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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上午 9 点，马寅
青就会跟着创业伙伴，准时出现
在创合工社的办公室，查收团队
的项目进度情况，随时准备对接
有需求的客户。大学毕业后，视
障姑娘马寅青没有选择对口专
业的就业，而是选择了创业这条
路。

马寅青说，“阳光有温度，鲜
花有香味，声音有‘关爱’，虽然
看不到，但还有更多的美好。”她
用自己的坚持和声音特长，在有
声作品制作领域闯出了一片天
地，并因声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结缘，逐渐走出了实现自我价值
的道路。

以己之长创业
2018 年 6 月，马寅青从中医

药专业本科毕业。比起专业对
口去做针灸推拿，她决定选择自
己喜欢的事情。

尽管她有视力障碍，但上天
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为她打开
了一扇窗。马寅青耳朵灵敏度
很高，声音也很有磁性，早在高
中和大学阶段，她就经常参与相
关社团，也参与制作广播剧和有
声剧。当市面上开始出现有声

读物的时候，马寅青觉得，这也
许是她的一个机会。

“一开始选择创业的时候考
虑得也不多，没想到真做起来，
会遇到那么多问题。”马寅青回
忆。创业初期，缺资金、缺人脉、
缺资源，她一度不知到哪里去寻
找合作的公司和项目。尽管，她
也通过之前工作的经验，在一些
音频行业线上群里寻找资源，但
由于自己团队刚成立，没有成型
的作品，加上当时已经有一些知
名的团队开始崛起，很多公司都
对她们的能力表示过质疑。

当得知一家广告设计公司
正在寻找项目合作方时，马寅青
主动找到公司负责人，表示可以
通过 demo 制作，来获得开展合
作的可能。看她如此诚恳，这家
公司给了她尝试的机会。之后，
通过小样制作，这家公司认为可
行，于是第一单合作就有了。

马寅青和创业伙伴全身心
投入，用 4 个月的时间，极尽所
能地把第一单项目做得非常出
色，并由此得到了合作方的认
可。在做出了成品以后，她的
寅 青 有 声 工 作 室 慢 慢 有 了 起
色。到 2018 年年底，工作室已
经和掌阅、白马时光中文网等众
多知名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并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口

碑。从2019年四五月份起，工作
室开始盈利。

获“老法师”倾力指导
为了拓展外部资源，寻求更

多助力，马寅青在创业初期就想
到了向人社部门求助。通过关
注“海纳百创”公众号，她找到了
寻求创业专家指导的机会。在
了解专家团专家们的背景后，她
果断选择了王根泉。“我就想着
找一个年纪大、资历丰富的老
师，这样比较好相处。”和马寅青
预想的一样，王根泉自从与她认
识以后，一直给予她不断的关怀
和照顾。

初次电话联系，王根泉没想
到马寅青这样的创业大学生居
然有视力障碍，他第一次就用了

两个多小时和马寅青深入沟通，
并被她的梦想追求所打动。在
王根泉的推荐和帮助下，马寅青
依靠自身的项目实力，在去年获
得了觉群基金和 EFG 基金的资
助，对未来更好地继续开拓自己
的事业有了更大的信心。

在这几年的帮扶中，王根泉
和 马 寅 青 的 家 人 也 变 得 很 熟
悉。在申请到EFG基金的时候，
马寅青的父母都在外地，不能到
现场帮她签字，于是紧急求助于
王根泉。尽管王根泉的救场也
没能代理签字成功，但马寅青觉
得，只要有事相求相问，王根泉
都是第一个愿意倾听的。

最近，马寅青想通过自己工
作室的实力，培养更多有声音特
色的残障伙伴，提升他们的配音
能力，以此挑选更多合适的人选
进入团队。她与王根泉商量，如
何与区残联开展公益合作，有针
对性地进行相关项目的培训。

（未完待续）
（《中国孵化器》东杉）

以声创业，马寅青和她的“寅青听书”（上）





































近日，“智汇创新 沪苏共融”苏州市大学生公共
创业实训基地十周年回顾暨姑苏·黄浦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共建活动在苏州市姑苏区举行。现场，上海
市和苏州市，黄浦区和姑苏区分别签署了就业创业
工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以此为契机，
全面开启深度合作，共同探索沪苏就业创业工作高
质量发展新模式。

在此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上海市和苏州市，
黄浦区和姑苏区将深入开展“双结对”工作，针对五
项就创业工作协同机制开展战略合作，即协同共建
的创业机制、协同互动的公共服务体系、协同共享的
创业资源要素、协同合作的品牌特色服务和共建合
作关系协同发展。

仪式现场，苏州市大学生公共创业实训基地在
上海市和苏州市、黄浦区和姑苏区两地合作框架下，
聘任了首批来自苏州和上海的创新创业专家团导
师。包括有上海欣谷高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及黄浦区科技创业中心孵化基地负责人何东宏、8号
桥创意产业园区营运经理张程、上海大维理文知识
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湘明。

今后，两地将轮流定期召开就业创业工作交流活动，共促创
业型城市建设。针对就业创业领域开展联合调研，设立公共服务
清单，进一步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高效化、
便捷化。 （黄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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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海纳百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垂直路演成功举办

【各区动态】

如今，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不
断 地 推 动 着 数 字 经 济 走 向 新
高。如何构建基于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基点的云计算、大数据生
态产业圈，助力企业发展，并形
成产业优势呢？近日，静安区第
十二期“海纳百创·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垂直路演在市北高新
云立方A座4楼亚马逊联合创新
中心内成功举办。

此次路演活动聚焦云计算、
大数据为主导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领域，邀请到了相关领域
的 5 家优秀创业企业现场路演。
活动采用线下路演+线上直播的
形式，打破空间局限为优秀创业
项目提供展示、对接的平台。

活动同时吸引了光大银行、
原子创投、蛮石资本等20余家投
资机构代表参与，60余人在线下
观摩了路演，另有90余位观众同
时在线观看并互动，直播间点赞
量达1500余次。

一家致力于打造智能化和
标准化的数据管理 SaaS 平台的
开发商——云识数信息科技率
先展开路演。随后，聚焦传统企
业自动化硬件、工业软件研发供
应商——思坡特智能科技、着力
打造企业风险预警和漏洞管理
的智能 SECaaS 平台——LUCY
模拟攻击安全检测平台、专注人
力资本产业化研究与开发人力
资源招聘及 HCM 一体化管理
SaaS+PaaS 最佳实践方案解决服
务商——才信网络科技、致力于
解决类家庭场景用电安全预警
开发商——上海千居智科技一
一完成了项目展示。现场的投
资方也在每项路演结束后，对项
目做出专业分析，同时还给予了
创业团队切实可行的运营指导
及发展建议。

路演结束后，创业指导专家
唐才友为本次对接会进行了总
结分享。他表示，创业中难免遇
到大小不一的困难，尽管如此，
仍然要刻苦努力坚持不懈，这才
是成功的唯一捷径。 （聚能湾）

【创业故事】

【一校一品】

探营上海高校里的创业指导站（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构建“五
阶段-递进式-全链条”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创业指导
站通过开展梦想植入、校内学习、
校外练习、园中创业、经验分享等
活动，构建了“五阶段-递进式-
全链条”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指导站结合“校内学、校外
练、园中创”特色，根据学校新生
入学教育整体安排，举办新生创
新创业启蒙教育讲座，增强学生
创业意识；邀请校内外专家为大
学生创业提供信息咨询、管理运
营、项目对接等方面的指导服务，
举办高质量创业讲座、论坛等，增
强学生的创业知识储备及实践能
力；鼓励学生争取大学生创业基
金、参加各种级别的创业大赛，在
设想和项目成熟后，引导项目注
册落地；在具有创业潜力的团队
中选拔和培育一批具有一定科技
含量和市场前景的优秀创业项
目，提供优质、高效的创业孵化服
务，帮助创业企业走好初创期；定
期邀请创业成功的毕业生举办经
验分享会、创客沙龙等，为有志创
业的同学传经送宝。

此外，学校创业指导站依托
长宁区政府与学校构建的“政产学
研用”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大学科
技园作为产学研合作平台和窗口
的作用，积极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合
作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创新环
境。指导站还成立创业见习基地，
对首次创业的创业者进行指导并
提供实习的机会，以形成“以创业
梦想凝聚人、以创业基地锻炼人、
以孵化园区承载人、以成长企业
培育人”的“双创”人才培育闭环。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用技术
创业特色，育应用创新英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创业指导

站以培养“高素质、
强能力、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形成“全
覆盖、全过程、全参
与”的人才培养模
式。以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与实践计
划为抓手，将“三

创”（创新、创业、创意）教育中心、
创业工作室、学生创业社团等组
织机构作为载体，选拔专业教师
进入创业指导教师库，进行创业
指导培训，指导有创业需求的科
研团队做好成果转化。

学校创业指导站坚持“以赛促
创”的原则，以筹备
第三届“中国创翼”
创业创新大赛奉贤
站高校赛区暨首届
滨海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为契机，选拔大学生
参加创青春、海湾四

校24小时创客挑战赛、大学生创
新训练计划等各类创业大赛，孵化
创业创意团队，锻炼学生的创新设
计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增强团队
合作意识，提高创业就业能力。

学校以创业指导站建设为载
体，构建校内外多维创业支撑体
系。依托指导站的建设，推进校
内创新创业训练活动基地建设，
设立职业（创业）咨询室和创业教
育分中心，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为
广大学生提供一系列创业指导服
务，开展创业指导和培训，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支撑和服务，促进大
学生创业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