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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长江学者教授、凯儿得乐有限公司销售攻关

□本报记者 张晶

中关村创客小镇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租玩具好处不少

众所周知， 养娃是件 “烧钱” 的
事儿。 孩子的吃穿用玩， 哪一样家长
都不愿意凑合。 但是对于工薪阶层来
说 ， 样样追求高端实在有些吃不消 。
于是， 在养娃这个领域中， 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共享经济， 比如， 共享玩具，
也就是租玩具。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对于租玩
具， 家长们的顾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租来的玩具干不干净， 二是租玩
具比买玩具到底便宜多少。 随后， 记
者对市场上主流玩具租赁平台进行了
调查， 发现租赁玩具平台都非常注重
消毒清洁， 且储备的玩具大多为国内
外知名品牌， 但与此同时， 租赁价格
也相对较高， 不过比起购买新玩具来
说， 还是要便宜不少。

“宠娃不一定是喜欢就给买， 租
赁不仅能玩更多， 还能教会孩子分享
之道。” 今年6月， 宝妈赵蕊在某租赁
平台上办了一张季卡。 加上新人优惠
券 ， 合算下来每个月只需要200多元
钱 。 “每次可以选两件玩具带回家 ，
玩儿腻了再拿去换 。 不限更换次数 ，
不过每次只能选两件。” 赵蕊说， 她家
宝宝今年两岁半， 之前没少给孩子买
玩具， 但在经历了多次买回家的玩具

孩子碰都不碰的尴尬后， 她便开始尝
试着走租赁玩具这条路。

“上次我给孩子租了一个摇马 ，
是一个大牌子 ， 市场价要三四百元 ，
我兴高采烈地把玩具搬回家， 没想到
孩子玩了一会儿就不玩了， 当时我就
暗自庆幸， 幸亏是租来的， 要是买的
话岂不是亏大了。” 赵蕊说， 她和其他
宝妈交流时 ， 大家都有相似的感受 ，
就是大人喜欢的玩具， 孩子不一定喜
欢。 买回家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而租
玩具正好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有了宝宝， 之前花钱大手大脚的
小仙女都摇身一变成了精打细算的主
妇， 少花钱办大事是不少妈妈的 “座

右铭”。 “以前看到琳琅满目的玩具总
想把它们都搬回家给宝宝玩， 可是再
好玩的玩具也抵不过宝宝的三分钟热
度 ， 之后这些玩具就堆在墙角吃灰
了。” 宝妈宁宁自诩 “育儿达人”， 在
玩具这件事上她力推租赁。

之前没怀孕时， 她曾听好友说起
过租赁玩具， 当时她很不理解， 玩具
干嘛还要租呢？ 如今， 她的宝宝1岁半
了， 她深感租玩具很有必要， 一是家
里收纳空间有限， 二是孩子对玩具的
新鲜感持续不了太久， 三是租赁玩具
也算一种环保行为。

决定租赁玩具后， 宁宁在网上几
经对比， 锁定了一款很棒的共享玩具

平台。 这个平台会根据不同月龄的宝
宝需求进行定制， 每两周邮寄一次不
同内容的玩具。 在送新玩具盒子的同
时， 会把旧的回收走。 它家的玩具基
本都是大品牌， 而且有专业人员对玩
具进行消毒。

宁宁说， 上一次玩具盒里有4个玩
具、3本绘本。如果按照市场价算要近千
元，而她办的租赁年卡，每个玩具盒只
需100多元。 如果有某个玩具宝宝特别
喜欢，还可以以折扣价格买下。“每次有
新的玩具盒子送来，我和宝宝都会迫不
及待地打开， 像拆圣诞礼物一样开心。
我注意观察了下，玩具都很干净，和新
的差不多，给宝宝玩很放心。 ”

位于海淀区温泉镇东埠头村的中
关村创客小镇， 自去年开园以来， 已
吸引了400多个创业团队入驻， 创业团
队从事的领域覆盖互联网、 人工智能、
医疗等产业领域。

“这里房租便宜 ， 创业氛围好 ，
可以遇到不同领域的创业者， 还有机
会和别的团队建立合作。” 95后创客陈
科枫去年本科一毕业就带着团队入驻
了创客小镇， “一间40平方米精装修
的公寓每月只需1000多块钱房租， 能
节省不少生活成本。”

陈科枫团队的研究项目是从他大
二时开始萌芽的， “当时了解到视频
眼镜， 一个既能看到现实环境又可以
看到所播电影的显示器， 我当时觉得
通过这类显示器结合各种传感器进行
空间定位和手势捕捉就能实现科幻片
里的空中成像效果， 于是就有了创业
的想法。” 陈科枫原本大学后按计划要
去国外读书， 但创业的念头让他在几
经考虑后选择留下来搞科创。 2016年，
陈科枫所做的项目获得了第十届国际
iCAN创新创业大赛VR/AR行业赛高
校组冠军等奖项， 成功拿到了100万融
资， 这也成为他后来创办公司的注册
资本。

“我们做的全息成像显示屏可以
实现空中成像， 投影到空中是透明的、

能触摸的， 是一种全新的交互体验。”
陈科枫在一个盒子里装入播放设备 ，
上面摆放好全息成像显示屏， 不用佩
戴任何设备、 也无需幕布， 就能看到
悬浮于空中的影像画面 ， 就像电影
《阿凡达》 中悬浮的哈利路亚山那样，
有很强的科幻感。

如何从实验室产品发展到市场化
产品？ 创客小镇为初创者们开设了创
业课程， 这让陈科枫学到了不少窍门，
“导师们讲的初创企业如何快速获取风
险融资， 从产品定位、 企业怎么做市
场、 以及如何做好产品服务， 都特别
实用。” 陈科枫说， 创客学院不但让创
业团队有了深入学习的平台， 也给了
创业者们认识和交流的机会。 陈科枫
时常邀请创客小镇的人来体验产品 ，
听听大家对产品应用的看法。 “因为
大家都是不同行业的， 思路不太一样，

能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启发。”
目前陈科枫的团队已同国内9家

AR厂家达成合作。 陈科枫笑言创业以
来有太多人对他说过不靠谱， “我从
2014年开始找融资， 找了3年才融到。
之前以为有好的创意就够， 后来才发
现不是这样， 得拿出有技术含量的产
品才有融资的可能。 别人可能会不看
好项目、 不看好我们， 但我们还是有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吧， 想到了就
要去尽力尝试。 虽然冒险， 只要之前
做的决定不让现在的自己后悔， 那么
当时的选择就是对的。”

“最开始想起做创客小镇， 就是
想用公租房来吸引高新技术人才， 帮
助他们解决住房压力。” 中关村创客小
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小镇最具吸
引力的就是创客公寓， 入驻创客公寓
的团队可享受政府50%房租补贴 ， 如

今2772套全家电精装的创客公寓中 ，
已有1977套实现入住， 入住率达71%。
除了居住， 创客小镇还为创业者提供
众创办公空间以及创客学院、 路演平
台、 创客私董会等创业服务， 将创业
导师、 投资机构、 科研院所、 国内外
孵化机构等资源引入小镇， 协助创业
者在小镇成功孵化， 加速腾飞。 开园
以来， 已有不少创业者在这里找到了
投资、 拿到了贷款、 享受了优惠政策，
向市场 “腾飞”。

未 来 ， 创 客 小 镇 将 以 “ 创 客
MALL” 为概念 ， 打造一个常设性科
创成果发布平台， 既能让入驻创业团
队有展示成果的窗口， 又能让大众有
机会了解和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 此
外， 位于一期东部的创客小镇二期也
即将启动， 将打造创客小镇的产业升
级版。

90后CEO在“创客公寓”中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