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转诗歌、导演、创业，电气院友实力诠释创业无限可能——

访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校友佟世天 

人物名片： 

佟世天，男，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 013 届毕业生。 2009 年考入浙江大学工

科试验班， 2010 年进入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科期间，师从超大所的罗小华老师，参与嵌入式与模式识别的项目。先后

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在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及嵌入式系统方面拥有多篇

国际论文和专利，并于 2 018 年作为 90 后代表入选 GASA，参与在斯坦福大

学的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培训。曾历任外语学院子鼠诗社中文主编、校团委摄

影记者、文琴合唱团男高音声部长。进入电气学院电信专业后，曾参与创办

电气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并担任主任，负责学院的文艺体育工作，并出任

电气工程学院各大晚会的导演。  

2 014 年，佟世天看到程序化创意在国内的机会，毅然中断留学开始创业，并

成立喝彩网。目前担任喝彩网 CE O，长城会副会长，为福布斯 30 位 30 岁以

下精英、胡润 30 位 30 岁以下行业领军人物获得者。  

 

注：喝彩网是国内知名的广告技术公司，国内程序化创意领军企业。成立

至今已有亿级人民币及百万级美金的营收，与腾讯、 Facebook、科大讯

飞、今日头条、网易等互联网媒体，以及众多国际知名 4A 公司有业务合

作。 2017 年，喝彩网作为唯一的程序化创意公司，与科大讯飞等 10 家公

司一起，发起了 “中国 AI 智慧营销联盟 ”。 2018 年，喝彩网走出中国，开

启多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程序化创意设计业务，响应一带

一路，致力于 “让世界用上中国设计 ”。  

 

从诗词歌赋到人生理想  

2009 年，佟世天考入浙江大学。浙大为他开启了一扇门，给他一个去探究

其他专业同学大学生活的机会。  



对于佟世天，学术论文信手拈来，学生工作同样举重若轻。可他深知自己

不是一个学术型的人，解决学术问题也不是兴趣所在，于是他选择让大学

生活充满 “仪式感 ”。他是诗社的游吟诗人，也是合唱队伍的中坚力量；是

穿梭于 “一线 ”的新闻记者，也是游走于各大晚会、指挥若定的导演。他 “导

演 ”了一场精彩的大学生活，用诗歌去谱写华美篇章，用浑厚嗓音去低吟

浅唱。  

尽管佟世天的校园生活令人艳羡，但他认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特殊的同时

也不特殊：特殊在诗社、记者、合唱、导演、学生干部、学术论文、留学

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生活中；不特殊是指，这些没有什么是他所独

有的，别人的大学生活同样可以如此精彩。  

佟世天不会因为论文和绩点牺牲音乐和排练，也能够平衡好学生工作和诗

社、摄影，这使他在浙大里有比大多数同学多的交际 ——“我可以与他们谈

科研、谈绩点、谈导师、谈留学， 也可以与他们谈诗书、谈音乐、谈工

作、谈摄影。 ”同时，这段经历让他在今后繁忙的工作中掌握了平衡之

道。  

阅人无数，以人为鉴，见贤思齐。佟世天从与他们的交流中看到了每个人

的追求，每个人的梦想甚至每个人的生活态度，这不断启迪着他，使他更

加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创业的种子在心中开始萌芽。  

 



一往无前，舍我其谁  

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毕业之后直接选择创业往往 “生存率渺茫 ”，大浪淘

沙后熠熠发光的企业如同凤毛麟角。在成立喝彩网之前，佟世天没有相关

的创业经历或者创业准备，是什么激励着他作出创业的决断？  

佟世天给出了他的答案：一往无前的勇气，舍我其谁的信念。  

佟世天从 “高考 ”这一话题出发，谈到中国高考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考试，正

是 “大浪淘沙 ”的过程，成功的人少之又少，试问我们求是学子是如何考上

浙大的？他认为，无外乎两个核心： 1.  不管结果如何，拼命学习。 2.  尽

可能找到一些和你目标一致努力程度也相似的人，一起成长。  

“为什么我们经历了大学，反而变得畏手畏脚，是什么让我们犹豫不决了

呢？是不是内心的恐惧？为什么一定要有经历，要有经验、要有充足的准

备？我们能否反问一下，成长至今，你是否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如果

是，那就找到目标一致的人，全力开始吧！ ”下定决心之后， 2014 年佟世

天看到程序化创意在国内的机会，毅然中断留学开始创业，带着凌云壮志

成立了喝彩网，进入数字广告领域。  

渐渐，他成为了自己创业事业的导演，成为了 “舞台上 ”的灵魂人物。  

 

不破楼兰终不还  

佟世天本科及研究生的方向是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做

看似不相干的数字广告领域。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 “数字广告中有很

多的技术环节，如何让广告图片更加吸引人不光是设计师的思考，程序员

一样要思考。你想看到的设计未必你的室友就也想看到，因为你们不一定

是同样的人。为了提高广告转化率，需要让不同的设计针对不同人的特性

进行展示。 ”所学的专业知识为他注入了程序员式的思考，使他突破了传

统广告的经典设计方式，提出了 “计算设计 ”。  佟世天说道： “从经典设计

到计算设计，是数字广告中对设计需求提升，也需要技术和设计的不断努

力，而这其中少不了对于设计元素的识别、归类和合理选择。这，就是程

序化创意。 ”  

所以，所从事的行业与在校所学只是并非毫无联系。恰恰相反，那是伴随

你一生的财富，它与工作亦或是生活均息息相关。  



创业生活往往昼夜颠倒，佟世天常常因工作日程忙得不可开交。在如何平

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过去十年他一直在用亲身经历回答这个问题，正

如他大学阶段如何平衡繁重的学业与多彩的校园社团生活那样。  

佟世天认为每个人对于平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平衡就如同于

“舒适 ”。这个 “秘诀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还算舒适，就是平

衡。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也觉得这个工作节奏还算舒适的人，家庭就平衡

了。 ”  

尽管创业事业倾注了佟世天不少心血，但喝彩网的运营并不顺利，团队在

HTML5 产品、 JS 动画方向摸索很久，国内外的媒体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

喝彩网在商务上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其实创业者更多的时候是无助，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激情澎湃和踌躇满

志。 ”佟世天回忆起自己早期创业经历，不无感慨。 2016 年中，喝彩网在

第一笔天使投资即将消耗殆尽时，团队仍然没有摸出来合适的方向，一个

月几十万的开销，让公司的现金流非常吃紧，士气也非常的低落。佟世天

自己掏钱垫付团队工资的同时，带团队的成员去巴厘岛进行团建，也许这

场巴厘岛之行将成为 “散伙饭 ”。  

彼时，佟世天认为自己更像一个刚经历过自然灾害的农夫，望着没有产出

的田地，不知所措。心情沮丧地捡着还没有倒下的麦子，希望它们能让他

们再吃上一顿饱饭，并期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  

尽管 “食不果腹 ”，但作为领导者的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团队，以成员们的聪

明才智和对成功的渴望，甚至是不愿给自己履历抹黑的骄傲，都会让他们

坚持下去。  

正如李奥贝纳的一句话 “伸手摘星，纵使徒劳无功，亦不致满手污泥。 ”  

这也是最酷的态度 ——永远不会为自己怎样努力而道歉。  

 



 

 

让世界用上中国设计  

“我们不应该是为了成功而创业，成功只是创业所带来的附属品。历史总

是被年轻人改变，那些不屈倔强的人总有赢的机会。 ”从佟世天的坚定的

语气中，能读到那份矢志不渝的情怀。  

事实证明，有情怀的人，往往运气都不会太差。  

2016 年年底，喝彩网摸出了一条道路，不仅拿到了深圳前海汇潮、杭州泛

创投资的新一轮融资，国内数字广告的权威媒体 RTBChina 还将喝彩网列

为程序化创意板块的知名公司，并加入到国内程序化广告的生态图中。

2017 年起喝彩网一路青云直上，拿到知名风投东方汇富 2000 万元人民币

的 A 轮融资，收到科大讯飞的邀请，一起参与 “中国 AI 智慧营销联盟 ”的

筹办 ……一些列的收获，让喝彩网在程序化创意方面得到业界的认可，在



国内数字广告行业有了自己的位置，奠定了中国程序化创意领军企业 的地

位。  

但万事也非一帆风顺。 2017 年喝彩网失去了曾处于核心技术岗位的两位创

始人，公司的技术方面一度陷入僵局。虽然团队的重要岗位缺失，但业绩

的增长着实推动了公司人员梯队重新建设。 2018 年喝彩网重新引入了从海

外回国的前思科资深架构师，作为公司的新任 CTO。喝彩网技术团队快速

得到补充，打造出一支国内程序化创业的明星团队。  

尽管喝彩网在数字广告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但程序化创意毕竟只是数字广

告的一个细分领域，因此团队计划在程序化创意的基础上开启新的拓展，

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懈努力之下，技术团队研发出一种技术，能让机器

拥有自动做海报、名片、杂志封面等能力。这不禁让喝彩网团队十分兴

奋，他们看到了 AI 平面设计的可能。  

2018 年，喝彩网在 AI 平面设计创意的驱动下，形成了 “成为世界范围内

AI 平面设计的知名公司 ”的愿景。在此愿景的驱动下，喝彩网于 2018 年收

获来自华侨基金、浙江省产业基金的 A+轮融资，来自汇量科技、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的 A2 轮融资，以及即将公布 Pre -B 轮融资。喝彩网团队制定

了 3 年行动目标，希望在华语、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世界进行图片

的智能设计和售卖，并在 2021 年成为 “一带一路 ”、 “信息制造业 ”的标杆企

业，真正达成喝彩网的口号： “让世界用上中国设计 ”。一番宏图伟业赫然

眼前。  

 



浙大人要做 “将军 ”  

谈及这段成功创业的经历，佟世天把它比作是 “行军打仗 ”。行军打仗需要

军队管理，许多管理学有名的书籍我们耳熟能详，管理类课程在浙大也是

比比皆是。但经过创业实践 “洗礼 ”的佟世天认为，通过读很多管理书籍、

上很多管理课等带来管理方面的战斗力，是大公司的方法，不适合创业公

司。 100 人以下的公司最重要的管理就是能带队伍打胜仗。 一个总能一步

一步前进、踏踏实实克服一个个困难的公司，自上而下就会形成战斗力。  

“创业军队 ”中不乏技术和管理人才，在这场 “战役 ”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在

技术、管理人才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佟世天说道： “管理人才，或者政委

固然有很大的价值，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将军，技术型的将军还是业务型的

将军，都是将军。 ”  

正如竺老校长所说的那样： “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

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

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佟世天用行动证明：浙大人，要做胆识过人、独当

一面的将军，而非士兵，要兼备勇气和智慧，方可成就大事业。  

 

小编说  

这部浙大校友精彩绝伦的创业故事先写到这里，佟学长作为浙大电气人，

作为企业家的的家国情怀、胸怀担当呼之欲出，值得我们广大电气学子深



刻学习。对于喜欢诗歌的他，也许用《江城子》一诗作结，怕是再合适不

过：  

少年自有少年狂  藐昆仑  笑吕梁  

磨剑数年  今日显锋芒  

烈火再炼双百日  化莫邪  利刃断金刚  

雏鹰羽丰初翱翔  披惊雷  傲骄阳  

狂风当歌  不畏冰雪冷霜  

欲上青去揽日月  倾东海  洗乾坤苍茫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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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试错、找准方向——访“喝彩网”CEO 佟世天院友 

人物名片： 

    佟世天，1990 年 3 月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2013 年获得浙江

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2014 年 8 月休学，回国创业，开始正式运营

“喝彩网”。兼各种才华于一身，本科期间就在才艺特长、摄影爱好和科研水平上都有极大

的成就。经过快速试错开始创业之后也是坚持自己，找准方向。“喝彩网”于 2016 年 8月完

成第三轮融资，在细分领域位居国内前二。喝彩网曾作为大陆互动广告技术的唯一代表参加

海峡两岸创意设计论坛，先后获得 2015 阿里云云栖大会创业大赛杭州总冠军、2016IAI 中

国国际广告节金奖、2016 中国“创业之星”创业大赛排名全国 3/1668 等荣誉，公司规模逐

渐增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广。 

  

2 月 18 号下午 15:30，我们走进在华星时代广场 A 座的喝彩网总部。喝彩网 CEO 佟世

天接受了实践团成员们的采访，并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学习、社团、创业等多方面的经历。 

       

 

经历比职位更重要 

谈到自己的学生时代，佟世天谦虚地说到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大一担任文琴合唱团



男高音，承担着合唱团中的各种工作；大二开始补专业课；大三准备出国；大四在实验室里

做科研，发文章。在校时参加过各种社团，包括艺术类的，文学类的，科技类的，社会实践

类的，以及学生会、团委等学生组织，也当过摄影记者。在电院也管理着各种各样的文体工

作，当过好几年的毕业晚会导演，总之做的事情比较杂。但是因为本科的时候对自己的未来

比较迷茫，他就是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尝试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去选择一个他想要的。 

虽然各类社团都参加过，佟世天坦言自己并未获得像合唱团团长或是学生会主席之类

的职位，所以还是有些遗憾。但多年后的现在回想起来发现这并没有什么，他从不觉得让他

遗憾的这些事情当时没有去做会对他现在有什么损害。其实人的成长不是任何一个给你的职

位，而是你真正在这个经历中得到的。就是在这样的过程经历中锻炼了自己的领导才能，认

识了大量优秀的人，组成现在这样一个公司团队。 

  

找到目标之后同心协力 

    佟世天在本科毕业后先出国留学了，中途又放弃回来创业。当问到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的时候，他表示其实创业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念头，他在浙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虽然

那个时候准确来说应该叫兼职。 

   大二他在文琴艺术团的时候就总是带着艺术团的人出去搞副业，在杭州中高端的婚庆上

表演节目，因为浙大艺术团的人水平不错且要价便宜，在当时基本上垄断了全杭州的婚庆市

场。后来大三到玉泉之后离艺术团就远了，但是会跟实验室的学长学姐卖专利，各种打那种

大家最不愿意接的电话，然后成功卖出去几个专利，包括识别电池电流的芯片。所以说中国

第一个能识别电池电流的充电宝跟他们实验室有很大的渊源，虽然说这个核心不是他的技

术，他只是帮忙卖出去了。到现在他们导师每次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回忆感慨，戏称如果当

时不卖掉这个专利没准现在的佟世天已经做了小米充电宝了。出国之后他发现程序化创意这

个行业在国内正好没有，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却又比国外还大，若从博弈论来讲就是国内比国

外的赢面更大。所以他就回来和合唱团的同学以及电院的同学一起成立了这个公司。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一直想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在当时，

首先大家因为学业忙没有很多心力去做这样一些事，其次也没有人看准了一个事情，有非常

大的决心拼命忽悠大家来干这个事，所以大家一直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心态中。直到他们

找到程序化创意这样一个目标，才一起努力做出这样一个公司。 

  

认准主线，螺旋上升 

谈到对创业的理解，佟世天强调认准主线的重要性，喝彩网目前主要专注于数字广告

方向，即以数据为支撑的广告。整个数字广告的市场非常大，每天中国人要在数字广告上花

六个亿，一年有几千亿的广告营销，所以这个行业体量非常大，没有任何一家在这个行业的

公司容易轻易跨掉，这也是喝彩网能在去年资本寒冬中仍能完成第三轮融资的重要原因。 

    关于创业过程的困难，佟世天认为最大的困难无疑是发不出工资的困难，这是所有的公

司都会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最开始喝彩网没有融资，钱全靠自己挣，大家都是用少吃点多

赚点这种态度去创业的。其实大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创业早期的时候最困难的往往

是没有预算，但创业者也不应该抱着只有有了钱才能开始做的心态。只要团队够硬、态度坚



决，某些个问题没想清楚，大家一起加个班十天不睡觉总能想出来。有时候发现一件事无比

靠谱，马上就能挣到钱了，但是就差那么临门一脚的一笔预算，在创业早期的时候这是最令

人遗憾的。 

不过之后佟世天又笑着说到：“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钱没有什么重不重要的，不是说你没

有融资就活不下去了，很多人认为有融资了才出来创业，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当然那

个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的想法又跟那时候不一样了，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螺旋形

上升的。” 

  

深切寄语，中肯建议 

采访最后，佟世天学长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予了同学们自己的建议。他觉得每个人

的成长方式都不一样，对他来说这个方式是快速试错。快速试错就是大量地去尝试各种事情，

什么都知道一点，然后看看到底什么事情合适什么事情不合适。也就是说抱着一种去快速认

识这个世界的心态去不断努力，这个世界上无非两条路，要么成为最专的人要么成为最广的

人，就看你适合哪种人。 

正值母校 120 周年校庆，学长也送出了自己对母校的祝福：“浙江大学在这 120 年里经

历过风风雨雨，有过各种各样辉煌的成就。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同学在今后的路上走得更

加辉煌，更加有成就！愿我们的学子能给浙大贡献更多的力量！祝愿浙大校友在中国社会上

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未来！” 

40 多分钟的采访转眼间就接近了尾声，实践团成员们纷纷感谢学长的分享、表示收获

良多，并与佟世天学长进行了合影留影。 

  

笔者手记： 

走进喝彩网总部的时候，就看到展示台上摆着各种奖杯和证书，一幅书法作品“公忠

坚毅”映入眼帘。而隔了一面墙的后面，是年轻有活力的这样一群人，从每个人的身上都能

看到闪闪发光的青春，而佟世天学长在跟我们聊天过程中也是满脸笑容，倍感亲切。或许这

样的生命力才是“喝彩网”所有的能量来源，才是浙大以及浙大学子们最应该为其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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