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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新锐 精彩故事

何强：
喝咖啡“喝”出一个网校

阳萌：
弘扬中国智造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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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编者按

“几年前我来长沙，讲的是京翰教育的故
事。这次来长沙，我讲的是‘三好网’的故事。
一个线下教育一个线上教育， 我是升级了
啊。”3月31日下午，在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会
场的咖啡厅里，何强说着自己的创业故事，笑
得好爽朗。
“三好网” 就是何强创业两年多来的成
果，如今“1对1”课堂已有3万多名用户，逾50
万人通过“三好公开课”持续学习。此前他从
事线下教育培训已经10多年了。为什么要创
业线上教育培训？竟然是喝咖啡“喝”出来的。

移动风云， 英雄辈出。3 月 31 日，2017 年移动
互联网岳麓峰会之湘军论坛上，6 位年轻的移动
互联网企业创办人新锐发声，引人注目。他们有
怎样的创业故事和感悟？ 本报派出多路记
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们的成长轨
迹，令人感佩不已，又让人萌发互
联网创新创业的冲动与梦想。

“我一直喜欢挑战自己。那期间也
经常去北京的‘车库咖啡’。在那里我受
到启发和鼓励， 就下了决心自己干。可
以说，传统线下教育培训对家长和学生
而言存在巨大的时间浪费和效率
低下，而且房租等成本高企，区域
①
资源不均衡，典型的规模不经济。
线上教育培训则可能从结构上解
决这些问题。” 何强说他运气不
错，当创业还只有一个想法时，就
获得了1300万元天使投资。
创业痛不痛苦？ 何强的回答
是：“好多人都问过我， 我说都没
时间去体会所谓痛苦。 创业者既
要能解决问题， 还要能制造新问
题，不断挑战才能成长，那是必经
之路。如果想安逸，就不要创业。”
老师上课时用事先准备好的
PPT讲义效果好？ 还是边手写边
讲授效果好？ 何强特意在学校实
地做了对比实验。“同一个老师在平时
成绩相近的两组学生面前，分别用两种
方式讲同样的内容。随堂测试后，老师
边手写边讲授的那组学生成绩明显好
于另一组，与我观察到的学生在课堂上
②
的反应是一致的。”何强说，这就是“三好网”
坚持用老师手写的依据。
但是，何强接下来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经验丰
富的老师，写字的速度特别快，由于互联网传输中
压缩性能不够，导致学生接收时丢帧或者卡壳。“没
有办法， 我们自己只能研发智能硬件来解决压缩问题。”
何强说。
就在这个硬件研发的最后一个阶段， 偶然发现用一个美
国芯片压缩的效果非常好。 何强想买400个芯片来继续观察实验效果，但
对方的规定是1万个芯片起卖。
打听到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每周有一天在一家餐厅跟他的孩子吃早点，
何强就专程跑到这个地方等着。
“第一次他婉拒了我。我不甘心，第二次带了一个小朋友去餐厅等他。
孩子跟孩子聊，我跟他聊我的愿望，他被感动了，答应了我的请求。”何强笑
着说，传输压缩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爱笑的何强，心蛮大。“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让全世界所有的家庭在
面对孩子培训辅导的事儿上，别东奔西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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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文：
车联网风口已来临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车联网的风口已经来了，我们要顺势做最好
的车载智能语音系统。”3月31日，在岳麓峰会的会
议间隙， 深圳同行者科技有限公司CEO杨德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骄傲地说。
杨德文是湖南宁乡人，2002年进入腾讯，是腾
讯第一代产品经理， 带领过腾讯通RTX、 互动空
间、QQLive等产品，职业光环耀眼。虽然早就实现
了财务自由，但他心里一直埋着一颗创业的种子。
他将目光盯准了体量巨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2008年，杨德文辞职，开始第一次创业，做外
贸电商，主要把国内的汽车电子产品销往海外。经
过几年的打拼， 销售额在全国类似平台上名列前
三。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一直琢磨着要做一款最
好的车载终端系统。2014年， 他将电商平台出售，
携着全部家当， 冲进车联网市场， 开始了二次创
业。
“电商做得顺风顺水的，干吗非要二次创业？”
面对记者的不解，杨德文笑着解释说，“创业，不单
只是为了挣钱。 我觉得创造用户价值更能让我有
成就感。短短几年时间，智能手机就全面取代了传
统手机。我觉得，智能汽车全面替代传统汽车在时
间上也并不远了。”
2014年，车联网市场并不一马平川。当年腾讯
的“路宝”、元征的“GOLO”等产品，推出后就悄无
声息。但是产品经理出身的杨德文，却一眼看到了
症结所在：“这并不是说车联网市场不成熟， 而是
BAT没看到车主的核心需求是什么。” 杨德文觉
得，车联网的风口已来，要推出保障行车安全的智
能终端产品。
做事就要做扎实。杨德文花重金聘请一干专家，
潜心突破智能语音瓶颈， 做出一款几近完美的车载
语音控制软件。上市后，受到很多硬件产商的追捧。
“
订货量太大了， 所以我们干脆放弃自己做硬件，转
而专心做软件供应商了。”杨德文介绍，产品从2015
年11月上市到现在，已经卖出去了562万套，这占了
后装市场的70%左右。
如今，同行者已获得A轮融资，BAT也主动上
门来谈战略性合作。站在风口上，杨德文对未来充
满了信心：“这次参加会议听说长沙去年引进国际
人才总数全国排第二，这让我很惊喜，我们这一行
非常需要人才支持，我正考虑回长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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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何强 图② 杨德文 图③ 颜翔
图④ 邱方奎 图⑤ 阳萌
图⑥ 杨胤
图⑦ 3月31日下午，移动互联网大咖们在岳麓峰会
互联网高峰对话间隙参加虚拟
“赛艇”比赛。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田超 徐行 摄

颜翔：
高尔夫“007”小试牛刀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谍战片中的“007”形象冷酷、机智勇敢，高尔夫
“007”颜翔身上却有着湖南人特有的热情。
3月31日上午10时许， 颜翔临时从热火朝天的
峰会现场抽出身来，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1977年出生于长沙的他， 身上透着湖南人特有
的吃得苦、霸得蛮、不怕压的韧劲儿，而从他的创业
经验来看，也是一路奔波坎坷，越挫越勇。
毕业于湖南大学新闻专业， 曾在省内几家传统
和网络媒体当过记者。“记得当时去上班的最后那家
网媒，编号是007，我前面有6位记者。”颜翔透露，因
为互联网泡沫破灭，单位曾裁员70%，他凭实力留了
下来，但被转去跑市场，从此也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
互联网之路。
2002年，颜翔开始离职创业，这个过程中经历
了不少磨练。据他透露，第一次与第二次创业，都在
短短4个月内产生了数十万元的利润，而所付出的却
是极少的人力成本。也可能是项目发展太快太诱人，
导致两次遭遇投资人的失信和背叛， 最终被迫“出
局”，没能走到最后，对颜翔而言，是“做成了好项目，
却没成就事业”。他坦言，这对当时的自己是不小的
打击，以至于有近一年他都不愿意再碰“创业”，而是
整天窝在家里打游戏。庆幸的是，最终他走出了这段
阴影。
“我遇上了现在的投 资 合 伙 人 ，因 为 感 恩 ，我
选择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为新公司与体坛
传媒合作的高尔夫项目只身来到北京， 这个令人
着迷的运动和全新的项目， 让我重新燃起了创业
激情。”
不出一年， 作为北京马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颜翔在2015年3月发布了“佰佳高尔夫APP”，
接着又用一年时间完成A轮融资， 估值达到3亿元。
据了解，“佰佳高尔夫” 是针对高尔夫爱好者打造的
一个移动互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订场、电商、旅
游、赛事、教学等全方位的服务体验。
“如果你有评球场的兴趣，还可以申请成为大师
球场评估员，点赞吐槽，全由你作主。”颜翔兴致盎然
地介绍着。
此次，“佰佳高尔夫” 作为体坛传媒首个转型成
功的移动互联网体育项目，应邀参加岳麓峰会，颜翔
希望“佰佳高尔夫”能为家乡人们的休闲方式提供多
一种选择。
“这一次我就要在‘高尔夫’领域小试牛刀。”颜
翔说出这句话时，神情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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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正在走向海外，比如
说湖南海翼电子商务公司， 他们赚的主要是国
外市场的钱，而且做到了同类产品第一！”3月31
日，2017年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开幕式上，IDG
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对湖南海翼发出由衷的
赞美。
这家企业的掌门人是一个叫阳萌的80后长
沙伢子。
阳 萌 1999 年 毕 业 于 北 京 大 学 计 算 机 系 ，
2003年留学美国，2006年进入谷歌公司，2011
年辞职回国创业。
是什么让他放弃国外高薪工作， 选择
回国创业，并将公司设在了家乡长沙呢？
3月31日， 在2017年移动互联网岳麓
峰会现场， 记者将这问题抛给了阳萌。他
说：“我想弘扬中国智造之美！在国外，中国
制造被打上低端、廉价的标签。而我们
有能力智造很好的产品， 如有些国外
品牌产品，其实是中国制作，然后贴牌
⑥
销售。 我想把中国好产品介绍给外国
人，让他们知道中国智造也很美！”
一开始就将创业的目标瞄准海外
市场的阳萌， 选择创业地点却是地处
中国中部的家乡长沙。 他的几个合伙
人也拖家带口从北京搬到长沙生活。
这让记者很不解。
“是 你 的 家 乡 情 结 和 个 人 魅 力
吗？”记者打探说。
“不是。我也没有这么大的个人魅
力。”阳萌笑答。
“因为我们想做一个能发展20年、
50年，甚至更久的品牌企业。这需要稳
定的发展环境。 一线城市很难留住年
轻人。2011年，长沙至广州的高铁已开通，这
意味着， 我们距产品生产地深圳仅3小时高
铁车程。所以我们选择了长沙。”阳萌说。
回国创业，阳萌发现不同系统的智能手
机都有其各自的充电器，且不能通用。能不能让智
⑤
能手机充电器像干电池一样可以跨系统使用，而且
提高充电效率？
阳萌和他的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 和合作伙伴研
发出一种带有万能芯片可以自动识别不同系统智能手
机的充电器Anker， 并紧接着在美国购物平台亚马逊和ebay开起了有自主品牌的网店进行销售，功能的创新、精美
的设计，使Anker充电器很快在网上走红，在美国亚马逊购物平台
连续4年在同类产品中销量排名第一。
“2015年，我们开始线下销售，沃尔玛等超市、商场都能买到我们产品。目前，
Anker不仅是北美第一移动充电品牌，在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很受欢迎。”
创业5年多来，海翼企业营业额以每年超过50%的增速发展。2016年，海翼总
收入突破20亿元人民币，在长沙综合纳税超5000万元。员工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到
现在650人，其中60多人为外籍员工。“我们的外籍员工也很喜欢长沙。我觉得回家
乡创业这条路走对了。”阳萌说。

邱方奎：
为女儿造一个机器人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两年前的秋天， 被女儿一句奶声奶气的话语触动
后，来自娄底的80后邱方奎在北京创业，进军儿童机器
人产业。
3月31日下午，在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新锐发声专
场，邱方奎登台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梦。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的邱方奎， 留京后一直从事
移动互联网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饭。一天，3岁的女儿突
然跟他说：“爸爸，你给我做个机器人吧，你不在的时候
它可以给我讲故事。”
没想到，这句话击中了邱方奎。他再三思量，决定放
弃现有事业，辞职为女儿造一个属于她的机器人。2015
年9月，他带着自己的团队和几个朋友成立了爱乐宝机
器人公司。当月，他拿到500万元天使投资。
“团队成员都有孩子，开始的想法是做一款能陪伴
孩子学习、玩耍的机器人。”因此，邱方奎把所有能想到
的功能都加了进去。3个月后， 第一款机器人模型制作
完成。
机器人高达68厘米， 硬件成本约1500元。“产品这
么贵，家长愿意买吗？”高兴劲过后，邱方奎偷偷问自己。
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继续量产，投入市场，但很可
能没有销量；放弃半年的劳动成果，开辟新产品。
马上就是2016年新年了， 邱方奎时常呆呆地坐在
沙发上，一边看女儿玩耍，一边想着咋办？
那年年后第一天上班，邱方奎向团队宣布：彻底停
掉这款机器人，重新定位产品。他决定砍掉所有无关紧
要的功能，只保留“陪伴阅读”。
“阅读是教育的基础，8岁前是儿童阅读习惯培养
的黄金时期。很多80后家长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陪孩
子看书；有的家长有时间，但是没有意识陪孩子看书，或
没有很好的故事解读能力。”邱方奎从中看到机会，决定
实施差异化竞争，就是在机器人的陪伴下，不使用电子
屏，让孩子阅读纸质书。
邱方奎找来设计团队画了60多个卡通形象， 周末
回到家中，他将图纸一幅一幅拿给妻子和女儿看。女儿
指着其中一个形象说：“这个好像胡巴（电影《捉妖记》中
卡通形象）。”
他又一次被女儿的话击中，将机器人命名为 “嘟
巴伴读精灵”，收录精心挑选的1000多本图书。
经过多轮改进，“嘟巴伴读精灵” 已飞入很多家庭。
“我们在湖南涟源试点，让421个孩子爱上了阅读，每月
阅读12本书，比试点前增长6倍。我的女儿也在用，而且
很喜欢。” 邱方奎开心地告诉记者，“我想把这件事干到
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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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胤：
公益是轻松筹的基因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黑裙，长发，今年43岁的杨胤温柔知性。她就是
中国首个获得公益牌照的众筹平台“轻松筹”的
CEO。3月31日，记者在岳麓峰会会场采访了她。
杨胤是江苏人，在IDG资本曾工作过10多年。在
资本战场上的多年工作经验，让她拥有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2013年，智能手机市场在中国爆发式增长，
她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从零开始，从一名投资
人摇身变成了一名创业者。
杨胤说， 刚开始创业她只想做一个电商平台，
让不好销却质量好的货物能通过这个平台销售出
去。而公益成为轻松筹的基因，则是源于一个“拯救
工程师”的求助项目。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工程师花
光家产走投无路，来到轻松筹发起求助，短短几天
内就募集到目标资金。这引起了杨胤的思考，她曾
在医院看到一个生病的孩子， 得了全世界只有200
人患的罕见病，全身上下有上万个出血口；也见过
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是一个白血病患者，患病5
年时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如何才能让这样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关注，得到
帮助呢？杨胤试着将轻松筹与公益结合起来，效果
超过了她的预期。光是2015年，通过轻松筹平台发
起的个人救助项目，累计筹款金额超1.8亿元。这来
自陌生人的1元、2元、10元的善意，坚定了杨胤做公
益的心。
为让每一份善意不被欺骗， 杨胤不惜成本，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技术力量来保障。公司安排了150
人的审核队伍，全年无休，还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志
愿者，积极与各县级政府、各医院建立直接联系，多
环节核实项目真实性。然而，还是有质疑的声音不
断传来。去年3月《慈善法》通过时，团队很多人劝杨
胤算了，不要再继续为公益“买单”了。“我也很纠结，
想了很久，说是义务也好，责任也罢，我就觉得不是
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帮助这么多的人，我愿意继续做
下去。”杨胤说。在她的努力奔走下，轻松筹成功入
选民政部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杨胤还发现，更需要帮助的求助人由于表达能
力差、人际关系狭窄，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她从
电商销售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 反哺到公益项目，
去补足他们的求助额，“这其中有很多卖农产品的
农民也加入进来，捐出自己的一部分利润，让我非
常感动。”
“公益已经成为轻松筹的基因，我们将一直坚
持下去。”杨胤告诉记者，轻松筹已在长沙设立办事
处，将来会在湖南省开设更多的办事处，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