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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
造物节

1989年出生的陈正翔，外形酷爆了。他最近染了灰蓝色的头发，用发胶固定向上，一只花
臂特别吸引人眼球。问他为什么文身，
“回答你这个问题太俗了，在七八十年代语境下才
可能会问”。
但普通人眼里如此率性的陈正翔，却已经做成了很多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在淘宝上造
了一款连高跟鞋女生都能轻松驾驭的“酷爆”电动滑板，让许多城市白领变身钢筋森林
里穿行的“柯南”。
从酷炫的电动滑板到竹子做的环保自行车，还有唐朝乐队都爱不释手的无头电吉他
——像陈正翔一样的年轻人正“混迹”在淘宝，不断与同辈灵感碰撞，不断制造着许多改
变生活的新“玩意”。淘宝网数据显示，淘宝买家中80后、90后的买家占比七成，90后已
超过三分之一，
年轻人集中趋势非常明显。
另据悉，包括陈正翔的STARY Board电动滑板在内的许多酷炫原创商品，也将集体亮
相7月下旬的“淘宝造物节”，让世界见证中国年轻人的创造力。

让世界见证中国年轻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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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做的自行车

创客

他们在淘宝上造“绿色北京”
罗明宁一直在频繁换工作，他要寻找自己的兴
趣。从某天开始，他被一家竹子自行车工作坊深深
吸 引 ，成 为 Bamboo Bicycles Beijing（以 下 简 称
BBB）最早参与者之一。
BBB是一家淘宝店，
也是线下工作坊的名称，
店
主是一个住在北京的美国青年——王大卫（David
Wang），
他不仅卖车，
还教人做车。
双方一拍即合，
罗
明宁成为大卫的中国合伙人，他们不仅造出了轻便
好用的竹子自行车，还建立工作室教别人做竹子自
行车，
带起一波波关于交通、
城市社区的讨论。

为环保而造，
竹子自行车点亮老北京胡同
创始人大卫并不是一个骑行爱好者，
竹子自行车
的想法，
源自如何改造城区内堆成山的废弃自行车。
大卫来自美国波士顿，在北京已经居住了六
年。他在胡同里上班，喜欢和居民聊天，热衷于探究
日常小事下面的社会文化。他发现北京很多小区里
都能看到堆成山的废弃自行车，而这几年骑自行车
出行的人越来越少。
如何重新培养环保的自行车文化？这成了大
卫，以及许多中国年轻人思考的方向。
从成立之初，
BBB便在建立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
并得到了年轻人的支持和参与。
如今，
BBB工作坊有4
名员工和一些志愿者。
参与者以80后、
90后为主，
他们
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有文艺的追求，
慢慢地，
学员构成
更加丰富，
有外企的管理者，
有中学生，
有老外，
甚至会
有一些公司选择把员工培训交给BBB。
在这个过程中，
参与者也会有许多微创新。
大卫认为，
“每个人都是创
客，
他们的创意让竹子自行车的事业成为可能。
”
开工作室之初，BBB定的目标是教人们做出25
辆竹子自行车，
现在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两年多
来，
超过400人来工作坊学习，
已经成功做出了310辆
竹子自行车。工作坊每年夏天都会举办暑期志愿者
培训，参与者都是中国的高中生。去年5名高中生在
BBB完成了两个星期的全职实习工作，他们学习制
作竹子自行车的各项技能，
还要从自己的兴趣出发，
用人类学的方式研究给社区贡献什么价值。
玩竹子自行车会“上瘾”，罗明宁说，这一年下
来，他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动手做这件事越来越
好玩，自己慢慢地成了别人眼里的“竹子自行车专
家”，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更学会了如何认真去做一
件事，在上面倾注自己的热情。
为了让BBB被更多人知道，
小伙伴们萌生了开一
家淘宝店的念头。
2014年9月，
淘宝店正式开张，
成为
了最具创造力的卖家之一，
一些外地网友慕名而来。

志同道合者汇集，
“造车队”日益壮大

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的出现，一些充满想法的
“不安分”的年轻人也加入进来，学习制作竹子自行
车的队伍不断壮大。这群年轻人一起定制装备和工
具，制作标准化的工作坊流程，不断试错，这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第一次开工作坊，学员制作一辆车的
竹子车架需要30多个小时，而现在只要16个小时。
BBB工作坊第一次出现在了广州，
后来又去了三
亚、
老挝、
日本、
美国波士顿、
丹佛等地，
学员都成了朋
友，
一些地方也陆续出现了学员组建的竹子自行车工
作坊。
罗明宁说，竹子材质细腻，而且很轻，减震功
能强。他曾经骑着竹子自行车上妙峰山，超越了许
多骑着专业赛车的骑行者，这让他感到骄傲。
“对我
来说，竹子自行车已经可以满足我的出行需求，而
且更是我骑车的动力。
”
最重要的原材料竹子也是经过长期选择、测试
才定下来的。他们也考察了一些竹子基地，最终选
择竹乡浙江安吉作为原材地。北京比较干燥，为了
防止裂开，也对竹子做了特殊加工。
世界上没有一辆完美的竹子自行车，但创造本
身是无价的。

滑板少年的兴趣改造

让年轻人在钢筋森林中飞起来
粉丝
“弥生”
秀出竹子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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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苗头。
“爸爸说，我都快退休了，这辈子也就这么点
梦想。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和妻子就想：好，他想
做那就做吧。
虽然我对吉他也是一窍不通。”

唐朝乐队吉他手，走到哪儿背到哪儿

创客

如果你关注了今年的草莓音乐节，看重兽乐
队的演出，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正在使用的
装备。
乍一眼看上去，这是一把镂空的吉他铁艺
品，全金属琴体在舞台灯光下折射出淡淡银光，
黑色的金属把手勾勒出流畅的电吉他轮廓。当吉
他手手中的拨片划过琴弦，清亮的音色和优秀的
颤音，
会让你讶异于这个铁玩意儿的神奇工艺。
“做一把吉他”看似是李宗盛这样的人才能
有的梦想，但前程序员林遵义靠着一念执着，硬
是造出了这种适合旅行携带的“铁吉他”。这种冷
酷版吉他被许多名人瞧中，其中就有唐朝乐队的
陈磊。

2013年第一把全金属旅行版无头吉他Adventurer（探险家，下面简称AD）设计样品出炉。
由于设计太前卫，和常规的吉他不同——采用全
金属制作琴身、可折叠设计的无头吉他，刚投入
市场的时候，林遵义还是有所顾虑，
“做出来就在
想，
这个东西会有人买吗？”
带着这份忐忑，他们参加了2014年上海国际
乐器展览会。在展会上，这把金属旅行吉他居然
获得了一大波用户的关注。尤其让林遵义夫妇受
宠若惊的是，展会期间我国台湾的知名乐器商，
通利琴行的总裁也对他们的产品很感兴趣。
也是在一次乐器展会上，林遵义夫妇遇到了
唐朝乐队的吉他手陈磊，陈磊是一个非常热爱吉
他的摇滚乐手。
“他在展会上一看到我们的吉他，
就大喊，哇怎么那么酷！那么漂亮！后来他就买了
我们的吉他，每天都不离手，走到哪儿背到哪儿，
连吃饭等上菜的时候都要弹一曲。”如今，陈磊已
经成了他们的品牌代言人。
然而吉他的上市销售之路并不顺利，有了产
品该怎么接触消费者，怎么进行销售和生产……
创业者该尝的艰辛林遵义都尝过了。

从父辈开始的梦，造一把吉他

淘宝造梦，无头吉他火了

在中国市场，便携的旅行吉他尚不多见，且
大部分是木制的，由于音色的局限，通常只能演
奏民谣音乐。而林遵义的电吉他采用全金属制作
琴身，相比木制吉他质量更加稳固，音色更加饱
满清亮，
演绎幅度更广阔。
在设计上，这些吉他也有独特的优势。传统
的旅行吉他尺寸缩小之后牺牲了演奏的舒适感；
而林遵义版的“无头吉他”
（电吉他的一种，去掉
了琴头部分）采用了可折叠设计，最大化兼顾到
了演奏的舒适性。
林遵义把自己制造的吉他品牌命名为ALP，
也 就 是 advanced（可 玩 性）、live（现 场）、performance（表演）的缩写。这个吉他梦，其实源自他的
父亲。
林遵义的父亲在年轻时是一个狂热的无线
电技术爱好者，并痴迷于音乐。顺理成章的，这两
者完美的结合就是——电吉他。但由于做吉他需
要非常多的配件渠道和专业知识，再加上制作工
序的复杂，且当时受众群体小，父亲转向了自己
擅长的五金领域，
开始做吉他配件。
但父亲内心一直对“做一把吉他”念念不忘，
直到两年前，快要退休的时候，这个梦想冒出了

2015年3月，
一次淘宝众筹有了意外的收获。
一开始，林遵义夫妇只是想要让这把吉他为
更多的年轻人所知，因为年轻人是最能接受新鲜
事物的。于是他们想到了淘宝众筹，果不其然，两
款吉他获得了极高的反馈，
“45天时间的众筹，20
万左右的众筹目标，
达成率208%。
期间预售了87把
吉他，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林遵义回想到这
里，
依然能从表情和动作上，
看到这个结果在当时
带给他的欣喜。
在淘宝众筹大卖之后，
林遵义又接
到了众筹节目创客星球的邀请，在节目上无头吉
他的众筹金额达到了56万元，线下门店在节目播
出后的30天内卖出了200多把吉他。
也是同一时期，林遵义因为做吉他而结识的
好朋友吉普森前技术总监、制琴大师JT加入了他
们的制琴大业。
目前，林遵义团队已经开发出AD、DR、FT三
款型号的无头吉他，七弦、八弦的无头吉他产品
也正在研发中。
当问林遵义是否爱上吉他这个行业时，他毫
不犹豫地回答：
“爱上了，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大的
成就感。过去不懂，但是现在你再给我看一把吉
他，
我一眼就能够看出问题了。”

工程师的无头吉他
唐朝乐队都爱不释手

越来越多年轻人正汇集到淘宝上，为
自己理想中的未来而“造物”。而淘宝网远
不止于销售，它已经成为年轻人发现潮
流、创新创造、形成圈子的最佳聚居地之
一。据统计，人们每天花费在淘宝APP上的
时间，平均超过20分钟。
淘宝网副总裁张勤表示，作为创意型
年轻创业者成长的极好平台，淘宝网也将
为各领域设计师、
“创客”
们提供从研发、
筹
资、
生产、
推广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链路服
务，
制造更多
“创意创新创造”
的惊喜。
唐朝乐队都爱不释手的无头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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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
阿笠博
士给柯南制作了一块太阳能滑板，
抓犯罪嫌疑人特别好用。所以很多
人看到STARY Board的第一反应
是，
太酷了，
这就是我的童年未完成
的魔咒。
”
STARY Board之父陈正翔（他
更 习 惯 大 家 叫 他 Rex），1989 年 出
生。
除了酷酷的外表，
年轻的简历居
然也酷到不行：9岁开始学编程，黑
过学校门口的网吧；高中肄业开始
实战，擅长Arduino编程，开发过图
形化编程软件MIND+，从专业程度
上来说，
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三个“一
万小时天才定律”；他玩了8年滑板，
现在成为一家电动滑板创业公司的
leader，并且把滑板做成了连穿着高
跟鞋的女性都能驾驭的开挂产品。

跑马拉松跑出了“火”
Rex跑过几十场马拉松，这里
说的马拉松并不是在户外跑步，而
是hackathon，编程马拉松：一群电
脑程序员和其他软件开发相关人员
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以合作的
方式共同开发某个软件专案，时间
一般不超过一周。整个编程的过程
没有限制和方向，所以经常诞生富
有创造力的产品，
好玩又刺激。
STARY Board的想法正是来
自其中一次hackathon，比赛完后，
Rex把这次马拉松制作的电动滑板
发在朋友圈里，很快就有很多好友
要求“试驾”，甚至吸引了投资人的
注意。最后被号称最懂90后创业者
的 投 资 人 李 丰 看 中 ，给 STARY
Board投了500万天使基金让这群年
轻人折腾。
Rex从此踏上了创业的道路，
从一个热爱DIY的自由职业者变成
了一个创业团队的leader。一个48小
时内诞生的创意雏形，Rex的团队
足足用了8个月，才最终让它变成现
实。
有时候创造力是一瞬间的事，
难
的是坚持要把它做好的决心。
现 在 Rex 很 少 有 时 间 参 加
hackathon了，接触创业者的阵地也
转移到淘宝上。进入淘宝世界不到
半年，Rex认识了很多和自己一样
充 满 创 造 力 的 年 轻 人 ，他 以 前 在
hackathon和各种工程师PK，现在则
在淘宝生态里发现更多的中国原创
力量。

想做一块最好的电动滑板
滑板在中国并不是常见的出行
工具，
但是在美国文化中，
滑板是不
可或缺的角色，它代表了一种不放
弃的精神。
Rex 说 滑 板 是 一 项 孤 独 的 运
动，它不像足球或者篮球等运动，
可以一群人一块儿玩。滑板的练习
是孤独且枯燥的，有时候一个动作
要练半年甚至更久，摔跤、磕破膝
盖和手肘、成为各种搞笑gif里的原
型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完成
一个动作的成就感可以覆盖之前
所有的委屈。
Rex选择做电动滑板，最大的
原因是喜欢。
拿到投资后，
他开始投
入所有的精力。但当时所有人都没
有预料到，研发一块电动滑板要200
万，
“版本迭代，
大概二三十次吧，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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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记不清了。
”光滑板的材料就斟酌
了很久，最初版本有11层，包括加拿
大枫木、烤枫木、东北枫木、竹子、玻
璃纤维、砂纸等等材料，
但是现在的
量产板面用加拿大枫木、复合编织
碳纤维纺织片、环氧树脂和竹子等
制成，在保证强度、韧性的前提下，
比之前轻了不少。
既然是电动滑板，
那么它肯定得
有电池，一开始STARY Board和其
他电动滑板一样，
把电池装在板子下
方，
“太丑！
”
Rex并不满意这种破坏滑
板形象的存在，
于是他破天荒地把电
池嵌进了板子里，
让它看起来和一块
普通滑板没有什么差别。
在产品的工程环节差不多完成
时，Rex把STARY Board放到了国
外知名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做众
筹，
最终筹了74万美元。
“当时的考虑
是，
国外对滑板的接受程度更高，
在
kickstarter上做众筹有利于和早期用
户建立联系，
帮助我们改善产品。
”

用酷的方式
解决白领上班最后一公里

如果说之前做众筹是为了在专
业玩家中自我证明，
那么现在Rex带
着他的STARY Board在淘宝落地，
就是希望能被更多的普通消费者所
接受。
“我们在国外的渠道以经销商
为主，国内目前只有在淘宝上可以
买到。
”
Rex以前就在淘宝上卖奖品，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平台，没
有什么束缚。
在STARY Board的中国用户
里，数量最多的是毕业一两年的年
轻人，
这也是淘宝上最主流的人群。
这些白领用STARY Board解决上
班最后一公里问题，它的最高时速
可 以 达 到 30km/h，比 自 行 车 还 要
快，
关键是它还很酷，
而且非常容易
学会。
在Rex的演示下，我第一次踩
上滑板，
拿着遥控器开了一小段，
确
实比较容易上手。Rex说即使穿着
高 跟 鞋 的 女 性 ，都 可 以 使 用
STARY Board。它的遥控器十分好
操作，
向前拨可以加速，
向后拨就是
刹车。
在刹车状态下，
女生可以很轻
易地站上滑板，
启动也十分平滑，
总
之比学其他交通工具容易很多。
和眼下其他智能代步工具相
比，STARY Board并没有各种花哨
的功能，Rex说他并不想给自己的
产品贴很多标签，
“把最核心的功能
满足就是一个成功的硬件”。
但是他
只给STARY Board打7分，
“我们还
在不断改进”，Rex表示，STARY的
下一款产品已经在研发阶段，具体
形态暂时保密。
前不久，STARY Board被《极
限挑战》节目组看中，
成为了张艺兴
的交通工具，
节目中，
张艺兴从一开
始面对滑板的手足无措，到最后对
滑板的爱不释手，给很多喜欢滑板
的人种了草。
当天晚上，Rex在社交圈PO了
淘宝链接，开张不久的STARY瞬间
涌 进 了 众 多 粉 丝 。但 是 由 于
STARY Board产能有限，
供不应求。
对于未来，Rex的态度是，科技
并非复杂化，
而是简化人的生活。
创
造力将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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