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用画笔和颜料绘就一幅幅美丽的画，如

今我用砖头、创新思维绘就了一幅看得

见，摸得着的画，画的名字叫‘乡村振

兴’。”河南省嵩县三合村手绘小镇创始

人冯亚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大

力发展写生产业，曾经偏远闭塞的穷山

村——三合村，如今变成了花墙黛瓦的

特色手绘小镇，2018年底村里的 132户

贫困户也全部实现脱贫。

走出去的“山里娃”
坚持回到大山创业

三合村地处伏牛山深处，是一个深

度贫困村，土壤贫瘠、山高路远、地广人

稀，“一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2014年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占到了村里人口的

1/3。然而，潺潺的汝河依偎在三合村

的怀抱之中，静谧古老的村落、原生态

的绿水青山……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成

为三合村的稀有资源。

33 岁的冯亚珂是三合村土生土长

的“山里娃”，2004年，他考入洛阳师范

学院学习油画，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

学生之一。学生时代的冯亚珂每年都

会跟随老师到山区采风。每每看到写

生基地的老屋、老树，他都会想到自己

的家乡，想到创业。“山清水秀、梯田连

片、古朴自然的三合村，不就是一个天

然的写生基地吗？”

2009年，大学毕业后的冯亚珂响应

国家号召参军入伍，两年的军旅生涯，

锻炼了他的意志，使他有了更多的担

当。2011年，冯亚珂从部队转业后，辗

转到郑州与朋友共同经营一家画室，从

事艺术培训。然而，执着的冯亚珂一直

将创业梦想放在心里。2012年，他在老

家入了党。

2016 年年初，冯亚珂毅然离开城

市，回到生他养他的大山深处，决定开

始发展写生产业。“村里很多人连写生

是什么都不知道，跟他们说要建写生基

地，很多人虽然嘴上没说，但我知道我

成了他们眼里的‘怪人’。”冯亚珂说，家

人朋友最初也是不支持的，但他始终没

有放弃自己的创业梦想。

打造“手绘小镇”
绘就乡村脱贫路

“与旅游景区的精致相比，写生基

地更加追求原生态，无需大量投资、过

分雕琢。”冯亚珂说，门前的浅水河流被

碎石包围，与远处的山峦交相辉映，“春

有绿叶，夏有红花，秋赏红叶，冬雪绵

山”，每个场景都是一幅浑然天成的画

作。

开启创业的第一步，冯亚珂从亲戚

朋友处筹措 120多万元，拆掉了自家的

旧房，建起了家庭宾馆。从宾馆结构设

计到内部装修，冯亚珂凡事都亲自上

手。2016年 8月，一栋别致的四层小楼

拔地而起，成为全村最气派的建筑。随

后，一个个写生团队纷至沓来，一床难

求，短短两个月时间，宾馆累计接待了

1500人。

而后，三合村在

业界声名鹊起，数十

家高校、画室慕名而

来，建立写生基地。

初次创业的成功增

强了冯亚珂的信心，

也为村里脱贫攻坚打

开了新路子。2017
年开春，当地政府专

门成立了建设指挥

部，打造伏牛山写生

基地，并搭建了文化

广场、路标路牌等基

础设施。

一年间，三合村

家庭宾馆从 1 家增

至 20 多家，还建设

了写生亭、展示墙，

修复了老井、旧宅、

豆腐坊等景观，“手

绘小镇”的美丽画卷

徐徐铺开。以写生

基地为依托，“手绘

小镇”的发展也直接

拉动了群众就业，催

生了一批山村新业态，三合村搞起了旅

游、农产品直销等特色产业，走上了红红

火火的脱贫之路。2018年底，全村贫困

户全部实现脱贫。

红火起来的“写生经济”，让乡亲们

认准了这个年轻人。2018年 5月，在三

和村两委换届中，冯亚珂高票当选村党

支部副书记，成为村干部队伍中最年轻

的面孔。

一支小画笔
带动全村人富起来

从2016年创办“手绘小镇”至今，每

当山花烂漫亦或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三

合村都会迎来一群群“写生大军”。“以

前村里总感觉缺乏生机，如今感受最深

的是村民们更有精气神儿了，日子也更

有奔头、更有盼头了。”冯亚珂说，如今

村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也通

过自己的双手实现了致富梦。

据冯亚珂介绍，今年56岁的张嵩现

因少年时的一次意外失去了右腿，但

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他丧失生活的

信心。在政策的扶持下，张嵩现开始

试着养蜂，三合村的“车水马龙”，也

让张嵩现的蜂蜜打开了销路，来他家或

者在网络上找他买蜂蜜的人越来越

多。2017年，张嵩现成功脱贫，他准备

带领更多贫困户和残疾人共同致富奔

小康。

冯亚珂说，“手绘小镇”也带动了村

里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他们开起了家

庭宾馆，做起了小生意，如今在三合村，

处处一派生机、红红火火的景象，还带

动了周边 5 个村落也发展起了民宿旅

游。“近几年，我们每年都接待近 5万人

次的游客。不过现在处于疫情防控期，

前来旅游写生的人少了很多。”冯亚珂

说，他每天都在思考，手绘小镇要怎么

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这种忧患意识、创

新思维始终指引着他要带领全村人一

起富起来。

“未来，我希望‘手绘小镇’能成为

一个品牌，通过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带动更多的乡村走上脱贫致富路。”冯

亚珂说，返乡创业的经历也让他收获了

很多，感受到人才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

用，“扶贫先扶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回到家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

创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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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小贴士

“从最初的区域预选赛到决赛，再

到获得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互联

网行业总决赛初创企业组二等奖，一

路走来，在与优秀同行交流和同台竞

技过程中，收获满满。其中，站在互联

网行业总决赛的赛场上，心情十分忐

忑，但也备感振奋，能与诸多优秀企业

同台本身就是对我们发展的一种肯

定。”上海和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范向伟表示。

创业之梦起航

2011 年从上海大学会计学专业毕

业的范向伟进入一家大型跨国投资机

构，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接

触了各种类型的投资项目，对新兴行

业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范向伟说，在从事了一年多的股

票行业分析过程中，自己看到了移动

互联网和大数据行业的巨大发展潜

力。“短期来看，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

会让生活方式发生某些改变，但长期

来看则是颠覆性的。”

为了在大数据时代能有更好的未

来，范向伟决定先充实自己，他毅然辞

职，经过一年时间苦读，考上了上海交

通大学数学系统计学专业——大数据

的一个基础学科。在成功考取上海交

大硕士研究生后，范向伟一方面学习

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在关注行业发

展。他说：“由于学的是数学和统计方

向，我发现技术发展虽然很快，但是却

有一个很大痛点：工程师和科学家群

体很难把其所学的知识‘用起来’，很

难转化为商业上可行的项目。于是，

我就组织了数据分析师俱乐部，聚集

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大家一起来交流，

把大数据与真实业务结合在一起。在

这一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包括上海和今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的创始团队）。大家一致认为，应该

建立一个网站，于是‘科赛网’应运而

生。”而此时的范向伟刚刚开启硕士研

究生二年级的学习和生活。

解决大数据时代新痛点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

落地，数据化转型已是各大科技、金融

公司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早期的科赛

网则是数据竞赛平台和数据人才社

区。“在社区上，我们会把企业的问题

抛给专业人才，专业人才需要与他人

组队合作，同时和其他团队竞争，最

终才能得到企业、政府、学术机构的

认可。而一旦得到认可，收获则不仅

是鼓励和荣誉，还有‘真金白银’，用

物 质 的 激 励 去 认 可 专 业 人 才 的 创

造。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范向伟介绍，由于切中行业痛点，在

创业当年他就拿到了天使投资。

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再次浮出

水面——创业需要艰辛付出，学习需

要努力刻苦，二者又该如何做好平衡

与取舍？“拿到天使投资之后，在接下

来的半年创业过程中，我与创业团队

都清晰意识到：学习与创业无法做到兼

顾，必须有所取舍。一番权衡之后，我们

选择了休学去创业。这个选择虽然非常

痛苦，但换个角度看，创业又何尝不是另

一种形式的‘学习’？”范向伟说。

短短数年时间，上海和今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的和鲸科技拥有了和

鲸社区与数据科学平台 Kescilab 两大

版块，和鲸社区就像一家企业的“云端

实验室”。“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

技术的落地，数据化转型已是各大企

业面临的问题。但一家企业要做数据

化改造，常常需要耗费上百万的成本，

更不用说招揽到本就稀缺的数据科学

人才。”范向伟介绍，在和鲸社区上，企

业可以付出相对可控的成本，建立自

己的数据科学任务并发布悬赏奖金，

全网聚集的数据科学爱好者可以自由

申请参加。“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企业和

人才进行链接，让数据创新的需求和

供应之间发生‘化学反应’。”

创业初心不移

对于在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

创业的经历，范向伟直言“非常不容

易”，并且要有足够的承压能力和坚定

不移的决心。

“创业过程中，拥有充足的流动资

金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排在首位的

问题。只要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是技

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的难度并

不太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保持

对事业的执着。能否承担更大责任、

承受更大压力，去做一件自己认为有

意义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范向

伟说。

“企业和消费者都希望创新：企业

想通过创新研发新产品和拓展新服务

来占领更大的市场，消费者希望通过

创新产生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来满足自

身新的消费需求。当前，很多创新都

源自创业者，然而，创业企业和创业团

队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种种因素‘干

扰’，也很可能会偏离原定的发展轨

道。”范向伟表示，创业团队要有自己

的核心价值，这既是创业的初心，也是

发展的长远规划，是鼓舞创业者一路

坚持下来的“信心之源”。“创业是一件

风险很高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于发展过程中的‘变’或‘不变’，应

该审时度势、仔细斟酌，但是创业的初

心不能变。”

“6年时间，相隔 4116 公里，我用一

颗红枣，打开了从新疆和田到江西南昌

的梦想之路。”生于 1993 年的南昌阿布

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驼教

授”品牌创始人米拉迪力·麦麦提阿伍

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第一故

乡新疆和田以盛产红枣而闻名，第二故

乡南昌以红色革命为傲，这是我深爱的

两个地方。”

“我为新疆红枣打CALL”

米拉迪力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和田

小伙儿，那里是一个盛产红枣的地方。

在上初中时，他在历史课本上第一次看

到了南昌起义。“在我心里，江西南昌是

一座充满热血，让人敬畏的英雄城市。

从那时起，我就对南昌产生了一种情

怀，也坚定了要来江西读大学的想法。”

米拉迪力说。

“大学生活的开始，就是梦想的开

始。”2014年，米拉迪力考上了江西科技

学院，坐了 40多个小时的火车，如愿来

到了南昌。他从新疆带来了很多特产，

那时候，米拉迪力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要把家乡的特产和田大枣给介绍出去。

“新疆和田的红枣个头大、香甜营

养高，但乡亲们都不太懂网络，也不太

懂销售。”米拉迪力说，有一天，他在枣

林里看到孩子们一边玩耍，一边帮着父

母在挑拣红枣，“一个孩子告诉我他的

梦想是希望爸爸早点把红枣卖完，然后

就可以给他买一个新书包了。看到那

些画面，听到小朋友的梦想以后，作为

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

们、为家乡做一些事情。”2015年3月，在

学校的支持下，还在读大学一年级的米

拉迪力与南昌的创业小伙伴一起注册

成立了阿布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年

4 月，米拉迪力又组建了他的创业团队

“新丝路创客驼队”，他决定在南昌走出

一条红枣路。

让家乡的枣“红”遍全国

公司成立不久，米拉迪力由于连续

多日为红枣销售奔波劳累，突发急性胰

腺炎，在办公室晕倒后被送到医院住院

治疗。为了尽快帮助枣农卖出红枣，米

拉迪力不顾医生和家人反对，提前出

院。“这次生病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太脆

弱了，要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才行。”米

拉迪力说，出院后，他在网上发起了一

个话题叫“中国红·和田枣”，通过互联

网，当时他靠着一股子钻研劲儿，几乎

零成本构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网商团

队，联合了全国 40多个城市的 150多个

创业团队，6000 多名新疆籍大学生，一

起销售新疆和田红枣。

这次活动，让家乡的枣很快“红”遍

了全国。“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网友的

支持，我们累计帮助 700多家农户卖出

超过 7万公斤新疆特产。”米拉迪力说，

这次活动也让他认识到，新疆最好的名

片是全国各地的新疆籍大学生。于是，

在各方支持下，米拉迪力倡议成立了

“新疆丝路创客网络联盟”，旨在给全国

新疆籍的大学生搭建一个创业创新的

平台。

谈及组织这项活动的初衷，米拉迪

力说：“作为一个和田人，我有义务让全

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和田枣，让和田

枣飞向全国。红枣是家乡梦，我这颗来

自新疆的‘枣’也在我的第二故乡南昌

实现了我们最初的梦想。”

红枣的梦一直在路上

2016 年 12 月 28 日，米拉迪力难掩

激动,在鲜艳的党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这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大

学期间最有意义的事!”米拉迪力说，大

学毕业后，他选择留校担任少数民族专

职辅导员，从事新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和创新创业辅导工作。“在南昌发

展一段时间后,我打算再回到新疆。但

是,无论身在何处,作为沟通新疆和内地

桥梁的角色永远不会变。”米拉迪力说。

在学校，米拉迪力传递着民族团结

正能量，学校外，他的红枣事业也红红

火火。但创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突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他经历了创业以

来最大的一次困难。

“2019 年 11月，新疆红枣、核桃、葡

萄干等农特产纷纷上市，12月至次年 3
月基本上是坚果市场的销售旺季，根据

年前初步订单，以及年底我们直播带货

出现的爆单等情况推测，我们进行了大

量的囤货，计划 2020 年初春节后全方

位开展营销。甚至，为了大量囤货，进

行了企业贷款。”米拉迪力说，疫情暴

发后，各大企业基本上停工停产，他们

团队成员也都是居家隔离，年前签好

的企业线下订单无法正常配送，线上

预售订单也都纷纷退单。“复工复产

后，新疆农特产虽然正常运营，但坚果

市场已经错过了销售黄金期，春节前

大量囤货造成的损失无法在短期内补

救。”

今年 5 月份，米拉迪力将公司地点

搬迁到南昌高新区大学科技城。面对

疫情的影响，他选择迎难而上，计划开

设线下体验店，通过“线上+线下”的经

营模式，为红枣打开新的销路。“我的梦

想是将和田红枣打造成为‘新疆特产第

一品牌’，虽然现在遇到了很大困难，但

我会带着这颗红枣的‘梦’继续坚定走

下去 ”。米拉迪力说。

创业者需具备哪些素质？

“90后”新疆小伙：一颗红枣的梦

一支“小画笔”绘就脱贫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聚焦解决大数据时代新痛点
访上海和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范向伟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 创业欲望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定是创业成功
欲望强烈、目标明确的实践者。创业欲望能够调动创
业者的全部精力，能够让你高度集中的投入自己热爱
的事情上。

● 冒险精神 创业的路途是无人知晓的，不知道你
以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需要一颗勇于冒险的心。

需要创业者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遇到困难时，
不能马上放弃，应坚持自己的追求。

● 要有胆识和眼光 创业者要有勇有谋，能够区分

哪些是有前景的创业项目，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决定。
● 要有自信心 创业者只有相信自己，才能在创业

实践中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
● 要有意志力 拥有意志力可以令创业者忍受孤

独，在艰难困苦面前变得越来越有韧性。
● 全面的创业能力素质 创业能力是一种特殊的

能力，这种特殊能力往往影响创业活动的效率和创业的
成功。创业能力包括决策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专业技术
能力与交往协调能力。

草根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