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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资金支持和技术配

合， 迅速的扩大再生产开始

了，又有两个朋友加入到了核

心团队中。小伙子们明白质量

是产品永恒的主题，“开始增

加品种，高、中、低档产品开始

明 晰 分 类 ， 价 位 设 置 在

40-150元不等。 还设计了正

式的包装盒，整个产品的形象

都得到了提升。”

同时，他们在网上开了个

淘宝店，还请了专门的推广人

员， 开始了网络及各地的推

广。“有一个姐姐在网上买了

一幅回家绘制后也想经营，在

雨花亭开了一家店，成为我们

第一个经销商”， 王子介绍，

“我们现在有了一些消费者同

盟， 他们在论坛上探讨交流，

有的还开始交易自己画好的

作品，形成了另一个市场。”

目前，全国各地梦幻新油

的实体经销店有200多家，在

购置新的厂房和机器后，年产

能够达到12万幅。“现在国内

也有了几家竞争对手，但我们

的地位还是稳固的，他们都是

跟着我们的步伐。北京、上海

等地数字油画已经非常流行，

我们相信长沙等二线城市很

快也会刮起旋风。” 谈起未来

的前景，王子和他的兄弟们信

心满满。

■实习记者 彭霞

创业扶持：强强联手

在酒水行业， 团购已经日

益成为主流的销售渠道， 但这

种方式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这个门槛把许多意图在酒水行

业创业的人士拒之门外。日前，

湖南赊店明窖酒业有限公司联

手“前行·中国”展开大型创业

扶持公益活动， 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

湖南赊店明窖酒业有限公

司是中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高

端白酒运营企业。2008年起，湖

南赊店明窖酒业有限公司与河

南赊店酒业有限公司强强合

作，开发出赊店明窖、赊店清窖

等多款产品， 在湖南白酒市场

引起强烈反响。 随着金融危机

的到来， 湖南赊店明窖酒业有

限公司本着回馈社会， 与创业

者共同前行的宗旨，与“前行·中

国” 大型创业就业活动联手，展

开大型创业扶持公益活动，以

1000万元扶持100位团购创业

者为手段，先后进行了“赊店团

购创业扶持校园行”、“赊店团

购创业扶持公益活动” 等一系

列活动， 吸引了众多创业者前

来报名申请。

低门槛： 一定的社会资源+

创业申请

赊店明窖酒业有限公司徐

建华介绍， 此次活动的门槛非

常低， 创业者只需拥有一定的

社会资源， 向赊店明窖提交自

己的团购创业计划， 即可获得

赊店明窖提供的10万元创业扶

持、全程团购培训、市场辅导等

多项扶持。危机之中自有机遇，

这次活动对于许多资金并不宽

裕， 同时怀揣创业梦想的人士

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也为

众多企业反哺社会提供了良好

的示范作用， 提升了企业正面

形象。

活动扶持名额为100名，目

前，第一、二批创业扶持名额已

经从众多申请人中脱颖而出，

获得每人10万元的创业扶持。

基于前期良好的社会反应，第

三批面向社会的创业者招募正

在进行中，徐总表示，有志于加

入酒水行业的创业者可以向赊

店明窖提交创业申请， 获得创

业支持。

创 业 扶 持 热 线 ：

0731-85506666。

■李罡

大学生创业困局

以往，很多大学生以为一进

大学校门就进了保险箱，找工作

肯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连

续几年的就业难让大学生就业

观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在校生

未雨绸缪，在进行职业发展规划

时更加理性和脚踏实地，在努力

学习专业知识之外积极进行各

种实践，锻炼动手能力和积累社

会经验，使自己未来就业或创业

更具竞争力。

一项针对今年大学毕业生

的调查发现，虽然大学生创业实

践的热情很高， 但成功率不高，

70%的大学生在进行创业实践

三个月以后，半途而废或以失败

告终。创业指导专家指出，准备

不足仓促上马和眼高手低不切

实际，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低的

主要原因。建议大学生创业前一

定要在心理、企划等各方面做好

充分的准备，放低身段在实践中

锻炼本领，深入到市场中去寻找

商机，才能走上创业成功之路。

创业“四大法宝”

大学生创业要具备四个

条件，才能有利于创业的顺利

开展。

一、经验

大学生长期呆在校园里,对

社会缺乏了解, 在市场开拓、企

业运营上, 很容易陷入眼高手

低、纸上谈兵的误区。因此,大学

生创业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

方面,去企业打工或实习积累相

关的治理和营销经验； 另一方

面,积极参加创业培训,积累创

业知识,吸收专业指导,进一步

提高创业成功率。

二、资金

一项调查显示,有四成大学

生认为“资金是创业的最大艰

苦”。的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没有资金,再好的创意也难以转

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资金

是大学生创业要翻越的一座山。

大学生要开拓思路， 多渠道融

资，除了银行贷款、自筹资金、民

间借贷等传统门路外，还可充分

应用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融资

渠道。

三、技巧

用智力换资本,这是大学生

创业的特点之一。一些风险投资

家往往就因为看中大学生所把

握的先进技巧， 而愿意对其创

业规划进行赞助。因此，打算在

高科技领域创业的大学生，一定

要注重技巧创新， 开发具有自

己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吸引投

资商。

四、才能

大学生由于长期接受应试

教育，不熟悉经营“游戏规则”，

在理财、营销、沟通、治理方面的

才能广泛不足。要想创业获得成

功，创业者必须技巧、经营两手

抓。建议可从合伙创业、家庭创

业或低成本的虚拟店铺开端，锤

炼创业才能。

■彭霞

几个长沙大男孩发明推广一种“神奇软件”

你也能成为油画大师

他们的梦想：在长沙刮起数字油画旋风

赊店明窖1000万资助团购创业者

零投资，零门槛，提交创业申请即可开始创业

王

子

正

在

创

作

在长沙中山亭一座新楼的工作室里，记者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子和他的兄弟

们，几个高大帅气的大男孩。对于去年从长沙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王子和

张轩来说，这一年多的时间是一段艰辛、困苦、充实、成长纠结缠绕的寻梦之旅。而

今，他们的梦想结晶———梦幻新油数字油画奠定了业内的专业地位，但从他们神采

飞扬的眼神和话语中不难感觉到，青春无敌的他们追逐梦想的脚步才刚刚开始……

大学生创业受困

“眼高手低”

4大条件不可缺

大四临近毕业时，王子和

张轩明显感觉到了就业的压

力，工作不好找，于是萌生了

自己创业的想法。热爱画画的

王子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

念头：为什么不能设计出一种

产品，让更多没有经过专业训

练的人也能轻松地画画呢？

“现在看来是和十字绣有异曲

同工之妙，十字绣是用不同颜

色的线，我脑海中构思的是用

画笔蘸上颜料去填，像真的画

画一样。”王子这样构想。

灵感一来， 即可行动。通

过查找相关资料和信息，他们

发现国外已经有类似产品，但

国内还未出现。此时摆在他们

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产品

的研发：数字板的设计和颜料

的调配。对电脑软件应用有一

定研究的张轩和对平面设计

有专攻的王子，形成了最紧密

互补的黄金搭档， 开始了2个

月的紧张研发。“这个过程相

当辛苦， 在技术攻关阶段，三

天三夜没有睡觉。”

兄弟俩一咬牙， 搞出了

一套数字油画处理软件。“通

过这个软件的分析， 将油画

的所有颜色简化， 通过数字

编码技术制作出一个数字底

板， 分成很多标有数字的小

色块， 数字相同的色块表示

要填相同的颜色， 再将调配

好的对应颜色填上去， 全部

填完之后， 一幅精美的油画

就呈现出来了。”

第一张数字底板制作出

来，“第一个用户是我妈妈。我

妈没有任何绘画基础，但我给

她一讲， 她很快就了解了方

法，不多久就画了一幅出来。”

妈妈很支持儿子的创业想法，

当即拿出了3000元钱， 王子

有了第一笔创业基金。

第一批产品的出炉可谓

“费尽心机”。油画的数字底板

制作不成问题，但颜料盒的采

购却遇到了阻碍。眼看正面接

触不能解决问题，王子灵机一

动，“我就佯装成一个大客户，

要求对方寄点样品过来，就这

样‘骗’来了第一批盒子”，谈

起当初的“小伎俩”，王子有些

不好意思。而颜料的采购他们

想到了文具店，买了价格比较

贵的颜料进行调配，两个小伙

子初涉商场没有成本控制的

经验，导致产品卖出后发现没

什么利润可言了。

200幅产品出来了， 怎样

销售出去呢？ 一筹莫展之际，

他们走到了一个艺术培训机

构的门口，看到进进出出的小

孩子，马上跑去与机构相关人

员接洽。对方看到是几个年轻

人创业，出于支持同意让他们

在门口摆个摊位做推销。

“眼看都快放学了， 自觉

无聊就拿出一幅自己来画，没

想到吸引了不少孩子过来。”这

个“意想不到”让他们改变了策

略：欢迎试画。看到孩子你一笔

我一笔兴趣盎然， 虽然要78块

钱一幅， 不少家长却掏钱买了。

三四天时间，200幅一售而空，

“这样也就挖到了所谓的‘第一

桶金’，能够扩大再生产了。”

第二批产品的销售， 他们

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不过还多了

步行街的地摊。 没想到的是，这

一次摆摊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

第一个投资商。“一个多年没见

的叔叔看好我们的产品，决定

投资这个项目。”王子说。仅管

销售推广比较被动，但所幸的

是产品的创意有市场的潜力。

让每个人都能拿起画笔

从地摊起步的推广

刮起DIY数字油画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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