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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道

人物名片：今年 35 岁的唐
丽，5岁跟随父母从四川迁居咸
安宝塔。初中毕业外出打工。
从一名打工妹变身为健身俱乐
部的总经理。

采访时间：4月21日
采访地点：咸安动感健身俱

乐部
口述实录：我的家境不好，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母务农耕
作来维持。家里四个孩子，我排
行老大，初中毕业后，我就去了
深圳一家印刷厂打工。

厂里经常有一些印废的书，
没人要，我就在下班后挑灯夜
读，尤其对健身、创业等方面的
书情有独钟。这样一做就是四
年。

此后，我还去过浙江、武汉
等地，做过排版员、服装销售员
等，但我的梦想是开一家健身俱
乐部。

2011年，在外漂泊12年，
我回到了咸安，想开一家健身俱
乐部。但是限于条件，我决定先
从一名健身俱乐部的普通员工
做起。

刚应聘到健身俱乐部时，仅
有7天试用期。试用期间，因对
业务不熟，我只能边做边学，在
摸索阶段，我幸运地签了三个

“6000元”的年卡业务。

此后三个月，我的业绩名列
前矛，从6000元订单陆续增加
至4万、5万、6万订单。为了拓
展业务，我经常拿着名片进企
业、进社区、进酒店发放健身知
识卡片，引导更多的市民前来健
身。就连周末跟亲朋好友聚会，
我都不忘宣传健身理念。

因业绩上来了，我很快受到
老板重用，先后被提升为销售主
管、店长，月薪和业绩一路上涨。

后来，我自己办起了健身俱
乐部。靠着当销售员时积累的
人脉，和打工期间所学的经验，
我将俱乐部经营得风生水起。
下一步，我将扩大俱乐部场地，
购买先进的健身器材，同时外出
学习、考察，将一些发达城市的
健身理念带回咸宁。

（整理 记者 王莉）

健身舞动创业梦

修鞋修通创业路
人物名片：陈卫平，28 岁。

6 年前，他加盟了一家修鞋店，
成为一名年轻的修鞋店老板，
也因修鞋技术过硬，被客户称
为“鞋博士”。

采访时间：4月19日
采访地点：潜山商业街
口述实录：我有个朋友，对

鞋的要求很高。她的鞋子，最
便宜也是五百多元。可她有个
苦恼，鞋子出现小问题后，找不
到修鞋的地方，只能返厂。而
一旦过了保修期，维修费就很
高。另外，她也不知道到哪里
去保养鞋子。当时做铝合金生
意的我，看到商机。

如果你的鞋坏了，你会怎
么办？我就此做过一个小调
查。一部分人会在街边巷口找
传统的修鞋匠修，但因传统修
鞋匠技术陈旧，难免会把一双
价值千元的鞋子修坏。一部分
人会直接将坏鞋扔掉，因为修
鞋匠难找。

开家修鞋店，这个念头产
生后，我搜索了很多资料，咨询
了很多朋友，选择加盟亮博士
专业修鞋店。

我在亮博士学习了三个
月，包括修鞋技术和经营理
念。我知道，修鞋难免会遇到
疑难杂症，万一修不好怎么办

呢？我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了
一些厂家，万一修不好，就返到
厂家去。但几年的实践证明，
我还真是一个有修鞋天分的
人，所有问题我都能解决，没有
一双鞋返过厂。

2008年，我在潜山商业街
开了一家专业修鞋店，经营项
目包括修鞋、擦鞋、保养鞋。为
了搞好服务，无论是钉掌、粘
胶、缝线，还是清洗、杀菌除臭、
消毒等，我都一丝不苟。

我们店很快得到顾客认
可，顾客量从一天几人到几十
人。2013年，很多顾客建议我
开一家干洗店，他们修鞋、保养
鞋时，顺带洗衣服。当年，我扩
大门面，增添了干洗设备，提供
洗衣洗鞋等一站式服务。

（整理 记者 马丽）

人物名片：程畅，35 岁，崇
阳天城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
办了自己的古筝私塾。

采访时间：4月24日
采访地点：温泉茶花路
口述实录：我出生在一个工

薪家庭，不富裕的家庭状况让我
自小便知道，生活来之不易，所
以我做什么都很用心，生怕辜负
了家人付出的辛劳。

7岁那年，我在父母的支持
下，开始学习古筝，后来我又考
入中国古筝学院继续深造。毕
业后，如愿进入一家知名琴行当
了一名古筝老师。

当古筝老师是我的梦想，但
我更渴望成功，我想自己开私
塾，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古
筝这件古老乐器发扬光大。

一次回乡探亲时，我在亲戚
的口中听说，她的孩子也在学古
筝，但是感觉教的老师都不是很
专业，孩子一直学得很辛苦。通
过市场调查，我发现那时咸宁并
没有专门教习古筝的私塾，只有
几个音乐教室带着教古筝，专业
老师更是身兼数职。于是，我萌
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2013年，在家人的支持下
我回到咸宁，在人员比较密集
的大楚城附近租了一间门面，
为了节省成本，我自己设计装
修私塾，私塾取名为“和雅古

筝”。因为在咸宁本地没有什
么人脉，对市场也不是很熟悉，
虽然开在闹市里，但我的私塾
却并不为人所知，学生也是寥
寥无几。

为了改变困境，我利用课余
时间，参加各种比赛，提高技艺；
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我改
变传统教学观念，理论结合实
际，深入浅出讲解；为了提高私
塾的人气，我带着学生进社区做
宣传，通过微信、网站推广我的
教学课程。

付出终有回报，私塾的口碑
越来越好，私塾的学生也越来越
多，我也在同行业里变得小有名
气。

下一步，我想扩大私塾的教
学面积，扩招成人班、老年班，让
更多人接触古筝、学习古筝。

（整理 记者 朱亚平）

古筝弹响创业曲

然而，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创业之初，熊波就遭遇了许多
难题。例如，很多商户对百米生活免
费提供路由器、免费搭建网络店铺的

“免费午餐”表示怀疑；而且光前期基
础网建设阶段，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完
全是在“烧钱”。

虽然有时会被这些难题折腾得彻
夜难眠，但熊波沉下心来，用行动化解
问题。商家不信任，那就一家家上门
游说，商家愿意安装后，还会提供周到
的后期服务，只要接到故障电话，24小
时之内一定会解决。当时，熊波既当
老板，也当员工，经常亲自安装和维
修，凌晨下班是常态。

良好的服务与商业模式换来了效
益。项目开展至今，该公司已在咸宁
城区成功签约了1000余家合作商家，
先后铺设了1000余个WiFi热点。

就这样，随着百米生活在咸宁效
益初显，烧钱的问题自然也在逐步解
决当中。熊波表示，前期投入巨大，目
前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刚开始烧钱
烧得心慌，但我们一直信心满满。”

当然，做免费WiFi不会是熊波的
最终目的，他与公司还有更大的目标：
在我市各县市区覆盖免费WiFi，在此
基础上，做引领咸宁走向“智慧城市”
的有力推手。

在熊波的规划蓝图里，免费WiFi

只是他切入智慧城市的一把钥匙、一
座桥梁。他认为，近年来，我市正在大
力发展智慧城市。而百米生活通过提
供免费WiFi覆盖，连通商户和消费
者，开启移动互联网的新生活方式，所
做的正是打造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环。

目前，公司已走出第一步，当时机
日益成熟后，将引入更多的公共服务，
与医院、学校、部门等进行合作，为我
市市民构建一个更加简单、方便、安全
的智慧平台。

百米之行
始于指间

记者 赵晓丽

“能力有限，努力无限。创业不是为了当‘老板’，而是要做一名实实

在在的实干者。只要真心诚意为社会发展服务，就不愁没有事业成功的

那一天！”27岁崇阳小伙熊波，语气铿锵，心怀梦想，几经考虑，毅然投身

互联网行业。

19日，记者一探熊波的创业故事。

4月12日起，市民惊喜地发现，在
市区人流密集的中百咸宁购物广场和
沃尔玛超市附近，可以接收到免费的
WiFi信号了。

这种免费的网络服务由湖北省新
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百米生活平台提
供。市民只要在百米生活的热点覆盖
范围内搜索百米WiFi热点并点击连
接，就会自动跳转至微信连WiFi登陆
页面，关注百米公众号后即可一键连
入百米免费WiFi。

19日，湖北省新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负责人熊波表示，这就是公司项
目“百米生活”的初衷，方便市民生活。

熊波介绍，百米生活作为一个以
社区为中心的O2O服务平台，核心是
借助先进的无线WiFi网络技术，将消
费者、商家、平台对接起来，并通过一
系列应用型软件，让市民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保姆式的服务。而所有这些
个性化的服务和前端应用，市民和商
家不花一分钱就可免费获得。

有一些市民会有疑问，免费的午
餐会不会不好吃？会不会进入钓鱼网
站？熊波解释，公司目前正在与微信
等大型运营商合作。而微信等运营
商，在商户认证、服务内容、设备认证
等流程方面做了严格规范，为市民打

造了一个安全的WiFi使用环境，上了
一道安全锁。而公司也会在技术上为
市民保驾护航。

目前，百米生活正在与相关部门
联合，以温泉路为试点，从岔路口延伸
至新二桥，实现全路段的WiFi覆盖和
免费开放。

熊波认为，这是多赢的选择。市
民可以随时随地看电影、逛网店，获取
附近商家的折扣信息等，过上轻松便
捷的生活方式。商家也能通过微信公
众号轻松获取大量的目标消费者，并
能开展更为有效的营销互动和多元的
品牌展示，有效降低营销和实施成本。

今年27岁的熊波走上创业这条
路，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大学期间，熊波学的是物理专
业。年纪尙轻的他却很有想法：大学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不做学问研究，
要不多实践。

熊波对自己的性格有很清楚的认
识：不安定。于是，他开始了创业之
路，先后经营过水行、车行、俱乐部、餐
馆等实体，让他收获颇丰。

2014年，熊波大学毕业后，应家人
的要求，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安
逸的工作环境，让他有一种危机感，难
道一辈子要过着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吗？经过思考，他决心辞职，与朋友合
伙创办荆州市银安电子设备有限公
司，做移动支付。

此时，适逢百米公司在全国招代
理商。有商业头脑、有市场天赋，也有
创业经历的熊波在做了一番市场调研
后发现：免费WiFi在湖北尚属空白市
场，而且通过热点覆盖积累数据流的
形式具有前瞻性。多重考虑下，他放
弃已经起步的事业，毅然投身到互联
网创业大潮之中。

2014年9月，熊波怀着对家乡的
情思，回到家乡咸宁，和两位股东一起
成立了湖北省新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重点开拓咸宁“百米生活”市场。
“世界虽大，百米足矣”，这既是公

司的理念，也是熊波的奋斗目标。但
对于这个项目，他的许多亲朋好友却
有怀疑：免费的东西如何盈利？一些
人劝他不要折腾，不如做实业，他有过
经验，可以创造可观的利润。

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熊波坚定
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盈利模式是
可以预见的：既可以是广告的平台，也
能是内容分发的平台，还能做大数据分
析，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合各类行业需求
的大数据产品……对自己的选择，他信
心满满。

在温泉某公司上班的李勇，是
一位在股市沉浮了10余年的老股
民。

2004年，手上有5万元余钱的
他，决心投入股市，开始建仓。他的
第一只股票打算从银行中选择，当
时各大银行正从前期的高点回落，
他比较来比较去，都不知道该如何
选择。

一阵犹豫后，李勇做了一个最
简单的决定，四个股份制银行，每个
都买8000元，免去了选择的痛苦。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陆陆
续续地开始买入各大公司的股份，

每一只股票平均投入5000到1万元
不等。很快，5万的本金变成了一堆
凭证。

这种时候，李勇的账户就如同
一叶扁舟，在股市的汪洋大海随波
而行，他不知道会驶向何处，一切只
能交由市场做决定。

然而，市场的变化有时就跟天
气一样，难以预测。前期，李波赚了
一些钱，随后，市场开始暴跌。他的
金钱在迅速缩水。

此时，迅速抽身似乎是明智的
选择，李勇却不以为然。在投资股
票的刚开始，他就已经定好了原则，

找到好公司，价格合适，买入，面对
各种市场波动，泰然处之，长线持
有。于是，他坚守初心，仔细衡量市
场。同时，还购买了很多专业书籍，
恶补与经济相关的知识。

努力下，近两年，李勇赚了一部
分钱，资产有所增值。

而今，对于一些想进入股市的
人来说，李勇想给予一些建议，股市
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同时，他还总
结了一些具体可行的经验与教训。

身处股市，除了有一个良好的
心态外，还需要有非常好的资产配
置。无论身处何时，持有现金的人

往往才能扭转乾坤。当黑天鹅来临
的时候，持有现金者才能够一举定
江山。平时，宁可稳当一点，收益率
低一点，也要保证投资安全。

此外，股市可以是生活中重要
的一个部分，也是投资中极为重要
的一个渠道，但不要让它成为生活
中的“唯一”。工作、休闲、特别是与
家人跟朋友的相处，应当正常进行。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道：嘉鱼
县官桥镇观音寺村五组贫困户吕启红，
最近忙个不停，目前他正实施着今年的
脱贫计划。

据悉，吕启红家庭人口4人，因儿
子患有白血病，家里举债度日，和村里
许多的贫困农户一样，吕启红过去许多
年一直在外打工维持家庭生活。为了
努力摆脱贫困，2014年他从外地打工
回乡种植12亩湘莲，但效益不是很可
观，还是没有摆脱贫困。

2016年他计划种植湘莲20亩，开

挖1亩水田搞30个网箱养殖鳝鱼，这
些项目整个算下来，需要投入近8万
元，这么大一笔资金投入，对于吕启红
而言是个天文数字。

嘉鱼农商行官桥支行党员干部陈
刚了解他的情况后，主动上门对吕启红
脱贫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调查，帮助他制
定了的发展规划，并很快为他办理了5
万元精准扶贫贷款。

“有了这笔贷款，我可以放心大胆
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了。”吕启红掐指一
算，激动地说，种植湘莲年收入有3万，

养鳝鱼年收入有4.5万，今年我脱贫有
希望了。

今年以来，嘉鱼农商行积极引导广
大党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精准扶助攻坚，
主动与贫困户对接，提供金融帮扶，帮
助贫困户脱贫致富。该行要求每位党
员必须选择5至10户农村贫困户为扶

持对象，开展一对一对接扶贫活动。活
动中通过协助扶持对象选准扶贫项目，
制定可行的产业发展思路，提供信贷支
持和金融服务，帮助他们发展致富。

据悉，截止目前，全县先后有26名
党员，成功对接46户农村贫困户，累放
贷款295万元，预计这批贫困户今年可
逐步脱贫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嘉鱼农商行党员对接精准扶贫

免费WiFi 在湖
北尚属空白市场，而
且通过热点覆盖积累
数据流的形式具有前
瞻性。他放弃已经起
步的事业，毅然投身
到互联网创业大潮之
中。

在我市各县市区
覆盖免费WiFi，通过
切入智慧城市的这把
钥匙，这座桥梁，做引
领咸宁走向“智慧城
市”的有力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