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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拐角处，即是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交口河镇中心小学，也是当地一所以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为主要生源的小学；校门口，四五个老师一边交谈一边看向大巴车驶来的方向。

标记有“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字样的大巴车还未停稳，该校教育主任杨永利就大步走到车
门前等待。“孩子们，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带项目来支持我校教育发展。”杨永利与每位大学
生握手时都会诚挚地重复这一句话。

“大创”扶贫，从延安出发
本报记者 李薇薇

创业故事
特别报道

日前，“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于延安启动，这也是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简称“互联网+”大赛）同期
实践活动。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近百个大赛项目、高校创新创业师生代表及“互联网+”行业青
年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集中会师。

本报记者全程跟踪并记录了此次大学生创新创业（以下简称“大创”）实践与精准扶贫工程相结合的筑梦之旅……

农民低收入问题和农产
品消费升级趋势其实内含巨
大机会，锁定特色农产品是

“小满良仓”创立初衷。
“我们一定要做出差异

化，像运营互联网产品一样运
营‘小满良仓’，让消费者得到
跟皇上一样的服务。”团队讨
论时的玩笑话也的确是团队
的心里话。

“以‘年轻、健康、原生态’为
品牌定位，致力于帮助西部农民
脱贫致富；覆盖陕西、甘肃、宁
夏等多个地区特色农产品，为
各地农户增收创收。”目标一经
制定，“小满良仓”团队即前往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实地践行。

初来乍到，没有发展必需
的硬件设施和资源，项目举步

维艰。年底用工紧张，装卸
工、打包工很难招聘，加之年
底采购旺季，订单量一增加，
仓库处理不过来。整个团队
成员只好两班倒，通宵打包发
货，用坏了 80 多副手套，一台
电子面单打印机。就这样，即
便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团队
还是“啃下”了年底的大量订
单，实现产品上线 21 天销售
额即突破100万元大关。

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中，“小满良仓”又帮助延
安地区挖掘当地优质农产品、
建立仓配物流体系及开展营
销打造品牌等，精准帮扶老区
建设。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电商
人才引进成了大难题。“没有人

才，我们自己培养，陕西这么
多高校，一定能培养出符合企
业要求的电商人才。”整个团
队在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后，

“青桃云客”西北青年电商人
才培训计划被提上日程，旨在
促进区域性农村电商、县域电
商及电商园区等产业发展，
利 用 电 子 商 务 的 全 产 业 链
条，鼓励青年返乡创新创业，
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实现农业电商精准扶贫。

“我们希望像这样的青年
电商创业团队能成为一个一
个的节点，逐步形成一张覆盖
西北地区的电商人才大网，最
终促进西北地区电商发展，促
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陕
西省高教处处长胡海宁说。

扶贫之中还靠“自造血“
通讯员 李良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中，大学生创客兵分3路，精准帮扶老区建设，17个
项目和19个延安当地政府部门、学校、合作社及农户签订43项落地合作协
议，预计帮助建档贫困户200余户；10余个项目与延安当地中小学、各区县青
年驿站签订长期支教帮扶和电商服务培训协议。

本期聚焦3个优秀项目团队，与读者分享他们感人的创业故事。

创新创业重在“新”和“创”。大学
生创新创业，新意无限，但“创”非易
事。如何使其既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又能戒骄戒躁矢志不渝地踏上
创新创业的征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和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
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富含创新创
业的时代基因。”青年学子如何使个人
梦与中国梦互融共生？陕西省教育厅
副厅长王紫贵认为，要从红色文化中继
承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在延安精神引
领下更好地担当创新创业的时代使命。

寻访梁家河，该村原村支部书记石
春阳一路带领实践团参观村史馆，介绍
该村概况、组织发展和生态建设等方面
内容，还安排实践团入住仿知青旧居式
的最简单土窑洞。

“延安于我而言，以前只是存在于
课本，而今身入其中，一切都‘活了’。
梁家河40余年的沧桑巨变，正是当年革
命家艰苦奋斗使然，而这也是我们要汲
取的认真守拙之精神。”中南大学学生
覃瑞寒指着衣服上“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字样，言语间满是激情。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活动，
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将创新创业实践与精准扶贫工程相
结合，为创业青年提供传承延安精神、
涵养创业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精
神盛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
称西电）党委副书记龙建成满
怀期许，每一名青年学子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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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泥 湾 ，全 国
36 所 高 校

40 余个项
目团队 150 名

实 践 队 员 重 走 长
征路，重温红军长征所

经 历 的 艰 难 困 苦 。“ 这 一
路，我们深刻感受到革命时期

艰苦创业精神与当代创新创业精
神一脉相承。”北京科技大学“孟子

居”一棵树公益扶贫项目成员感悟着延
安精神，也以深入当地进行农业电商调
研、优化项目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精神
内涵。

“青年创新创业，秉承艰苦奋斗精
神。”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处长吴爱华
在活动现场表示，大学生了解基层和农
村、社会和国情，树立家国情怀，坚定创
新创业理想，深入实践，用创新创业成
果服务国家和社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的确为大学生创客带来精神盛
宴。然而，盛宴落幕后，精神何以永
续？活动背后的意义所在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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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百姓，一不懂技术、二
不会上网，就靠摆摊铺卖土特产养
活自己。”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
民巩保龙站在自家小店铺前，在和
前来询价的路人讨价还价之余，看
着不远处的大学生，而后用不太流
利的普通话悄声问道：“娃娃们懂
得多，能不能帮我们？”

大学生创客作为创新创业时
代弄潮儿，如何精准对接梁家河村
民所需？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如何不仅能在一二线
城市星光璀璨，同时也能在
落后地区开花结果？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
活动，就是全力为大赛项目在延安
转化落地搭建桥梁。”延安市委
常委、副市长赵璟言辞恳切。

为精准帮扶延安革命老
区发展，4 月份，本次活动筹备
组就对老区进行调研，尤其是
加强对洛川等贫困县
的调研，对接当地果
业局和林业局。“预
计在本次活动中所

遴选的果业
销售项目均能与
当地实现产业
对接。”西电

通信工程专业
大四学生关键参与

了调研，认为“滞销是当
地果农面临的最大瓶颈”。
青年乡村创客市集，是本次

活动为大学生创业项目与当地产业
精准对接搭建的平台。

“洛川茂春塬苹果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党长生看到我们展出的产品，通
过线上线下 3 次向我们咨询，最终完
成合作签约。”福建农林大学新农人学
堂农产品品牌负责人凌誉介绍，他们
将根据合作社包装及区域受限等销售
短板，在农产品品牌建设、包装设计及
营销方案等方面提供支持与服务。

西电“小满良仓”项目负责人张旺介
绍：“今天与黄陵县商务局签订了落地协
议，下一步，‘小满良仓’农业电商项目将
帮助县域挖掘当地优质农产品、建立仓
配物流体系、拓展品牌营销渠道。”

“有技术不等于有好产品，更不等
于有好市场。大学生创业要找需求、
找痛点、找路径。”广西师范学院国土
资源与测绘学院副院长李巨栋亲自参
与此次活动，就是希望能通过实地走
访发现老区需求，进而完善该校天眼
遥测项目，使之更好服务山区人民。

“希望青年学子在书写自己精彩
篇章的同时，也能服务革命老区经济
社会发展。希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发掘培养更多能在老区落地的创新型
项目，培育更多服务老区经济发展的
创业型企业。”吴爱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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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智，是凌誉深入农
村调研时的最深感触，“农业从
业者大龄化逐渐成为共同现象，
当老一辈农业从业者退出，谁来
接班‘新农人’？”

“孩子的艺术及人文教育缺
失始终是个大问题。”杨永利指
出的问题也是诸多农村小学面临
的问题。

“每年暑期，我们可通过精
准辅导与家庭回访相结合方式，
为其建立‘互联网+’支教精品
课堂。”南通大学杏林学院童梦
公益服务项目，第一时间给出帮
扶计划。

“我们提供富有趣味性的传统
文化课程，帮助提高乡村学生对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首都
体育大学“红色文化传播推广课
程”项目也瞄准
乡村教育短
板。

大学生
创业项目对山里

孩子成长到底有无帮
助？究竟适不适合

孩子的成长需
求？在与大学

生创业项目对
接时，一些家长

也来到现场，并鼓
励孩子大胆尝试。

“孩子也只是从
课本中知道刘备及曹操

等人物。通过大姐姐讲历
史人物脸谱，她还记住了人

物的性格品质，分得出善恶曲
直。”学生高子萌的妈妈很是希
望孩子能更多接触到此类课程。

从小培育动手能力，在最具
好奇心的年纪埋下创新的种子。
苏州科技大学学生翟天麟传承家
族撕纸绝活，以“互联网+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思路，打造国内
领先非遗文化教育品牌。活动
中，翟天麟现场撕出宝塔山、孔
子等图像，引得孩子纷纷拿起手
中折纸跃跃欲试，末了孩子还让
翟天麟再撕一遍。山里的“围
城”困住了孩子遥望远处的眼，
却挡不住学习的欲望和求知的动
力。

智之贫而经济贫，交口河镇
中心小学必定不是个例。“要让
所有创新创业的种子在适宜的土
壤中成长。”西电教务处处长郭
宝龙认为，乡村教育更要注重培
养有创新精神的“娃娃”。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启动前夕，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
岩在西电调研时指出：“创新创
业活动及教育重在培养大学生创
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培养其敢于
创新、探索、失败且乐于接受挑
战的意志品质以及一往无前的团
队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冒险精神。
同时，要通过‘互联网+’大赛
打造双创教育的展示平台，鼓励
大学生早实践、多实践、创新实
践，使其步入社会之前，完成从
单纯的学习者到富有创新创业精
神的社会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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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人机、小卫星等成为
大学生炙手可热的创新创业
方向，北京科技大学大一学生
杨国庆却萌生了“孟子居一棵
树公益扶贫”的创业想法：致
力于中国最原始的产业——
农业。

“什么，大学生做农业？”
听完项目介绍，很多评委老师
有些诧异。“没有技术，纯靠运
营的创业项目总不被看好。”
杨国庆有些沮丧。

是坚持还是放弃？2015
年暑假，“孟子居”团队前往山
东省邹城市调研发现，当地红
枣、核桃等农产品特色十足，
于是就想着如何结合校园市
场帮其销售。

该校每年都举办“校园营
销大赛”，赛事内容即是销售

大比拼。而每年大赛的主办
方都是娃哈哈、联通等大企
业。杨国庆认为“这种活动和
学生创业团队结合会更有意
义”。

经过艰苦谈判，“孟子居”
终于从娃哈哈手中“夺”得营
销大赛举办权。2016 年“校
园营销大赛”吸引 150 余名学
生参赛，帮助山东省农民销售
土特产达8万余元。

同年暑期，“孟子居”又走
进甘肃省秦安县，根据当地苹
果和桃子特色，策划了果树认
购公益营销大赛，吸引了 300
余名学生参赛，帮助该地农民
销售果树950棵，销售额达19
万余元。

大学生创新创业于热闹
中不失方向，也需以“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做引领。

2017 年，“孟子居”又组
建 8 个社会实践团，前往全国
8 个贫困县实地调研，致力于
策划销售特色农产品。在“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中，“孟
子居”通过参观革命老区，更
深层次认识到那个时代的创
新创业精神内涵，也再次对农
业电商进行调研。“果树认购
结合电商的模式，让农民从最
初的对电商不信任变成能通
过电商赚钱，让农民从最初的
先交货后收钱到现在先收钱
后交货。”“孟子居”团队认为，
大学生创业为贫困地区带去
的将不仅是财富，更是知识、
创意和行动。

“一棵树”的大抱负
通讯员 夏羽

出镜高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创业项目：
小满良仓

出镜高校：
北京科技大学
创业项目：

“孟子居一棵树公益扶贫”

出镜高校：
厦门大学
创业项目：
毓成优选

“创立公司，其实是机缘
巧合。”新疆红枣是新疆特产，
小伙伴都说很好吃。

红枣虽好，但却因南疆地
区经济落后而滞销。小伙伴
获知后有些愤愤不平：“我们
来创业，帮农户卖枣，哪怕帮
一个贫困家庭脱贫也值得。”

“毓成优选”由此便走上精准
扶贫之路。

2016 年，陕西汉中秦岭
深处的紫柏山区蜂农销售蜂
蜜受阻，对团队来说印象很是
深刻。

“为解决蜂蜜推广渠道不
足问题，我们策划了紫柏山土
蜂蜜项目。”实施过程中，团队

成员刘航毓负责将土蜂蜜原
蜜采集并装到大桶里发往上
海。与此同时，团队成员王心
成则在上海筹备蜂蜜加工和
灌装工作。因为第一次涉足
蜂蜜加工过程，当时也是遇到
种种难题，如标签打印与设计
图纸不一致、成品储存位置有
限等，好在有上海沪郊蜂业联
合社有限公司的支持，最终顺
利完成了这一环节。紧接着
便是在厦门的团队成员开始
筹备销售、配送等工作。

“最终，我们完成了 10 万
元的销售额。”整个团队非常
激动，但却并未因此忘掉目
的——没有聚餐和庆祝会，第

一时间将货款打给农户。
创业路上，精彩瞬间令人

欢欣鼓舞，但诸多阻碍因素也
让大学生创客沮丧，好在他们
骨子里透着一股延安精神。“这
场红色之旅，让我们坚定青年
人在创新创业的路上必须脚
踏实地、认真负责。”“经过三
年发展，我们意识到仅靠农业
服务来实现商业价值和扶贫
还存在诸多困难，而且还需要
冷链物流等重资产投入。”目
前，“毓成优选”也在启动教育
扶贫、“一带一路”扶贫等项目，

“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人，服务
大西北、实现更大的社会价
值。”

帮一个贫困家庭脱贫也值得
通讯员 艾萨

▲ 青年乡村创客市集，遴
选出 60 余个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作品进行展示，师生现场参观
并体验。

▼ “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亦是大学生创客相互交
流的平台，图为大学生创客
互相体验创新创业成果。

▲ 参观知青旧居，感悟艰苦奋
斗精神内涵，大学生为老一辈革命家
点赞，也为当代大学生创客鼓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