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幽幽古城， 幽幽山水， 幽幽民

风。 洪江古商城———这座沉静在湘

西群山怀抱之中的千年古城， 三年

前还是“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小家碧

玉，三年后已是青春焕发、眉飞色动

的活力少女。

是谁将洪江古商城的名气传播

开来？是谁导演着这洪江旅游的大剧

目？他就是湖南天一集团董事长宋正

群。

2005年，宋正群经朋友介绍了

解到洪江古商城，一番考察后，毅然

决定组建湖南天一集团投资洪江古

商城旅游开发项目。而在此之前，他

是湖南建工集团南方工程总局副董

事长，全国优秀建筑项目经理，他负

责的项目曾两度获中国建筑质量最

高奖“鲁班奖”，这在省内为数不多。

从建筑业转战旅游业，2007年宋正

群又荣获“全球华商旅游行业十大

管理英才”称号。

古城羞涩半遮面

商界风流往往独具慧眼。 宋正

群考察洪江古商城之时， 那里还寂

寂无名。“但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别

人，这里值得开发。洪江古商城的资

源具有稀缺性。 源于春秋， 成于盛

唐，盛于明清，历史悠久，且保存完

好，包括烟馆、商铺、青楼、会馆、戏

台等380多处遗址种类繁多、 内容

丰富”，走进那一栋栋装满商业传奇

的窨子屋， 触摸那一面面充满文化

内涵的封火墙， 古商城七冲八巷九

大街深深吸引了他。 而洪江的商道

文化更是引起了他极大的共鸣。“吃

亏是福”、“鱼龙变化”、“对天勿欺”

等， 这些理念曾经支撑着无数商人

在洪江实现财富梦想。

“洪江古商城文化具备独特性

和完备性。 在湘西偏远地区能形成

烟火万家的商业巨镇， 不仅仅得益

于古代洪江优越的水运条件， 更得

益于洪江体系完善、 意义深远的商

道文化， 是文化让一座地处崇山峻

岭的商城成为湘西明珠。 洪江古商

城蕴含的商道人文正是源自我们本

民族的精神， 这无疑为当代经济社

会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将这种文化弘扬开来， 也是为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

文化支撑与信念支持。”

风流再现盛景中

看到不复当年盛景的洪江，生

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洪江人民， 宋正

群欣然感叹， 只有旅游才能带动当

地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发家致富。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精心打造， 洪江

古商城旅游逐渐在全国火热起来。

现在洪江古商城与张家界、凤

凰古城成为湘西最有活力的旅游目

的地，洪江、凤凰、平遥、丽江也已结

成姐妹古城。

在着力开发古商城旅游的同

时， 宋正群还斥巨资开发了一条旅

游商业文化步行街。现在走进洪江，

闪亮入眼的是一条长约八百米、占

地面积五万平方米的洪江福街。即

将完工的洪江福街与古商城交相辉

映， 成为洪江的又一城市形象与文

化坐标。

“绵绵长街，店铺林立，这里将

是洪江古商城一展昔日繁华与风流

的盛景再现。对于现代创业者来说，

为洪江旅游提供吃、住、行、游、购、

娱等多元便利的洪江福街， 将是财

富复兴的梦想家园。”宋正群胸有成

竹。

■实习记者 彭霞

受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委托，在

沪教育部直属高校毕业研究生就

业工作协作组， 通过对全国24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7个各级地

方政府部门、117所高校、15922名

高校学生（包括部分已毕业学生）、

309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后，近日推出了最新的“高校毕业

生自主创业研究报告”。

报告所指的高校毕业生创

业，是指高校学生在就读期间或

毕业5年之内从事自主创办、经

营企业的行为。 调研结果显示，

从全国情况看，75.22%的大学生

想创业， 但只有1.94%的大学生

真创业了。

这直接反映出我国高校毕业

生创业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创业绝对人数比例小， 创业项目

高科技含量少； 其次是大学生创

业能力有不少薄弱环节， 反映了

高校创业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缺

陷；第三则是融资渠道不畅，缺乏

创业资金。报告认为，推动高校毕

业生创业，需要政府、高校、产业

三方携手进一步努力。

在不同的高校，学生的整体

创业热情也有不同。在接受调研

的117家高校里，有33.92%的高

校，学生创业热情“非常高涨”或

“比较高涨”；略过半数的高校学

生创业热情一般； 也有9.40%的

高校， 大学生对创业不太感兴

趣。这其中有高校的创业教育和

氛围影响，与高校所处的地理位

置也有关系。

调查显示， 就读或毕业于

沪、京、浙、苏、粤等地高校的毕

业生创业人数远大于其他省份，

其中上海地区的创业大学生人

数最多。 这些高校集中在长三

角、珠三角、大都市和沿海发达

地区，一方面有地方经济因素的

推动，另一方面，这些地区高校

密集， 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客

观上也对毕业生创业起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

■据上海青年报

必胜客里3个女人的“一台戏”

她想做长沙最会做比萨的人

她们说：不放弃梦想丑小鸭也能变白天鹅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研究”报告出炉

想创业的太多，真动手的太少

上海大学生创业最多

他让洪江古商城

“财富复兴”

三年前刚刚进入必胜客的

时候，许婕妤还是一个不谙世事

的学生。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精

通采购、管理、人力、企划，能够独

当一面的餐厅经理了。

8月10日下午， 刚刚从公司

企划部回来的许婕妤一到餐厅，

就耐心地检查了一遍餐厅的桌

椅和餐具，为即将到来的就餐高

峰做准备。这，已经成为她的一

个工作习惯。

“餐饮行业看起来简单，其

实要学的很多。”许婕妤说。她刚

进入必胜客的时候，很多事情都

不懂，但是不服输的她事事先行

一步，不仅利用空余时间一遍又

一遍地练习，还自己掏钱买了很

多书籍，从中积累了大量餐饮行

业的知识。

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许婕

妤又主动申请调到不同的岗位

工作，“每个餐厅都有自己的特

色，见识得多了，自己的能力也

就提高了。”三年时间，她从株洲

到长沙、 从见习助理到餐厅经

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

2008年6月， 许婕妤晋升为

餐厅经理， 不久就被调到了长沙

的中央广场店， 正赶上中央广场

店装修后重新开业。企划、采购、

管理……一大堆的事情摆在许婕

妤的面前。“我就细致地罗列出所

有的事情，按照重要、紧急、重要

非紧急、紧急非重要的坐标区间，

一件一件地解决。”眼看第二天就

要开业了， 要求严格的许婕妤又

发现卫生还没达到理想的标准，

就一马当先， 带领同事们搞了一

整天的卫生。“当时大家的腿都软

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喊累。”

工作之余的许婕妤是一个

音乐爱好者， 她弹得一手好钢

琴，还是公司有名的“金嗓子”，

去年在公司组织的卡拉OK大赛

上获得了冠军。

“我妈妈会做比萨！” 桂燕

如的儿子提起妈妈来， 总是充

满了自豪的表情， 还几次特意

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品尝妈

妈亲手做的比萨。

36岁的桂燕如原本是沅江

一家汽修厂的员工， 后来因为

单位效益不好下岗了， 只得随

丈夫来到长沙。 桂燕如用略带

益阳口音的普通话说：“像我这

个年龄的人， 出来找工作不容

易， 我很珍惜现在的这份工

作。”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回

忆起刚刚进入必胜客的情景，

桂燕如显得有些凝重，“我记忆

力不好， 很多要点都要背好几

遍才能记住。”桂燕如把每个要

点做成小笔记放在口袋里，经

常睡觉之前还要复习好几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 桂燕如很快

就熟悉了内场的所有流程。

做饼是她的拿手好戏，很长

一段时间，她和另外一个阿姨负责

起了整个餐厅做饼的工作，去年还

代表餐厅参加了冠军挑战赛。

桂燕如的脸上总是挂满亲

切的笑容， 对每一个从身边经

过的同事， 她都乐呵呵地打着

招呼。 她经历了下岗经历了寻

觅的痛苦迷茫， 但是她没有放

弃追求和梦想， 她收获了充实

和快乐。 ■记者 王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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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做比萨，儿子很骄傲”

见识多了，能力也就提高了

7年前， 李静还是怀化一家

小医院的一名普通医师，过着平

淡闲适的生活，却离自己心中的

梦想越来越远。于是，她只身来

到长沙。现在，她已经是长沙必

胜客五一广场店的餐厅经理，她

说，在这里找到了久违了的梦想

和激情。

“那时候，我没有工作，没有

住房，只带着几件随身换洗的衣

服。” 李静回忆起刚到长沙的时

候，感慨地说，“刚好必胜客在招

人，我就这样带着些迷茫和不安

进入了这样一个全新的行业。”

放下手术刀拿起餐刀，从医

生变成服务员，刚开始，这样的

转变让李静多少有些不适。可

是， 看着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

曾经涌动于心中的激情又再次

被激发了， 她暗暗下定决心，我

一定能在长沙成功！

“吃得苦、耐得烦、热心肠”，

是同事们对李静的评价。这个来

自怀化的小姑娘，凭着一股子韧

劲，很快就掌握了工作的所有要

点，成为餐厅有名的技术能手和

服务明星。2007年她顺利晋升为

餐厅经理，拥有了自己的餐厅和

团队。“她的姿势，就是我们的动

作标准。” 新来的员工李凤说，

“她已经两次代表餐厅参加冠军

挑战赛了。”

“之前我连比萨都没见过，

现在已经在长沙安家了，还有了

一个可爱的宝宝。” 李静羞涩地

一笑，亮出了中指上的钻戒，“我

和我老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必

胜客。”

谈到未来， 李静充满了憧

憬：“我会一直在必胜客工作下

去，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朋友，

我的梦想……”

追逐梦想和激情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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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下午3点，随着中午就餐高峰的结束，长沙必胜客王府井店的餐厅经理李静

利用难得的闲暇时间，给新来的同事蒋云示范摆放餐具的动作。

许婕妤是李静的好朋友，是必胜客家润多店的餐厅经理，此时，她正在长沙总部讨

论新品上市的企划方案。

不远处，桂燕如正在内场紧张地清点着下午的考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