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参加赣商讲堂，看到充满朝气的同
学们，自己仿佛也回到 24 年前。那时我刚
从农村来到学校，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毕业
前夕，学校安排我到东莞实习，有机会走出
去看外面的世界，我激动得都哭了。

1998年刚到东莞时，我只是一名普普通
通的打工妹，穿梭在流水线上，似乎像机器一
样做着不用动脑子的轻松工作，但我知道，只
有做最好的自己，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才能
拥有想要的生活。我在业余时间报了电脑、英
语班，并且给自己定了事业规划，逐一攻破。

1998年底，我在华润集团旗下的一家皮
革厂应聘了业务助理。这是一家国有企业，
每个业务员都是拿固定工资，我的工作职责
是整理文档，但在闲暇时间，我会主动帮业
务员跟单，很多业务员为了落个轻闲都交给
我做。用一个半月时间了解流程和公司产
品后，我主动找领导调整到业务岗位。我每
天早出晚归拜访客户，仅用三个月就将业务
做到前三名，用一年的时间，开发了国内最
大的企业和国外最有名的几家贸易商的指
定工厂。公司共 20 个业务员，我一个人的

业绩是公司总量的三分之二。当时公司很
多业务员说我傻，出风头。但我很清楚自己
需要什么，因为客户就是我无形的资产。也
正因为业务能力强，有客户直接高薪聘请我
做釆购经理，也有同行以千万年薪挖我过去
当副总，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选择朝着自
己当老板的目标往前闯。

创业总是艰难的，我也不例外。印象最
深的是 2001年创业初期申请营业执照。当
时，办证人员说一个月所有证件可以办齐
全，工厂也已经正常运营，当我需要开增值
税发票时，会计却告诉我税务局要三个月的
审核期才可以开票，当时我傻眼了，难道工
厂没开就要面临关门吗？我跑到税务局直
接找到领导，哭着鼻子说了苦衷，好不容易
答应20天左右给我出一般纳税人证。那20

天每日如坐针毡。
企业稳步发展了几年，又因为工厂附近

要进行水乡改造，不得不面对搬迁或改行的
选择。冷静思考后，我决定寻找合作伙伴。

“助人者助己也”，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
自己，成全自己。现在我的皮革生意基本上
都交给合作伙伴在打理。

2010年，我在美丽的草原锡林郭盟买了
一万多亩草地养牛羊，开始进军现代农业。

现在回头看看曾经经历的人和事，会发
现当时再大的事都是人生中的一种历练。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必经之路。
舞台再大，你不上台 ，永远是个观众；平台
再好，你不参与，永远是局外人；能力再大，
你不行动，只能看别人成功。只有参与、实
干、拼搏的人才会有收获。

毕业 20 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母校对
我的栽培。在母校的三年丰富了我的人
生，我拿过歌唱比赛的冠军，在 110 米栏比
赛成绩优异，还带领足球队取得过好成
绩。这些经历都让我毕生难忘，也让我变
得更加自信。

打拼 4 年后，为补足职场短板，我去华
南理工大学读了工商管理本科，在那里我参
加了创业大赛，拿下了省赛十强，凭借这个
项目，2004 年开始了创业人生。在中国互
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开始进军互联网领
域，并结识了刘强东等互联网大佬。在这个

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区块链将
会更剧烈地改变世界，也会带来更多的机
遇，因此千万不要限制自己的想象力。

2012 年我创立了投资公司，迄今为止，
已投资 70 多家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美
国纽约，在新媒体、娱乐和消费升级等领域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也
是我们新的投资领域。在这两个新兴行业
中，许多年轻的创业者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
有了上亿身价，可见其潜力无限。

我的投资经验，一是“十动然拒”，十分
感动，然后拒绝。即使是令人感动的创业

者，也不能不顾其能力缺陷盲目投资。二是
“百悲然受”，百般悲愤，然后接受。遇到优
秀的创业者，即使代价很高也要忍痛投钱。
例如，我们曾遇到一无所有的创业者，但看
中他的能力，还是投了 100 万元，现在他的
公司估值已经达到 10亿元。投资和谈恋爱
其实很像，用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发现价值、
判断价值、创造价值、分享价值。发现价值
是指要有能力和嗅觉去发现创业者的潜力，
还要有能力去判断价值，同时还要有能力去
陪伴创业者从无到有创造价值，等公司规模
达到十亿百亿再来分享价值。

创业方面我也有几个心得：第一，要有
战略思维。要知道未来三五年的趋势在哪
里。在进入投资行业之前，我从家居行业到
互联网行业都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并且做
出选择后就不懈地坚持。第二，要有执行

力，要有把战略和想法落到实处的能力。战
略是创业者的眼和脑，执行是创业者的手和
脚。作为赣商，创业者的胸怀和格局也要足
够大。第三，融资能力要强。需要有故事和
数据来证明自己。故事是你要成为什么样
的人，要做成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以此打动
投资者。也要有数据去证明你的实力。第
四，产品和服务要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能
够解决用户的痛点。

创业和投资的过程就是不断进化的
过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能生存
下来的不一定是最强大的，而是最能适应
环境的。一位企业的创始人，最核心的是
系统的不断升级和修行。你到了哪个层
次，你的企业就到了哪个水平。企业创始
人的胸怀、格局、视野、思想一定是企业的
天花板。

朝着梦想出发 世界为你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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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骏豪皮革制品有限公
司法人，旭辉（香港）皮革制品有限
公司法人，游牧人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南昌人。1998年6月毕业
于江西省物资学校。

俞文辉

雷雨资本&微投网董事长、微
投科技董事长，中国青年天使会
常务理事，广东省江西商会副会
长，CCTV创业英雄汇投资嘉宾。
上饶人。1998年毕业于江西省
物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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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1998 年从江西省贸易学校毕业
后，被分配到老家抚州粮油管理所工作，在
单位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深感工作的枯燥，
跟自己的理想相差甚远，于是不顾家人的反
对毅然辞职外出打工。如果当时我没有大
胆做出决定，那我现在可能就是一名下岗职
工，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给到大家的第一点创
业体会是：敢想敢做，心动不如行动。

1999 年冬天刚到绍兴时，亲戚介绍我
到一家纺织厂做仓库管理员。纺织厂的机
器每天24小时不停转，而且噪音非常大，我
就住在离车间 500 米左右的员工宿舍里。

说实话，当时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但我还是
坚持着，并且在工作之余主动去车间了解纺
织品的生产过程，与工人沟通学习。不久，
我隔壁宿舍来了一个大姐，她是公司外贸部
新招的业务员。当时她已经 30 多岁了，我
看着她从每天背单词到半年后就能够与外
商交流，然后一点点把外贸生意做起来。这
位大姐在后来的 2 年时间内迅速成为了绍
兴在中国加入 WTO 后的第一批外贸达
人，我本人也是在她的影响下开始学英语，
并开始了我个人的外贸之旅。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创业体会是：

有目标，沉住气，踏实干。2002 年，我脱产
去绍兴维多利亚学校学习了一年的商务英
语，2006 年，我进入到当地一家韩国公司，
直接跟一手客户接触，很快从业务助理开始
做到单独负责美国市场的业务经理。

打工的那些年，有苦有乐有收获，所有
的经历都是未来创业路上宝贵的财富。当
然，成功也有小窍门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分
享一些成功心得。

第一，把你的梦想、目标一一写下来（未
来你想要从事什么职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等等），写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并且告诉你
身边的朋友。我认为，你若连写出来的勇气
都没有，那说明你根本就不是认真的。勇于
表达自己的梦想，并且说给你的朋友们听，
说不定将来他们有机会能够帮到你呢。有
心的时候，到处都能遇到贵人。你们现在只

管大胆去设想，把你们未来的人生想象的越
具体，将来实现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你将要从事的职业，要尽可能帮
助到很多的人。说实在的，我的创业之路还
是比较顺利的。回头去看，以前自己的积累
太重要了，能力、经验、人脉都是宝贵的财
富。所谓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对
多少人有价值。所以，一个人决定要做一件
事情之前，要好好考虑，你将要做的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帮助到别人，而不应该仅仅只是
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最后，我想说：千万不要因为离开校园
就停止学习的脚步。社会是一所综合大
学，我们应该保持终生学习的好习惯，向心
目中的偶像学习，也要向身边的朋友学
习。当一个人朝着梦想出发的时候，世界
都在为你让路。

朝着梦想出发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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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 点 评

李 敏

绍兴群芳进出口有限公司总
经理，公司主要经营纺织品出口贸
易，8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美市
场。抚州人。1998年毕业于江西
省贸易学校。

从几位嘉宾的演讲中，我真
切感受到商校学生自信、自强、
自立的独特气质在他们身上闪
耀着光芒，如邓腊花拒绝诱惑，
目标盯准当老板的拼搏精神，俞
文辉多领域发展游刃有余的自
信，李敏“当一个人朝着梦想出
发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为他让
路”的豪迈。更值得点赞的是，
他们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了
赣商的精神和智慧，如赣商的

“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
老板”的闯荡精神，“从小买卖到
大开张”的创业精神，稳打稳扎
的“扎根精神”，“蚂蚁的不服输
精神”“蜜蜂的勤奋精神”。他们
从打工起家，一点点学习技术、
积攒资本，然后进行创业，最后
把生意做到全国乃至世界各
地。他们延续了江右商帮行商
天下的传统，“厚德实干，义利
天下”，他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
赣商新秀，是新赣商的颜值和实
力担当。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江西
省商务技师学院、江西省商务学
校（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江西
省贸易学校和1984年成立的江
西省物资学校，2005年1 月经江
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两校成建
制合并组建）将继续致力传承江
右商帮文化，用“厚德实干，义利
天下”的新赣商精神激发学生成
长，办好赣商讲堂，讲好赣商故
事，铸就赣商摇篮，以办好人民
满意的职业教育为己任，为服务
江西经济发展走出一条新赣商
培养的筑梦追梦圆梦之路。

——江西省商务技师学院、
江西省商务学校副校长朱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