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校园“创业街”，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去年底，我省已首次在全省高校开展创新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评选，经专家组实地考察、综合评议和网上公示，最终共评选出
2016年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17个。按照相关要求，
从2016年起，分三年，每年将评出15所左右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这意味着，湖南高校的“创业街”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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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井喷”，政策助力 长沙拳馆数量已达15家，收费贵仍受捧

“搏击湘军”的春天还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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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学院大三学生吴云云和5位
小伙伴共同创办的“针灸之家”经
过层层选拔，从100多个项目中脱
颖而出，顺利入驻学校创业街。

为帮助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
落地， 湖南中医药大学专门开设
了一条“创业街”，首批22个入驻
项目可以免费使用30平方米的经
营场地， 并获得创业专项扶持资
金。

创业基因将点亮职业生涯

3月18日一早，陈爷爷又来到
“针灸之家” 找吴云云拔火罐。他
说很喜欢“针灸之家”的氛围，包
括吴云云在内的6位95后“小中
医”都是针灸推拿专业的学生，他
们服务热情，让人感觉“很温暖”。

尽管开业才1个月，但吴云云
告诉记者， 目前小店已集聚了一
批像陈爷爷这样的“忠粉”。刚开
业时，大家又高兴又担心，毕竟没
有临床经验，怕得不到顾客认可。
为此，他们相互当“小白鼠”，找穴
位、练手感。合伙人黎苗苗说，这
里更像是一个实战平台， 促使大
家把书本知识内化成过硬的技
术。 如今，6人都考取了保健按摩
师证，遇顾客登门，也颇为自信。

除了针灸推拿业务外，“针灸
之家”还有多项经营业务。

项目指导老师、 该校针灸推
拿学院顾星教授认为，“针灸之
家”将来完全可以发展成一个“流
动诊所”，为众多“中风后遗症”患
者提供上门服务。 顾星还特别强
调，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根本目标
不是“企业家速成教育”，而是将
创业意识、 创业能力和创业心理
品质内化为创业者的内在基因，
“有了这些基因，即便将来他们不
当老板，但也将终生受益”。

大学生创业须与专业结合

除了“针灸之家”，在创业街
上还云集了“寿比南山”移动康复
保健、“易佰康互联网+健康管理
服务”、“医源中医传承”等多个项
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与该
校学生所学专业密切相关。

“易佰康互联网＋健康管理
服务” 项目负责人龙云飞告诉记
者， 项目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等
互联网平台及线下服务， 对每个

客户进行健康相关监测、分析、评
价、健康指导、饮食管理和健康运
动干预等，且长期跟踪效果，分析
评估、调整处方，针对每个客户打
造科学的适合自身的改善方案。
龙云飞说，“创业街” 被自己视为
创业梦想的孵化器， 自己将借助
专业知识，整合各种资源，以此形
成更强大品牌力量。

“医源中医传承”则是一个中
医康复理疗师的培训项目。目前，
该项目已取得了中医康复理疗师
在长沙地区的培训资质， 并开办
五期培训班，培训学员五百多名。

该校创新创业就业学院范崇
源老师介绍， 在对所有项目进行
评审时， 特别强调要与专业相结
合。“把专业知识与创业意识结合
起来， 才有利于形成富有竞争力
的创业项目。 理论知识虽然没有
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多， 但足以支
撑起大家创业项目的思路。”范崇
源认为，以专业技术为支撑，在自
己熟悉的领域内创业， 既是大学
生创业的优势， 同时也有助于大
学生借助优势规避风险。

创业教育，给舞台也给压力

据介绍，作为该校首条“创业
街”，当时收到入驻申请的创业项
目超过100个， 评审通过的只有
22个。在评审时，所有项目负责人
对项目进行了多轮答辩和项目展
示，而评审专家按照是否“实际运
营与投资”、“创业团队人员结构
配置是否合理”、“启动资金按项
目预算是否准备到位” 等多项指
标评判。

不过，即便经过了层层选拔、
得到学校大力支持， 创业也不会
是一帆风顺的。22个项目中也有
个别项目因为资质不够、 手续不
全等问题， 目前仍没有开始经营
业务。在采访中，吴云云也告诉记
者，驻街入园，虽然学校不收费，
但创业者仍然有压力。“学校对我
们每年评审一次， 经营不善就把
门面腾给别人。”

“创业教育光给舞台不给压
力， 创新创业就会流于一场秀。”
该校相关负责人说， 创业教育不
能只是“纸上谈兵”，将依托“创业
街”营造浓厚的创业创新氛围，激
发了该校学生的创业意识， 促进
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就业观念。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觅

过去的一年， 中国搏击产
业可以用“井喷”一词来形容。

伴随着这股关注浪潮，长
沙的搏击俱乐部以及搏击赛事
不断增加，受众增多、资本注入
更是让搏击产业滋生出新动
力。这个曾被贴上暴力、血腥标
签的运动正成健身领域新贵。

收费昂贵仍受市民欢迎

日前， 中国综合搏击选手
杨建平创办的“拳星时代”搏击
健身俱乐部在长沙开业。此外，
创始于2011年的力威拳馆在6
年时间里相继在长沙开设了7
家分店。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
年长沙拳馆的数量已达15家。

除专业拳馆外， 如奇迹健
身、C-Sport健身会所等多家
健身房也相继开设了搏击相关
课程。记者注意到，相较于日常
健身，拳馆的收费并不算便宜。
刚刚开业的“拳星时代”搏击健
身俱乐部的年卡收费为6800元
一年。 戈锐泰拳年卡则为5760
元，滴打拳咖年卡为3980元，振
宇拳馆年卡为5980元……

年卡均价在5000元左右的
拳馆， 收费几乎是长沙健身房
的一倍。面对高昂的收费，不少
市民仍对搏击乐此不疲。

多方助力搏击产业发展

“说起专业的擂台比赛，长
沙与擂台的结缘从17年前开
始。‘散打王’ 是中国最早的职
业化赛事， 当时湖南的气氛最
高。”回忆起中国专业赛制的发
展，戈锐泰拳馆的郭先生表示，
“现在的职业拳击已形成了拳
击组织、赛事组织、赞助等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

继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再次发
力体育产业， 政策红利推动中
国搏击产业的迅猛发展。

丰厚的收入也成为搏击产
业的发展推波助澜。2015年福
布斯公布的全球运动员收入排
行榜显示，创造拳击“世纪之战”
的梅威瑟与帕奎奥占据榜单第
一、第二。中国首位WBC轻量级
拳王熊朝忠在2013年的出场费
就达20万美金， 邹市明的出场
费也已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搏击广大的市场潜力也被
资本发现。2016年5月， 阿里体
育、健康猫携手功夫明星李连杰
开启“精武门”综合格斗职业联
赛；更早前，王思聪普思资本投
资中国原创综合格斗赛事《英雄
榜》，实现天使轮融资高达千万。

赛事同质化、盈利模式单一

虽然逐渐成为资本市场新
贵， 但搏击产业在消费市场上
仍不得不面对盈利模式相对单
一等问题。

“很多人认为在健身热之
后，开拳馆一定很赚钱，但其实
这更像是一种雾里看花的盲目
投资。”长沙滴打拳咖创始人陈
鑫坦言， 尽管今年营业额较去
年同期有小幅上涨， 但从整体
上看，拳馆开办两年，几乎处于
收支平衡状态， 淡季还会出现
亏损。

在成熟的运动赛事商业模
式中，赛事版权、门票、赞助以
及衍生周边成为主要收入来
源。其中，凭借赛事版权收取的
转播费数额最大， 甚至超过一
次赛事盈利的80%。而在国内，
赛事变现形式相对单一， 广告
赞助成唯一赢利点， 收视热也
仅停留在受众上， 付费用户稀
缺，与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陈
鑫坦言， 去年他参与举办的
“GAB拳球拳击” 比赛，98%的
门票都是赠票，“因为都是送
的，场面还是很热闹。”

在昆仑决、 武林风等搏击
赛事IP的推动下， 国内的搏击
赛事开始快速发展， 但能被大

众耳熟能详的搏击明星屈指可
数。 随着熊朝忠2014年丢掉金
腰带， 中国有影响力拳王仅剩
邹市明一棵“独苗”。明星资源
不足， 对赛事品牌附加值也带
来影响， 成为中国搏击及其周
边行业升级的阻碍。

“中国历来尚武， 时至今
日， 一直没有培养起真正的拳
击文化。”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
表示， 中国的搏击赛事仍属于
闭门造车阶段， 没有统一组织
规范行为，像昆仑决、武林风等
比赛，都自成体系，行业不规范
是一个大问题。

五年内或迎来一轮高峰

虽然目前搏击仍主要作为
一种观赏性体育存在， 但如前
提到的， 随着它的健身等用途
不断被发觉， 运动意识不断被
普及， 未来发展趋势仍被业内
人士所看好。

“邹市明在30多岁转向职
业拳击之路， 他的明星效应转
变了一些家长的观念， 也促进
了中国搏击产业的发展。”郭先
生对中国的搏击产业看好，“尽
管中国的搏击仍指向‘小众市
场’，但跟十年前相比，无论从
了解程度还是观看热度来看，
都已经有很大的突破。”

对此，陈鑫也认为，搏击作
为一种潮流时尚的运动， 在一
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消费者发朋
友圈的需求，“在5至10年内，中
国搏击或迎来一轮产业高峰。”
同时他向记者透露， 今年有开
设分馆提前布局市场的计划。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
的 搏 击 赛 事 在 学 习 UFC、
GLORY等优秀赛事的同时，还
需要根据自身特点有所创新。
将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详解
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赛事品牌，
才能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搏击
产业的发展之路。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高校创业街：在校大学生当上“小老板”
学生：更像是一个实战平台
老师： 创业教育，既给舞台也给压力

相关新闻 湖南高校“创业街”将越来越多

面对高昂的收费，不少市民仍对搏击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