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是湖南师大学
生，2008年大学毕业的邓
贤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多种
创业。如今，因“战壕”养
鸡，他被称为长沙“鸡王”。

邓贤告诉记者， 家里
供他上大学几乎花光了所
有积蓄，“我有时候故意睡
到中午， 这样就不会觉得
饿。”谈起那段时光邓贤发
誓以后再也不能过这样的
生活。“我从大二就开始创
业了， 到大四毕业时已经
积累了60万的创业资金。”

从合办俱乐部到协办
球王争霸赛，从倒卖鞋子到
贩卖床上用品，邓贤几乎涉
足各行各业。“每到新学期
开学，我就会提前查好哪些
学校可以自带床具，然后在
学校门口摆摊贩卖”， 从一
个学校到14个学校， 从总
盈利 2000到日均 40000，

“当时有个学校， 开学四天
学校只发了八床被子，其余
的全被我们垄断了！” 邓贤
骄傲地说，多次成功让他更
坚定了毕业创业的决心。

刚毕业那几年， 他和
兄弟们一起办养鸡场，但
过程并不顺利。 先是禽流
感使得土鸡的销量深受影
响， 后来突发洪水一下亏
损了近15万，“兄弟们迫于
生活压力， 一个个相继退
出，打算另谋出路。”邓贤
眼中的泪水开始打转。

历经10年磨难， 邓贤
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
生态养鸡法。为提高鸡肉的
口感和营养，他特意在鸡场
内挖出一条条“战壕”。“这
些鸡在一个山堆上吃完食
后， 要想到另一个山堆，就
必须得飞过去。”邓贤介绍，
挖“战壕”的目的主要是想

增加鸡的运动量，这样养出
来的土鸡，不仅鸡翅尖的脂
肪含量更低， 而且在营养、
口感等各方面也会好很多。

作为一名80后， 他和
同龄人一样喜欢玩QQ、微
信， 因此在线上线下同时
进行土鸡销售， 线下多是
熟客上门，采用会员制，即
先充钱预订再消费， 线上
则在各片区建立了微信
群，直接送货上门。

“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600万， 明年我打算启动下
一个基地，打造出湖南最好
的五星级生态养鸡农庄。”
邓贤告诉记者，经过这么多
年的打拼，他觉得大学生还
是应该先积累工作经验再
创业，而要想成为一名成功
的创业者，首先要有一颗强
大的心脏， 而且要吃得苦、
霸得蛮、耐得烦。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及
30余所高校及单位联合发布
了《2017年中国大学生创业
报告》（下称《报告》）。《报告》

显示，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持续高涨，
近九成大学生考虑过创业， 并呈现低龄
化趋势， 且电商和服务业是大学生选择
创业的“主战场”。

如今，大学生创业已然成为一种“潮
流”。那么，目前，大学生创业者是怎样的
画像？有哪些“坑”需要注意？近日，两位
都有过大学创业经历的师大人走红网
络，记者采访了他们。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实习生 金琪 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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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稳”说“NO”，近九成大学生想创业
电商和服务业是大学生创业的首选 专家：光有激情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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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近三成大学生创业意愿强

据了解，该报告调查范围遍布全国各地
区52所高校、5000余名师生。根据《报告》，大
学生创业意愿持续高涨： 有一定意愿的占
57.9%， 从没想过的为12.1%，26.2%的在校
大学生有强烈或较强的创业意愿，与2016年
相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更有3.8%的学生表
示一定要创业。

对于创业驱动力，《报告》显示“赚钱”并
非大学生创业的首要驱动力，31%的大学生
创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追求“自由自主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18%的大学生创业是想“实
现个人理想”，10%的大学生则是因为发现
好的商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出于
赚钱动机而创业的大学生比例由2016年的
16%增加到26％，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说
明大学生的创业动机日趋务实。

针对“你想在哪个领域创业？” 这个问
题，24.35%的选择高科技创业，21.27%选择
经营店面，15.27%的选择电商微商， 紧随其
后的是占比12.98%的“代理加盟”和12.94%
的“专业服务业”，剩下的10.12%选择了“校
园服务”，这反映了“互联网＋”对消费行业
的影响逐渐加深。而75%的大学生在自己最
擅长的领域创业，只有25%的大学生曾有过
“跨界”创业。在对“你认为创业最困难的是
什么？” 的回答中，“缺乏创业资金” 的占
61.37%，其次是“缺乏社会关系”占15%，而
还有11.6%认为是“缺乏管理经验”。

调查：大学生创业动机日趋务实

在湖南大学生眼中，“大学期间创业”是
怎样的“存在”？长沙理工大学大四学生张瑜
目前已经在深圳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结
合自身经历， 她表示并不支持大学生创业，
“媒体更多的是报道创业成功的案例， 给大
家造成了‘创业容易’的错觉，但是实际上成
功的几率很小。”她告诉记者，很多大学生处
理事情经验不足，同时大学生创业可能目标
性不够明确。张瑜建议，在社会中磨合一段
时间后，发现了不错的商机再去尝试，这样
可能创业成功率会更高。

26岁的金德领毕业不久，他曾是长沙一
家动画公司的职员， 后来公司不景气，“被
迫” 选择了和朋友们合伙开办工作室创业。
他认为，大学期间学的是知识和技能，而创
业则是把所学运用到实践中。“最大的收获
是学会了自强，不像上班，每天只需要做好
本职工作，创业后什么都得自己去想去做。”
金德领笑道，比起鼓励大学生创业，他认为
大学期间更重要的， 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
好，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创业学不是经验学、不
是运气学， 而是一门已经逐
步完善的系统科学。 由自发
性的创业之路， 走向自觉性
的创业之路， 需要具备完善
的创业科学观、 创业科学知
识及方法。”中南大学商学院
教授张运生对创业有一套独
到的见解， 他用公式精辟地
描述了创业的复杂机理：创
业=产品切入点+经营+管
理。奉行“行行出状元、条条
大路通罗马”的创业观念，往
往让创业者投入比别人多一
百倍的精力， 但却还得不到
别人百分之一的收获。而“女
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观
念， 更有利于指导创业者遴
选产品切入点，事半功倍，捞
取创业第一桶金， 为日后发
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张运生教授指出，企业内
存在两大类型的基本活动：经
营与管理，两种活动存在千丝
万缕的联系，但是，如果创业
者不能很好地将两者区分开
来，将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创
业者。“三流人才视经验如生
命； 二流人才视经验若存若
亡； 一流人才视经验如粪土”
是创业规律与基本思想。“如
今的创业就像是宽进严出的
大学门槛，入门容易但毕业很
难。如今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
为2%-3%，因此光有激情是远
远不够的。”

张运生教授建议， 在校
大学生们应该不断地完善自
己在经营与管理领域的知识
结构， 该知识结构可以扩充
自己的信息领域， 可以让自
己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以
便现在或将来创业过程中不
断地学习，有效地突破“不知
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一“无
知”困境。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李斌教授认为，“不可
否认的是，公务员、国企等‘铁
饭碗’依然是很多年轻人向往
的职业选择。但残酷的竞争压
力和狭窄的上升通道，让一部
分人不得不走上探索新兴职
业、独立创业的道路。”在李斌
教授看来，大学生在校创业的
意义不能用首次创业的成败
来评价，而应更关注创业实践
对创业人才培养的价值。“一
个人的奋斗期很长，创业过程
中能力增长、 有了社会担当，
甚至发现不足，都能为未来的
成功奠定基础。”

理性思考
创业要“厚积薄发”

大二创办文化传媒公
司，大三“跨界”创办湖南
阳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期间荣获多项创业类
比赛的省奖、国奖，更凭借
创业竞赛保研……23岁的
湖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王
洋冷静地说：“创业是我大
学生涯最难忘的经历，也
可能是我这辈子都会引以
为傲的一件事。”

大一下期， 由于表现
出色， 王洋被老师推荐进
入双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公关部实习， 他开始
崭露头角并成功举办了两
场针对银行高级客户开展
的传统文化培训项目，也
因此收获了人生中的“第
一桶金”，达十几万元。

时机逐渐成熟，王洋怀

揣攒下的钱，和几个同学一
起，着手实施他们筹划已久
的创业梦———创办湖南六
翼传媒公司。 可接下来，因
经验不足，他办砸了一个大
活动，“已经拥有10多万粉
丝的公众号开始‘疯狂’掉
粉， 广告方全都取消了合
作，那两个月可以说颗粒无
收。” 他聘请了不少社会专
业人士，那段时间连他们的
工资都发不出。

大三时，一次偶然的机
会，王洋遇到两位志同道合
的创业伙伴———熊博、易星
舟。三人一拍即合，瞄准智
慧城市概念，以“太阳能路
灯控制器”和“节能照明管
理系统” 专利为技术核心，
王洋负责跑市场，另外二人
则负责绿色环保、低碳节能

的智慧照明产品解决方案
的技术研发。

“公司设计的路灯能够
根据多因素， 如人流量、车
流量，来进行智能调节。”王
洋自豪 地说 ，2017年至
2018年初， 团队分两次获
得了600万投资基金。“目
前，产品已在全国多省市投
放，市值规模达千万。”

在王洋看来，大学生在
校创业首先心态要摆正，不
能是跟风创业。其次要坚持
不耽误学习的原则，学习是
首要任务。“既然走上了创
业这条路就一定要坚持下
去， 创业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可能会失败，如果拥有
足够的意志、 好的心态，且
对这件事情十分热爱，那就
努力去尝试吧！”

湖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王洋在“星空网络文化工作室”办公。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金琪 张娜 摄

“阳光”在“风雨”后

大学创业成就长沙“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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