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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硕士：我如何在北京开常德米粉店

你或许还在为不会坐、不会
走路、尖足剪刀步、不会说话、口
齿不清、智力低下的脑瘫儿今后生
活能否自理担心，而长期的康复恢
复慢且易反弹是否对孩子的未来越
来越没了信心？

你是否还在为身边有手抖身
僵、小碎步、便秘失眠、翻身困难
甚至生活都难自理的帕金森病人
感到忧虑？

医学表明：脑瘫、帕金森是因
脑神经受损所致，通过补充神经

生长因子（NGF）和神经节苷脂（GM）
营养、修复受损神经促进其再生
同时配合有针对性康复可以助力脑
病康复。

湖南已引进的加拿大科技成
果 NGF 和 GM 联合使用比单一更
好，据悉，目前已有新品上市！

喜讯：为帮助更多的脑瘫、帕

金森等脑病患者更快恢复，特开通

了400-025-0499 专线提供免费咨

询，家庭困难者可申请部分援助名

额！

脑瘫   帕金森
专用脑神经营养补充剂新品上市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下粉、上汤、浇汤料，一碗热气腾腾、油香扑鼻的牛肉粉在北京这家名叫“伏牛堂”
的米粉店里上桌的时间是 30 秒，售价 23 元。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店年仅 24 岁的老板张天一竟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即将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他是湖南常德人，他的三个合作伙伴，两个是法学硕士，一个是本科大学生。

4 月 12 日，张天一在他的微博贴出了他这天的收入是，卖出 400 多碗粉，收入 9700 元。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卖牛肉粉顿时逆袭着人们的神经。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热点。
4 月 13 日，张天一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说：“卖牛肉粉是我的一种创业

选择，我希望人们能平淡看待。”

进了一所好大学，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就应该从事所谓“高大上”
的工作。这是人们对于读书的普遍
观点。因此，当“北京大学研究生
卖米粉”的消息传出后，立马引起
了类似“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
学生当保安”的不值得、浪费教育
资源的说法。且不说，此类观点有
职业歧视的嫌疑，其实，做小生意
成为大企业家的比比皆是。所谓“宰
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从点滴基础做起，这也是众多成功
人士的必经之路。

华人首富李嘉诚起步于卖塑胶
花，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
助起步于卖自行车，美国著名企业
家霍金士起步于腌制瓜菜，曾经的
中国女首富张茵起步于收购废纸，
榨菜大王胡小平从小榨菜里做出了
大名堂，老干妈麻辣酱创始人陶华
碧则把小买卖做成大生意……

同样，研究生卖牛肉粉，也
不是说一定要一辈子守着这一家小
店。也许，这只由“精英”组成的
卖牛肉粉的小团队，将来也会给我
们一个惊喜。

北大硕士卖牛肉粉，日赚 9000 元
4 月 13 日晚 10 时，记者电话

联系上在北京的张天一时，他语气
里虽然满是倦意，但充满了热情。
他兴奋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今天差不多又卖了400 碗粉，预
计收入 9000 元左右，店都快被挤
爆了。其实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节
奏。”

张天一的店开在北京寸土寸金
的环球中心一个 40 平方米的门面
里。从他发来的照片中看，张天一
的米粉店和普通的粉店还是很不
一样的。特别是与长沙的常德津市
牛肉粉店简陋的就餐环境相比，张
天一的米粉店以橘黄色的色调为
主，充满温情，而且，有着风格独
特的海报。“硕士粉，良心粉”，“我
们是‘90 后’， 在环 球金 融中心，
为自己上班，用知识分子良心，在
他乡，还原家乡的味道。”四个“90
后”小伙子身着统一的白 T 恤，既
是老板也是员工。

张天一开店之所以引起人们的
广泛关注，就是因为他身为北京大
学的研究生却卖起了牛肉粉。而且
他的三个合作伙伴，有两个是法学
硕士，一个是本科大学生。

离硕士毕业只有 3 个月时间了，
别的同学都在忙着求职。而张天一
和他三个伙伴现在的生活是，每天
水发米粉到零点，凌晨还再守着
熬一锅牛骨头汤，睡觉都只能是四
个人轮着来。

这让人们非常不理解，有人甚
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炒作，只是想
出名而已。

对此，张天一说 ：“选择开米
粉店是我深思熟虑半年后做出的一
个选择，绝不是头脑一热出来的
一个想法。”

 2012 年，张天一以北京大学
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考试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然而快临
近毕业时，他却越来越不知道干什
么好。“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
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
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
道自己去干什么好。”张天一向记
者坦承。

 张天一是金牛座，爱好美食，
自己也有不错的厨艺，在大学读本
科时，他曾成功开过两家“天一碗”
快餐店。

但他一开始有创业做餐 饮的
想法时，也并不坚定，因为他觉得
如果选择一个和法律无关的行业，
那本硕连读六年的时间岂不是一
种浪费？种种焦虑矛盾下，一位导
师的教导让他茅塞顿开。

“老师说社会岗位无高低，只
是分工有所不同。于是，我很快就
想通了，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
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

而是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
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
一定那么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
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
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

 思想包袱卸下后，张天一开
始想，究竟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
呢？当他把目光投向了市场时，当
时北京非常火爆的雕爷牛腩、黄
太吉这种通过互联网思维操作的
快餐店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但在实
地吃过雕爷牛腩 100 元一碗的牛
腩饭和黄太吉十几元钱的煎饼果子
后，张天一发现，这两家的产品并
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觉得自己可
以做得更好。

 但 从 这 两 家 店 身上， 身 为
湖南常德人的张天一还是得到了
启发，他想到了湖南家乡那容易
做，味道又好，人人爱吃的“牛肉
粉”——在北京开一家独具特色的

“常德津市牛肉粉”店。

定下目标后，2014 年 2 月，张
天一回到了家乡湖南常德。他的想
法是先寻找口味最好的粉店，然后
拜师学艺。“当时我和我表弟两个
人走街串巷，差不多吃遍了常德市
区的每一家粉店，一天要吃十几碗，
真的是吃得嘴巴都冒火。”张天一
笑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最
终，他们选定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
米粉店，但是一开始，店家并不愿
意透露配方，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又
承诺绝不在常德本地开店后，张天
一才算拜师成功。

“买了一把小秤， 二十多个晚
上都是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
中草药、配料的分量，然后又邀请
了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
品尝，最后我才亲自定下我现在做
的这份汤料的配方。”张天一颇有
些自豪地说。

 3 月初，学艺成功的张天一回

到北京，并开始寻找他的合伙人。
两个大学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法
学专业即将硕士毕业的柳啸和宋硕
被他拉了进来。

“他当时跟我们要说开米粉店
时，我们也没有吃惊，因为他爱
折腾算是有名了吧，而且我们也觉
得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存在的价值，
对我来说参与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所以我和宋硕都同意合伙进来一
起做。”柳啸说。

很快，张天一、柳啸、宋硕和
张天一的表弟周全四个人各自拿出
了平时兼职或者假期打工的积蓄，
一共 15 万元，作为第一笔启动资
金。

“我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找
门面，本钱少请不起中介，我们四
个人分头在北京城找，最后找到了
这里。”柳啸说，现在这个门面租
金是一万元钱一个月，他们花了 5

天时间装修，除了刷漆是找了一个
师傅来做，店面海报的设计、悬挂，
以及桌椅碗筷的摆设都是他们四个
人完成的。

四个人根据各自特长还做了明
确的分工，张天一负责全面的统筹，
柳啸负责财务和收银，周全负责产
品，宋硕负责设计和营销。

店名“伏牛堂”也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伏’意味着潜伏和降伏。

‘伏牛’，体现的是一种霸气和强者
的气势。”张天一说。

4 月 4 日，“伏牛堂”津市牛肉
粉馆在北京低调开业。当天，张天
一用微信给妈妈胡波寄去了一张邀
请函。

胡波收到儿子的邀请函后，还
来不及给儿子打电话确认，就在铺
天盖地的新闻和亲朋好友的问候
里，知道在北京大学读法学硕士的
儿子“改行”卖牛肉粉了。

回常德拜师学艺

妈妈“完全支持他那是假的”
“说心里话，你说我完全支持

他去卖米粉那是不可能的，但既
然儿子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我
目前还是支持他，因为他也是一
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思维和
行为能力，虽然我不乐意，但我
还是愿意尊重他。” 张天一的妈
妈胡波女士 4 月 13 日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表达了她的态度。

从事教育心理咨询二十多年
的胡波说，儿子卖牛肉粉的事，
她是看到儿子寄来的邀请函才知
道，之前儿子一点口风都没向她
透露过。之后，她赶到北京 ：“我
很生气，质问他这么多年学法律
干嘛？”最终，张天一拿出了一套
牛肉粉店的运作方案和文案，才
将她慢慢说服。“我吃了碗粉，味
道还可以。”

虽然从事教育心理咨询工作
的妈妈选择用豁达包容儿子的反
叛和独立，但仍有一些偏见困扰
着张天一。

比如，有人指责张天一卖牛肉
粉是浪费教育资源。张天一反驳说，
一个高中生卖牛肉粉，和我一个硕
士生卖牛肉粉，我想那还是不一样
的。“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不是在卖
一碗粉，我是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在推广一种饮食文化。”

在“伏牛堂”，张天一设计的
所有菜单都通过微信来呈现；每
种食材的推出，他都会详细考证

出它的来源、发展过程和食物最
精髓的特点，组织成精美的文字
再推送给食客。

在 这 家 店里，不设 服务员，
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按照残汤、
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好
投放进三个不同的回收桶里。作
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他
们则回馈一份水果。张天一说：“这
个试验对我们而言，意义十分重
大，我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
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
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一
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
铺则节约了人工。而这种规则的
建立实际也是法学知识应用的一
种体现。”

对于将来是否会将“卖牛肉
粉”这一职业进行到底，张天一说，
他还没有想得太多，目前只想把
这个店经营好。张天一也一再强
调，他不希望人们再以猎奇的心
理来看待他的创业选择。他说：

“我的偶像是寿司厨师小野二郎，
他活到九十多岁，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把小小寿司做成一门艺术。”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
不再把‘北大学生卖猪肉’、‘清
华学生当保安’之类当作炒作的
噱头，而是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
时，这个社会才算是正常的。”张
天一如是说。

（奖励线索提供人王先生 100 元）

■ TIPS

 湖南农大研究生“练摊”卖土鸡蛋赚30万
刚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的 27

岁研究生黄石溪，在湖南农大菜
市场旁开了一家 20 平方米的农产
品小店，卖些土鸡蛋、糙米等。

2009 年，黄石溪以一份详细
的创业规划获得共青团湖南省委
认可，得到有关部门给予的 3 万
元创业扶持基金，并就此开设了
自己第一家出售净菜的小摊点。

2010 年，黄石溪考上了湖南农大
研究生，他的故事和蔬菜店也开
始被人所熟知。到他研究生毕业
时，30 余万元的巨债已基本偿还。

如今，黄石溪打算带领新招
聘的几十名大学生驻扎长沙各大
菜市场，从摆摊开始，将原产的
鸡蛋、蜂蜜和糙米销往千家万户，
打造“连锁摊”。 

■编后

张天一（右一）和他的三个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