是来此钓金龟婿的灰姑娘

顾巧音（唐嫣饰），那么创业是如何看

待《梦想合伙人》这三个角色的呢？现

实生活中，您会选择这样的人作为合

伙人么？理由是什么？

叶信：我觉得要一件事情要成，要
跟合适人，于合适时间，做合适的事
情，如果三个人对，时机不对，事情是
不可能成的，三个人不对，时机对，事
情也不可能成，所以合伙人是可遇不
可求的，即古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找合伙人的第一步就是要
思考什么样的合伙人才能和我一起把
想法变成现实，我觉得应该找跟自己
才能、性格有互补的合伙人，就电影而
言，我们可能选择《中国合伙人》里的
黄晓明，因为我的性格类似邓超，有点
激进，而黄晓明的性格保守一点，而佟
大为较为平和。

余文俊：这部电影我没看过，但就

介绍的情况来看，这三个女孩背景不
同，能力互补，是可以结为合伙人的，
在现实创业中，合伙人之间意见分歧
是难免的，但只要肯沟通，解决问题的
方向一致，这都不是企业发展的障碍。

秦大力：首先《梦想合伙人》这部
电影我没有去看，看了相关资料后，
我觉得这三个人在如今时代背景下，
一起创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
在今天，只要有梦想，不管是官二代、
富二代、村二代都有创业机会，所以
最重要的是奋斗的梦想，有一句话不
是这样说的么：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
实现了呢？

关于选择合伙人，我觉得不一定
有统一标准。多数创业者选择合伙人
都选择能够与自己能力、性格互补的，
比如团队缺少营销和策划人才，就找
相关人才加入，这当然没错。但我觉
得找合伙人，也可以找同样性格类型
的合伙人，同类性格人之间的沟通成
本低，只要团队的目标一致、奋斗方向
一致，朝着共同的方向不断努力，这种
看起来“不互补的团队”也一样能取得
成功。

找合伙人需天时地利人和

找合伙人需靠谱和互补
三个女士在孟晓骏（郭富城饰）撮合

下，成为合伙人。您在创业过程中，如果

有合伙人，是如何结识如今的合伙人的，

能谈谈当初的故事么？

叶信：像电影描述得这样草率地结成
事业伙伴，对创业真的好么？毕竟组建合
伙人团队是企业创始人最关键的事情。

我的公司叫上海聚仁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2009年，公司名字“聚仁”取
自“聚才德广，仁而下士”，意为用广阔的
胸怀和德行聚集人才，以仁德和礼贤下士
的态度对待人才。公司成立前，我和两个
合伙人已经分别认识了三年和五年，我们
从打工时就结识，三个人都是草根出身，
早年工种不一样，有人做管理，有人做技
术，有人做市场营销，但都合作过，磨合到
位。我在打工时就惦记着创业，由于生活
圈子窄，我就在身边找靠谱的合伙人。我
当时找人的标准就是能力、性格能跟我互

补，彼此信任，合体可以1+1大于2。创
业初期前三年，我们三人倾尽所有，没有
分红，只拿很低的工资，用事实证明我们
合伙人关系高度稳定，那时我们的员工几
乎都不是招聘进来的，而是通过合伙人各
自的魅力，吸引人才进来。

余文俊：我现在是孤身创业，但单打
独斗也很累的，我一直在找合伙人，只是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懂专业的合伙人，但我
找人的大门一直开着。

秦大力：从三国的刘关张，到电影《中国
合伙人》、《梦想合伙人》，流行的合伙人组合
似乎都是三人组，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
比如我们公司如今的合伙人有四个人，而且
随着业务的扩展。我们还将招募更多合伙
人，比如新进员工，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职
业经理合伙人，或者项目合伙人，如果跟得
上企业发展，学习能力也不错的话，完全可
以成为“舒米乐”的事业合伙人。

创业要经得起诱惑
芦珍溪们创建的美美网，取得的初步

成功，可谓忽悠成功。她们想让顾客在家就

享受Shopping mall里的奢侈服务，点子可

以吸引投资，但执行起来很难。订单一多，

果然出了纰漏，不但发货跟不上，顾客买到

的名牌还是假货！雪上加霜的是，芦珍溪

早年在美国卖A货的糗事，被媒体曝光。

这三个合伙人问题出在哪里？现实

创业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不靠谱的合

伙人案例，您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么？如

何解决的？

叶信：创业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
不是为了六亲不认，事业可以失败，
但兄弟一定要做！这么多年来我们也
秉持这条信义。另外，在我们公司再优
秀的员工想要成为公司合伙人，也至少要
有两年的考察期，在选择合伙人方面，我
们一贯坚持保守原则。

余文俊：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到这

样戏剧性的内讧，但我们现实生活中，合
伙人之间发生矛盾随时都可能碰到。因
此沟通方式很重要，三个人如果解决方向
一样，就能解决问题。

秦大力：芦珍溪卖假货的事情，如今
创业者尽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过度追
求短期收益，将成为创业事业发展路上
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何时就会引爆。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了创业者公平、透明
的创业空间，只要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东
西，不要盲目追随所谓的“风口”，踏踏实
实就能经得起各种考验。

我至今没有遇到过不靠谱的合伙
人，但在我的创业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有
意思的事情，比如各种忽悠。防忽悠是
终身事业（大笑），创业者既要心存美好，
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
样性。所以，创业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
寂寞，所有的忽悠等困扰都会迎刃而解。

在双创大潮中，合伙人话题自然是热点。2013年，三位男星担纲的《中国合伙人》，火了一把合伙人制度。今年5月三位女性组成合伙人，再度推出一部创业影片，对比起

来，《中国合伙人》显得结构更严谨。但探讨的深度，《梦想合伙人》更接近创业的本质。在电影《梦想合伙人》里，姚晨联手郝蕾和唐嫣，白手起家一起创办公司，最终上市成

功。那么，现实生活中，创业者又是如何看待这部影片角色和情节的呢？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如何寻找合伙人的呢？我们特邀请上海聚仁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叶信，上

海唐科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余文俊，上海庶吉仕新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秦大力一起讨论本期话题。

梦想合伙人，可遇不可求创业者说

梦想合伙人也要好聚也要好散
在公司即将崩溃的时候，芦珍溪选

择亲自去送那件快递，让远在大山深处

的消费者，体验她们广告中宣称的美

好。您觉得这份美好可以复制到现实生

活中么？很多创业公司发展瓶颈就是合

伙人团队的瓶颈。您认为梦想中的合伙

人应该如何建立，又该如何用制度来保

障“梦想”实现？

叶信：芦珍溪大山送货挽救企业信
誉危机这段剧情，编剧编得太不靠谱。
但现实生活中，创业遇到绝境，绝对会
有，这时需要企业领导者发扬许三多精
神，挑起责任，对团队成员不抛弃不放
弃，才不会让事业的小船轻易翻船。我
们公司也努力让每一个员工不掉队，比
如我们公司有个女员工因为家庭原因两
三年不能上班，我们给她一些补贴，并让
她尽可能在家完成一些工作。

另外，我认为任何制度、契约精神都
保障不了合伙人，但如果合伙人方向和
价值不统一了，要闹到打官司分手，企业
做得再成功，都是一种失败。

余文俊：芦珍溪大山送货挽救企业
信誉态度很积极，值得肯定，但未必能够
解决危机，但这就够了，创业者那么多，

能够成功的有几个，所以七分靠自己，三
分听天命吧。

此外我认为创业合伙人就如夫妻一
般，合则聚不合则散，但最好建立一个良
好的退出机制，保障各自利益。

秦大力：芦珍溪这种柳暗花明的情
节，在文艺工作者的艺术修饰下有些脱
离现实了。创业者仅凭靠几个点子就产
品大卖，企业遭遇信誉危机后，靠来自灾
区感谢就能脱离舆论漩涡，短短几年成
功上市，这些情节太过功利，很可能给年
轻人误导。

“竹子三年长一寸，三天长三尺”的故
事大多数朋友都听说过。我今年清明节期
间在杭州龙井山下的龙井八景看到很多
竹笋，不知它们在突破层层封锁来到地面
之前用了多久，但一场春雨后，它们齐齐
破土而出，短短一日就又长出数尺高。我
觉得竹笋境遇才像真实的创业情景，多数
实业创业者可能奋斗多年默默无闻，但如
果做的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不断创
新，好的产品总会有一天爆发出来的，创
业者自己不放弃，就是持续走在通向成
功的道路上。而投机取巧、总惦记弯道
超车，爆发成长，伴随的风险总是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