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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踏入和已经踏入社会的 80后来说，创业就像谈一段感情：90%的人由于害怕受伤而选择

“暗恋”；10%的人虽然鼓起勇气选择“表白”，却大多没能经受住考验；最后只有不到 1%的人成功了。

创业梦：80后未曾绽放的青春
任斯理

5 月 22—24 日，2013APEC 青年

创业家峰会在京举行。各路英杰齐聚

一堂，一起话创业、聊机遇、谈人生、

论成长。且不说此次峰会请了哪些高

人论道，也不论参会嘉宾如何口若悬

河，单就“青年”与“创业”两个词连在

一起，就能引人无限的遐想。

何谓青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

准，15—34 岁的人为青年。目前，80

后已然成为青年人的主力军；何为创

业？创业是由创业者主导，将价值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创业

对于大多数 80 后来说，就像一场无

人知晓的“暗恋”，由于害怕被拒绝而

未敢“表白”。

初遇，对创业“一见钟情”

创业，一个充满激情的词汇。当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西湖论剑

之时，当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畅谈

出国梦想之时，当巨人集团的史玉柱

二度崛起之时，涉世未深的 80后们

心动了。他们心中泛起层层涟漪，就

如同贾宝玉初遇林黛玉，“这个妹妹，

我是见过的。”但 80后们却没有贾宝

玉主动。他们依旧平静似水，眼中看

到的“林黛玉”，仿佛这就是一个邻家

姑娘，岂能为她情窦初开。

80后们有如此反映其实并不难

理解，这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

当亲戚说“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

出息”时，当父母说“你只管学习，别

的什么都不用管”时，当老师说“父母

供你吃，供你穿，就是让你好好读大

学”时，80后们只能暂时放弃选择，将

最初渴望创业的梦想深埋心底。

内心里，他们其实是渴望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他们需要一个机会，甚

至创造一个机会来证明，他们能够不

依托任何人，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在

这个世界上立有一席之地。于是，在

顺从的外表下，他们的内心是叛逆

的，骨子里流着渴望创业的血，同青

春一样激情澎湃。

于是，80后们开始关心“她”的一

言一行，开始选修大学的创业指导课

程，观看创业节目，参加大学生挑战

杯……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能

够更深入的了解“她”———时机成熟，

方能“表白”。

现实，让 80后犹豫徘徊

然而，在童话般的校园生活里，

是难以体会到创业背后的艰辛的，毕

业才是 80后的试金石。当丰满的理

想 PK骨感的现实，还有多少人能够

坚持追寻最初的梦想？答案是，理想

被现实一击即溃。

2013年夏天，是一段值得铭记的

日子。一方面，699万大学生遭遇“史

上最难就业季”；另一方面，最后一批

80后将要踏入社会舞台。数百万学子

在找工作的道路上屡屡碰壁，鼓励毕

业生自主创业似乎已经成为解决大

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通道。然

而，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在

产生创业冲动的同时，面对着空前的

压力他们只能选择自我克制。

来自南开大学的一份学生择业

调查报告显示，89％的大学生已对创

业产生恐惧心理，并明确表示不会选

择自主创业。对于这些即将踏入和已

经踏入社会的 80后来说，创业就像

谈一段感情：90%的人由于害怕受伤

而选择“暗恋”；10%的人虽然鼓起勇

气选择“表白”，却大多没能经受住考

验；最后只有不到 1%的人成功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生活、

住房、婚姻等的压力，像一座座无形的

大山压在他们仍显稚嫩的肩膀之上，

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更加现实；另一方

面，由于创业经验、资金、人脉等的缺

乏，使得他们难以有足够的勇气面对

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敢跨出第一步。

抉择，先扛起生活重担

在现实与理想两面夹击之下，他

们悲观、无助的感情油然而生，进入

到一个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他们内

心里渴望摆脱刻板的束缚，却又渴求

体制庇护的安全感；他们由于受到创

业思想的影响而富有激情、渴望自

由，却又在现实重压之下暮气沉沉、

恐惧失败；他们向往人生充满挑战、

另类精彩，却又在碰壁时彷徨无助、

犹豫徘徊。

长期接受与现实脱节的学校教

育、文凭教育，使得 80后们在面临人

生选择时，往往缺乏一种当机立断的

自信，缺乏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当

离开校园面对现实种种困难时，他们

发现，那些说过“除了学习什么都不

用管”的人，也难以对他们的未来负

责任。在困惑与迷茫中，他们逐渐身

心疲惫，青春消逝。

人们常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

然而，对于这些“被现实”的 80后们

来说，对于这些少年老成的“稳一代”

来说，他们的理想缺乏生存的土壤，

青春之于他们是奢侈品，连挥霍的权

利都没有。权衡再三，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选择了平稳，选择了甚至不合适

的岗位来慢慢过渡。

实际上，平稳是一种生活状态，

创业是一种人生态度，二者并不矛

盾。无论选择就业还是创业，都贵在

坚持。态度对了，即便是给别人打工，

也可看做是一种创业，至少是在追逐

创业梦想的路上。

80后中的大多数人，青春注定是

短暂的。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

点，虽然有种种的不尽如人意，但当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挺起脊梁，扛

起生活的重担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担

当。不管他们是主动放弃，还是被迫

放弃，历史都将会感谢 80后这一代

人。也许，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不了精

英，当不了楷模，但他们确是未来几

十年中国崛起的根基和中坚力量。

向扛起生活重担的 80后们致敬，

致他们未曾绽放的青春创业之梦。

锐度

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当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一观念

却被颠覆了。互联网提供的便捷服务，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公

众福利”。正如互联网本身具有的颠覆性一样，这种对公众免

费的“午餐”，同样具有颠覆性。

360推出永久免费的杀毒软件，一夜之间把原来收费的

杀毒软件市场搞得天翻地覆；腾讯微信免费，让舒舒服服收

了十几年的通信和短信费的电信运营商有苦难言。无论这些

公司之间是如何口诛笔伐，公众毕竟尝到了免费的午餐，得

到了实在的利益，并转而成为市场新入者的拥趸。

对传统企业来说，尤其需要注意这种互联网公司的免费

性。当你还在沉睡未醒的时候，可能一夜之间，来自互联网的

某个知名或不知名的企业将以前所未有的凶猛姿态颠覆整

个行业。无数顾客将向互联网企业的免费服务奔涌而去，使

得你长期积累并赖以生存的竞争优势瞬息灰飞烟灭。

在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的竞争可能将成为一种常

态。你赖以生存并引以为豪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仅仅是某家

互联网企业产品附加的一种赠品；你收费的主营业务，一家

互联网企业跨界进来后完全免费，因为人家根本不靠这个赚

钱。

目前，这种颠覆性竞争之所以还不那么显山露水，和市

场环境的诸多限制有很大关系。譬如，京东商城的铁路购票

业务上线后，马上遭到当时的铁道部叫停。而实际上，如果在

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之下，铁道部的购票业务将被互联

网企业颠覆并非天方夜谭。因为，类似京东商城等电商并不

需要通过网络购票业务赚钱，靠免费提供这种服务从而拉来

一大批固定用户并借机培养成买家这就已经足够了。

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中国的市场环境将更加开放，颠

覆性竞争也会越来越多，并成为一种常态。拿微信对电信运

营商的短信业务的影响来说，工信部发布的《1—2 月全国电

信业统计快报》数据显示，1—2 月，全国短信业务量达到

1576.1 亿条，同比增长 0.7%，但增速明显低于 2011 年同期

的 5.7%，更低于 2012年同期的 7.6%。工信部分析认为，微信

等新型移动信息服务对短信的替代作用非常显著。一方面，

这些新型服务的信息沟通功能降低用户使用短信的频次；另

一方面，微博、微信的信息发布功能促使用户不再订购短信

类信息服务。

而刚刚过完十岁生日的淘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以

免费策略颠覆传统产业的历史。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自己

有一天会在互联网上付钱给一个陌生的人，买一个从来没见

过的东西，然后在该产品经过成百上千公里的运输之后，由

另一个陌生的人最终将它送到你手上。2003年，我国网购交

易仅占到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0.06%。在过去十年里，

它迎来了百倍增长，在去年达到了 6.3%。淘宝之所以能如此

之快的占领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免费竞争策略。

对所有上淘宝购物的消费者来说，他不需要付给淘宝任何费

用，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何乐而不为呢？

想利用免费策略颠覆传统产业的显然不只是马云。5 月

24 日，在云南香格里拉召开的 2013 年百度联盟峰会上，百

度创始人李彦宏为互联网行业的未来开出的新药方是进军

传统产业。在李彦宏看来，中国互联网真正有潜力的地方并

非拼命发掘那些新东西，而是利用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

能力，在传统产业建立更加有竞争力的业务。

眼下，互联网企业正利用免费策略在传统领域大肆“攻

城略地”，商业格局也开始先分后合：分的，是一些传统产业

大佬们的家业；合的，是新旧两种机制下商业模式。在“免费

午餐”时代，受到颠覆性冲击的传统产业，在生存重压之下对

变革的渴望将日渐迫切。

国务院近日批转的发展改革委

《关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

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2013年我国

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

项，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这

样的新体制无疑是为我国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

审批某种程度上
是对市场不公平

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十八

大报告有句关键的话，是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

经济手段来提高效率，用社会主义

制度来保障公平。一方面要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为

此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和总结其

他国家几百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过

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

些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

管理方式，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来

加以运用。其中突出的是简政放权，

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为我国企业

的发展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

我国是审批事项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虽然做了不少改进，国务院

多次发布减少审批事项的规定。但

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审批事项还

是不少，有报道说超过 1000项。

审批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对

市场的不公平。审批的权力在政府

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来决定，不批

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诉申请者。虽然

不可能完全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

上有很多事项是不需要审批的，对

市场自己能调节的，企业能够自主

的事项，审批只是加强了政府的权

力，限制了市场的效率，同时也滋生

了大量的腐败。近年来建设、交通等

部门腐败事件频出，当然有腐败分

子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漏洞存在

的因素。

在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

审批权的下放是完善制度改革和扩

大企业发展空间的有效措施。今年，

发改委审批核准项目的一共 37 项，

远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去年仅 4月

19 日一天的审批核准项目就 40 多

项。除此之外，国务院、国家能源局、

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等中央部门以

及各地方政府都已经开始先试先

行，将部分涉及不同领域的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进行取消或下放。

由此看来，我国政府已经通过简

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

理，放权给市场。十八大报告指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

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市场经济体

制要得到完善，关键在于尽可能地

减少、消除政府的行政干预，而这一

体制改革创新的重点就在行政审批

上。与以前政府处处都要管，行政权

力使用过度相比，现在所推行的行

政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的活力，让

各类市场主体享有主动权，拥有更

多的发展空间。

管得太多企业
容易束手束脚

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集中

性体现在“权”上。国家在生产、资源

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方面，决策权

都在中央或政府手中。特别在出现

经济下滑时，政府就会通过加大投

资来促进提高经济上涨，在宏观调

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政府干

预过多，忽视了市场竞争的积极意

义，无法使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

会、职能与效率的关系得到平衡。

政府管得太多，企业就容易被

束手束脚。其实，直接受到政府干预

影响的是作为经济主体单位的企

业。过去国家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

时，秉承的是“大统一，小自由”的理

念，对市场统一管理。但是，却总是

把握不好管理的“度”。管多了使市

场变得被动，缺乏活力；没管的又使

社会方面得不到调节，造成生产和

需求的脱节。就比如在企业申请批

复发展项目上，因为政府管得太多，

在企业项目开发上层层设障，办理

手续复杂，拖延时间过长，造成了企

业时间的浪费和成本的亏损。这严

重打击了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让政府把权放出去，说到底就

是为企业的发展“松绑”。《意见》中

明确表示：“抓紧理清，分批取消和

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

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对确需审

批，核准，备案的项目，要简化程序，

限明办结相关手续。严格控制新增

审批项目”。这一项决策如果得到落

实，最受益的自然就是企业，这代表

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在今后企业

申请批复项目过程中，办理流程被

简化，节省了时间还降低了企业成

本。企业掌握了投资主动权，在项目

开发上就有了动力。

因此，这次发展改革委在积极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反复强

调简政放权，将减少和控制行政审

批作为这次改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

口，让政府职能逐渐清晰化。大幅度

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同

时，不仅仅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也

是真正的放开市场，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的活力。帮助企业突破束缚，为

企业的项目开发和技术创新“减

负”，也为企业做大、做活、做强创造

了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要真正下决心改革审批制，就应

当像邓小平说的，政府不应该管那

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

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把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确实

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我们

期待《关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得到深入落实，

建设让企业发展更自由的新的经济

体制。

邢滋沂

简政放权是为企业发展再次“松绑”
互联网的免费午餐
具有颠覆性

孟书强

漫评

中国式审批到底有多麻烦？有多少人是在繁琐的公司注册过程中，停

下了准备创业的脚步？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曾表示：“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

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的很。”恰逢“史上最难就业季”，对渴望创

业的年轻人来说，降低门槛、减轻费用、精简流程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微评

“拼关系”就业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就业“拼关系”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社会不公平。这种不

公平会进一步体现在社会财富、工资待遇分配上的不公平，会

造成赢者通吃、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当前，大学生就业形

势比较严峻，面对有限的就业机会，社会更要为每位大学生提

供平等就业的环境。

（如东杨亚军）

欲破解“就业难”当先破“关系网”

“关系网”既有悖法度规则，更冲击公序良俗，其危害不容

小视，破除“关系网”已成维护制度尊严、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众

诉求和大势所趋。欲破“就业难”先破“关系网”，只有将求职谋

业置于充分自由竞争的平等环境，大学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漯河张玉胜）

中国式审批，怎一个繁琐了得

来论

在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的竞争可

能将成为一种常态。你赖以生存并引以为

豪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仅仅是某家互联网

企业产品附加的一种赠品；你收费的主营

业务，一家互联网企业跨界进来后完全免

费，因为人家根本不靠这个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