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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王在辉 辛周伦

叶农强是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
大二学生，高中毕业后，叶农强开始接触
淘宝。“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大学生创业
的，就琢磨着在大学里也要做点什么事
情。”叶农强笑着说。进入大学之后，叶农
强发现做淘宝网店的门槛低，便想到开一
家淘宝店。

舍友建议做虚拟产品，话费充值，可
叶农强调查发现，市场已经饱和，后来就
做女装了。因为刚来日照，他没认识几个
人，于是就从网上找了阿里巴巴一家女
装，在网店做代卖。可由于网店经营的女
装产品质量不好，价格很高，再加上女装
变化很快，做了大约半年，他就做不下去
了，但是他从这次失败中学到了更多东
西。

经历了一次失败后，叶农强总结了经

验和教训，他希望能参加培训充实自己。
在一个培训机构的试听课上，叶农强认识
了日照本地的一位皮带代理商。在线下生
意受到电商的强大冲击后，这位代理商也
在学习电商，转站线上运营。“我们就算是
合作吧，我也没把握做好，就是抱着试试
的态度为他运营了一家网店。”叶农强笑
着说。

借助之前的经验和新学到的知识，叶
农强把网店经营了起来。“经营前三个月
是看不出什么效果的，一天十几单，后来
参加了天天特价的活动后，一天能做一百
多单，每个月的销量都在不断提升，我也
不断学习，半年之后月销售额达到 5 万以
上。”叶农强说。

“最多的一次是月销售额突破 10 万，
总代理给了近四千元的报酬。这些收入就
是叶农强的学费、生活费以及旅游费的来
源。”叶农强笑着说。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要有空调，工作要轻松，要正常上
下班，不能加班，要有充足的假期，工作
环境要好”，不少找工作的大学生，有很
多对工作的要求。徐帆却是一个例外，
每天早晨提前到岗的他，从没觉得辛
苦。相反，他很珍惜这份工作，虽然累但
做得很愉快。

徐帆 1990 年出生，毕业于山东行政
学院。2012 年底，他考入邮储银行岚山支
行成为一名柜员，负责信件收发、存款、汇
款等业务。“每天早晨我都会早早来到柜
台，我的一言一行代表着邮政储蓄的形
象，我的工作中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和放
松。”

“刚毕业的时候，我感到很迷茫，曾经
在爸爸的工地里搬过砖，那时候是夏天，
在工地里干了没几天我全身都晒成金黄
色，看上去跟少林寺里的十八铜人一样。”
徐帆笑着谈起那段经历，后来经过招聘考
试，他进入邮储银行岚山支行。刚去的时
候，他在业务上还不是非常熟练，为了尽
快熟悉业务，没碰到一个问题，他都会十

分虚心的向老同事请教。徐帆介绍，工作
量很大，但不能有丝毫马虎。“在工作中我
不断提醒自己要认真认真再认真，严格按
照行里的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来进行实
际操作。”

徐帆介绍，经常会有人到银行里办理
个人汇款，有的人连所需要的凭条都不会
填写，“每次我都会十会细致的为他们讲
解，一字一句的教他们，直到他们学会为
此。临走时还要叮嘱他们收好所写的回
单，以便下次再汇款时再写。”

“也许有人觉得个人汇款在储蓄所只
是一项代收业务，并不能增加所里的存款
额，为什么还要这么热心去做，但是我认
为，专心来为广大顾客服务，才是最好的
服务。”徐帆说。

“当我听到外边顾客说我工作做得
不错的时候，我心里就万分兴奋，那并
不光是对我的表扬，更是对我工作的认
可，对我工作的激励。”徐帆笑着说，有
时候虽然工作上会犯错误，但是这并不
影响我对这份工作的积极性，反而更加
鞭策我努力的学习业务技能和理论知
识。

23 岁大学生张浩：

借借同同学学钱钱自自主主创创业业
半半年年内内开开两两家家车车行行

文/片 本报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在很多人眼里，“ 90 后”还是还是一
群没长大的孩子。然而，张浩却是一个拥
有梦想，敢于追求梦想的小伙。初次见到
张浩，他谦逊有礼、沉稳大方，充满自信而
又朝气蓬勃。

张浩是日照人，目前是济宁职业技术
学校的一名大三学生。23 岁的他，如今已
经是 2 家车行的老板，年收入在 20 万左
右。

据张浩的姐姐迟燕冰介绍，张浩从小
就非常能吃苦，每年寒暑假都会外出打
工，赚取零花钱。高一那年暑假，他到王家
皂的渔家乐打工，每月 1500 元的工资。

“跟着别人干，只是一味的完成老板安排
的工作，没有自主性，第二年我就自己开
店了。”张浩说。

张浩介绍，第二年暑假，他在王家皂
租了一间房子，卖日用品以及泳衣泳圈。

“当时就一间屋子，里边都是货，就在门边
铺上一层泡沫睡觉，晚上又热蚊子又多，
浑身上下咬的全是红疙瘩。”一个暑假下
来，他赚了差不多 1 万块钱，这更加坚定
了我创业的信心。

2011 年，张浩考入济宁职业技术学

校，学习建筑设计。大二下学期，他就办理
了实习，来到济南创业。

张浩介绍，开始他并不知道要做什
么，是同学的一个举动，让他大受启发。

“我同学从一个网站上买了一辆踏板摩托
车，后来不想骑了，就放在网站上卖掉，结
果卖掉的钱比买的时候还高一百，我瞬间
受到了启发。”张浩说。

于是，他向同学借了 5000 元，从网站
上买二手摩托，然后再在网上卖掉，就是
这样一辆一辆的买和卖，慢慢的扩大生
意。由于济南学生多，外来打工的也多，因
此二手摩托很有市场，“一个月卖了 70 辆
左右，后来我就在大学旁边开了一个实体
店，有新车也有旧车，半年时间挣了将近
十万元。”

为了降低成本，张浩还自学维修。曾
经为了学习修车的基本技术，他跑到一个
大型的修车铺免费帮忙一个多月。记者看
到，他的手上满是老茧和划痕，非常粗糙。

“修车是个体力活，免不了生茧子。”张浩
说。

2014 年 2 月份，张浩又在日照大学城
开了他的第二家店。“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慢慢干，积攒一些资金、经验和人脉，以后
争取再涉及一下别的行业，干出点名堂。”

个人简历：张浩，男，
1991 年，日照人，2013 年 7

月到济南创业，目前，在济
南、日照开了 2 家车行。

工作感悟：我从小就是
一个闲不住的孩子，自己创
业虽然艰辛，但是能够得到
锻炼，使我更快的成长。

90 后银行职员徐帆：

细细心心讲讲解解业业务务
受受到到客客户户欢欢迎迎

个人简介：徐帆，
男，1990 年出生，毕业
于山东行政学院，2012

年考入邮储银行岚山
支行。

工作感悟：我的一
言一行代表着邮政储
蓄的形象，我的工作中
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和
放松。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淘宝店主叶农强：

大一开起网店，学习赚钱两不误

个人简介：叶农强，男，1992

年出生，福建人，日照职业技术学
院大二学生，大一开始就开起淘
宝店。

工作感悟：在尝试中发现市
场，在尝试中学会经营。

本报记者 王在辉

每天晚上 5 点半到 6 点，是凌峰配送
水果沙拉的时间。2014 年 4 月初，一次偶
然的机会，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水利工程系
大二学生凌峰与这个名为“蜗牛果果”的
水果配送团队结缘，从“蜗牛果果”开启了
他的梦想之旅。

“一开始就是通过蜗牛果果买了冰糖
苹果，结果有个苹果坏了，然后我就拍照
通过微信平台把照片发给他们，然后平台
回复：黑心店主过几天换一个！凌峰告诉
记者，看到这句话时他笑了，蜗牛果果与
众不同的处理投诉方式也吸引了他。

此后他每天都会看一下蜗牛果果微
信平台推送的消息。一次，蜗牛果果发出
了他们发出的招聘启事。“他的招聘标题
是‘固执是因为你自信’，看到这句话时我
就想到了自己，固执到不撞南墙不回头。”
凌峰笑着说，然后他就加入了这个团队。

因为在社团担任职务，凌峰在学校的

人脉比较广，再加上助人为乐的性格，身
边朋友很多。他先从社团出发把自己社团
的人发展为会员，社团的人再向身边的同
学推荐。“为了达到有效推广，我们买了一
批水果，送给了我们系的大一每个班的同
学；另外，把微信平台的二维码发到每一
个自己所在的群里，靠朋友转发宣传。”凌
峰就这样开始了线下和线上的同步推广。

在推广的过程中，凌风不断的思考学
生的需求。在 4 月 15 日，“蜗牛果果”推出
了主要针对女大学生的水果沙拉。“水果
沙拉搭配多种水果，加上酸奶、沙拉酱，很
受学生喜爱。”凌峰向记者介绍，“沙拉刚
上市的时候我的几个哥们订了 10 多盒送
给小姑娘，通过口碑宣传，慢慢打开女生
市场。”现在一天能卖 20 盒左右，最好的一
次卖了 38 盒。

“夏天要来了，水果沙拉会有更大市
场，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为大家提供最
新鲜的水果。”凌峰笑着说，“人活着就是
为了梦想，我们卖的不是水果，是梦想。”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凌峰：

加入水果配送团队，创新水果沙拉

个人简介：凌峰，男，1994 年
出生，潍坊人，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水利工程系大二学生，大二时做起
水果配送业务。

工作感悟：人活着就是为了梦
想，我们卖的不是水果，是梦想。

23 岁退伍小伙吕杰：

自家小区里做保安，巡逻中逮住偷车贼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1991 年出生的吕杰，是一名小区保
安。虽然有时候挺枯燥，但吕杰却干得挺
自在。

吕杰 2008 年参军入伍，2013 年年底退
伍。“退伍后在家没事做，正好我家所在的
小区缺保安，我就过来了。”谈到自己的为
何选择做保安时，吕杰话语中流露出洒脱
与率真，“现在 90 后保安还真不少，我们小
区保安队里很多都是‘90 后’。”

刚开始做保安时，吕杰感觉很新鲜，
但每天需值班 8 小时，对刚工作的他来说
是个考验，另外，他还要和同事轮流值夜

班。他告诉记者，值夜班的时候要经常巡
逻，防止偷盗现象。“有次夜班巡逻，我看
见有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撬车门，我跑上
去逮住他，跟他厮打了一会，小偷眼看打
不过我就逃跑了。”吕杰说，他所在的小区
的，保安待遇还不错，“一月 3000 元左右，
还给交五险，每天晚上还会给值夜班的保
安做宵夜吃。”

吕杰说，他想以后自主创业，现在做
保安虽然是个过渡，但一定会踏实做好，
让业主们满意。将来要做什么虽然还没定
下来，但他已经初步有了想法。“我现在已
经攒了一些钱，马上就要结婚了，等结婚
后，就自主创业。”

个人简介：吕杰，男，
1991 年出生，当过兵，退伍
后在自家小区里做保安。

工作感悟：踏实做好保
安工作，让业主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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