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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与武汉市科学技术局合办

8项目入选
“试创业”
名单
将获得办公室 60天免费使用资格

武汉警备区 联办

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

为新兵开讲
入伍教育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 陈诚）长江日报与
OVU 创客星联合举办的“试创业”
名单出炉。 8 日，经市创业导师团及
团市委创业导师现场评审，“家用智
能机器人”等 8 个项目获得 60 天办
公场地免费试用资格。
“试创业”活动经过持续三周的
征集，共收到 50 多个创业项目的申
请，经面谈初选，其中 13 个项目进
入最终现场答辩环节。 来自市创业
导师团的创业导师李超、杨蓬，团市
委武汉青年创业中心创业导师肖洁
受邀担任评委。 报名团队通过 PPT
现场展示创业项目， 评委提问后现
场投票。 3 小时评审环节结束，最终
“大奇侠微电影”、“家用智能机器
人”、“食品饮料网”、“月定制洗漱用
品”、“壹陶手作”、“餐谋 APP”、“植
物栽培智能硬件”、“N 管家车主手
环”等 8 个项目获评委通过。
从下周一开始，这 8 个团队将
免费使用创客星孵化器办公场地
60 天，不收取任何费用。 长江日报
创新创业工作室将为其提供创业
培训、期间走访、风险投资对接等
服务。

创业 BBS
栏目简介：

市科技局联合长
江日报定期发布武汉各众创空间
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预 告， 以及
初创企业人才招聘、项目融资、寻
求合伙人、提供实习岗位等信息。
市科技局现向各类创业帮扶机构
征 集 相 关 信 息 ， 联 系 邮 箱
whzhongchuang@126.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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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项目

“大奇侠微电影”宋康：用创意视频传播商业价值
宋康是第一位获得评委全票通过
的创业者。这个 26 岁的微电影导演首
先展示了由他制作的两部微电影，搞
笑的创意与表演在赚取笑声同时巧妙
植入了商品广告。
宋康是武昌理工学院国贸专业
2012 届的毕业生，由于喜欢电影，从大一
开始他就加入电影社团，进剧组客串当演
员、编剧，期间结识了如今的创业伙伴。 毕
业后，他凭借作品《指尖的星光》获得了金

（占思柳）

“家用智能机器人”刘■：智能机器人帮老人用微信
说话简洁、语速快，是刘旻给人的
第一印象。 这个从法国留学归国创业
的 80 后武汉伢带着他的智能机器人
项目走上讲台， 第一时间得到评审关
注。
刘旻设计的智能机器人， 外观类
似 《星球大战》 中的经典形象——
—
R2D2。 据介绍，这个外表呆萌的机器
人能够听懂语音指令， 帮助那些不会
使用网络软件的老人和小孩， 实现微
信聊天、QQ 视频互动等功能。 此外，
它还能与家庭中的智能家居、 家电相
连，充当机器人管家的角色。 有了它，

人们只需要用普通话说出想做的事，
机器人就能代为打开空调、 热水器等
智能设备，并自动调整到合适的温度。
从今年初至今， 刘旻的团队专注
于技术研发， 第一代原型机最快将于
下月问世。
智能机器人在不少发烧客眼中尚
属于前沿科技产品， 刘旻却力主将产品
的服务对象定位于技术圈相对边缘的人
群——
—老人和小孩。评审导师认为，正是
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和应用理念， 提高
了团队创业初期的生存几率。

（记者熊琳晖）

之一。
邱林山计划以
“
提供定期更换提醒
服务”为卖点，进入生活日用品销售市
场：每月定期向消费者寄送牙膏、牙刷、
毛巾等，并通过卫生健康知识
“
黏住”用
户。
评委建议他考虑用户习惯， 针对
不同洗漱用品制定不同的配送周期，
打造一个小而美的配送平台。

（占思柳）

（占思柳）

从去年暑假至今， 黄奥所在的
“洋葱团队”卖过创意礼品，开过咖
啡店，最终，他们把创业的方向聚焦
在手工陶艺制作上， 通过线下实体
店和线上兴趣社区， 短短半年时间
就聚拢了数万粉丝。
“洋葱团队”核心成员 10 人，他
们是在武汉大学一次创业宣讲会上
认识的，小伙伴们来自不同专业，都
以创业为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
黄奥是该团队的设计负责人。 他
介绍，团队成立初期并没有明确的创
业方向，运营过两个项目但都以失败

告终。有了创业经验后，他们决定以互
联网思维切入手工陶艺领域， 创立了
“
壹陶手作” 品牌， 一方面开发手机
APP 传授课程， 分享爱好者的设计；
一方面开实体店提升用户体验， 销售
终端产品。从去年 6 月至今，实体店数
量已达 4 家，分别位于武汉、南京和宁
波。
评委们认为，“互联网 +” 带来
的变革并非都集中在尖端技术领
域， 一些传统项目越早进入就越容
易形成话语权。

（记者熊琳晖）

“N管家车主手环”刘斌：从小小车钥匙切入创业
汽车钥匙遗失，财产受到损失，
配钥匙过程繁琐浪费时间，拥有多
辆汽车钥匙管理麻烦。 随着汽车产
业在中国的发展，一个小小的车钥
匙遇到的问题也有了创业的可能。
刘斌的创业项目为一款专为车
主使用的智能手环，它能通过指纹识
别确认车主信息，智能打开车门，代替
车钥匙功能。 手环植入的软件可上传
相关信息，为车主重新配钥匙提供方

便。如果同时拥有多台汽车，只用一个
手环就能打开。目前，该产品已完成样
品设计， 正在搭建后续团队尝试商业
化运营。
评委杨蓬建议，车主手环有更为
适用的领域， 比如租车行业可能会为
该创意买单： 租车公司可向多次租车
用户赠送车主手环， 避免消费者反复
填写确认信息带来的麻烦。

（记者陈诚）

“花卉花旦”陈媛媛：智能设备让植物渴了会“说话”

“餐谋 APP”周礼：打造餐饮供应链整合平台
周礼的
“
餐谋网”运作已 1 年多，他
的目标是打造餐饮供应链资源整合平
台。 周礼的创业团队有两大主力，其中
一位有丰富的食品行业营销策划经验，
另一位有着五年的软件开发经验，主攻
方向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周礼认为
自己目前平台的团队配备恰到好处。
“
餐谋网”目前已开发出手机端，该
平台以方便供应商与餐厅的采买程序、提
高工作效率为突破口，为餐饮企业提供简
单、方便、快捷的原材料采买方式；同时以

价，最高的超出农民售价 300%。 田
泽学计划以洪湖特色农产品为突破
口，搭建生鲜电商供应网络，让低价
食材直通餐饮门店。
面对评委“类似的电商平台很
多，成功概率可能只有 1%”的质疑，
他表示： 竞争对手多意味着市场机
遇正处于上升期， 而且食品饮料网
从区域特色农产品着手， 一定程度
上规避了风险。

“壹陶手作”黄奥：搭建手工陶艺兴趣圈

“月定制洗漱用品”邱林山：生活用品更换定期提醒提供
邱林山是本次现场答辩唯一一位
只有创业想法尚未付诸实施的选手，
他的团队也只有他一个人， 但仍以精
准的定位获得评委全票通过。
邱林山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
三学生。 他介绍，中国日用消费品总量
一直处于低位，以毛巾为例，人均仅 1.2
条 / 年。 相比之下，日本的毛巾消费量
是我国的 6 倍， 欧美国家是我国的 7
倍。 不少消费者时常
“
忘记更换”是原因

田泽学的创业项目是开发针对
各类餐饮企业销售、配送食材的垂
直电商网站。 他以“食品饮料”首字
母缩写注册域名 spyl.com， 目前网
站已完成设计，预计 9 月中旬上线。
田泽学是武汉大学金融系毕业
生，从事证券行业近十年。 他的家
乡洪湖水产品丰富，拥有鱼米乡等
知名农产品牌。 通过走访，他发现，
食材从田间到用户中间经过层层加

原材料为核心向外延伸、为双方提供一系
列增值服务，优化复杂的餐饮原材料采购
程序，节省双方企业运营成本。
“我们没有打破既定生态体系，大
家都能够参与其中， 有利于平台的推
广。 轻资本运作的我们有利于面对市
场竞争，我们不需要太大的投入。 ”周
礼说，从今年 7 月底平台面世以来，周
礼的平台已签约 73 家供应商，130 家
采购餐厅，日均达到了 4000 元的采购
额。

（记者陈诚）

如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
养殖绿色观赏植物， 却因缺乏必要
的知识而养不好。 陈媛媛团队找到
了解决办法——
—通过智能设备和互
联网提供“傻瓜式”养花指导。
“
这是我们研发的智能硬件‘花
小声’， 把它放置在花盆内的土壤里，
植物就能像人一样说出自己的需求。 ”
陈媛媛现场演示， 这款智能硬件能实
时监测植物土壤的湿度等信息， 再将
信息发到客户的手机上或进行语音播

报，提醒用户何时需要浇水、晒太阳、施
肥，智能化的帮助用户进行种植。
陈媛媛的“花卉花旦”团队成员
均为湖北工业大学在校学生，分别来
自机械、设计制造等专业，前期软硬
件研发均由大学生们动手设计完成。
她表示，智能设备只是他们进入花卉
市场的切入点，会采取低价销售或赠
送的方式迅速扩大使用人群，对用户
的使用数据进行搜集分析，为网上销
售提供指导。

（记者陈诚）

选课人数低于开班人数

华中农大坚持为 4名学生开课
本报讯（记者郑汝可 通讯员谢子

凌）一门课仅有 4 名学生能否开课？ 8
日，华中农业大学 2014 级“张之洞”班
的 4 名同学上了他们第一节农业法选
修课。“进大学还是第一次上人这么少
的课。 ”昨日，对该课程感兴趣并选了
这门课的李柏元说， 他感觉这样也不
错，因为人少，师生交流更方便，与老
师也能更多互动。

“张之洞”班是该校国家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的一个试验区，“张之洞”班
（农科）挂靠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每年
从农学类专业中择优选拔 30 名左右
学生；“张之洞”班（文管）挂靠经济管
理学院，每年从文、法、经、管类专业中
择优选拔 30 名左右学生。
今秋开学时，该校教务处肖湘平老
师在班级 QQ 群中留言：农业法这门课

目前只有 4 名学生选，
“
请选课同学按时
上课，老师一对四，点名只要眼睛余光就
可以秒点。 ”授课教师刘晓丽介绍，该课
程在其他学院每次会有 60 人左右选修，
前些年还超过 100 人。在学生较少的
“
张
之洞”班，去年也有 20 多人选。这次选的
人少，可能是课程安排冲突造成的。
据悉，“张之洞” 班大一大二进行
通识教育，大三再选择专业，此次只有

就要当好兵……”昨日，在武昌区机关
楼会议室，全国道德模范、退伍军人吴
天祥与该区 300 余名预定新兵分享自
己的从军经历，鼓励他们建功军营成才
立业。
吴天祥从自己的从军经历讲起，以
众多军营中走出的名人为例子，引导新
兵们到部队汲取正能量，磨练自己坚毅
的品质。 参加过建国 60 周年大阅兵的
关俊轩就如何走好军旅之路与预定新
兵们作辅导交流。
该区武装部还组织预定新兵到辛
亥革命纪念馆雕塑前举行宣誓仪式。
身着迷彩服的预定新兵，高举右拳，面
向军旗郑重宣誓。
“我们不仅要为部队输送身体合格
的新兵， 更要培养思想过硬的新兵。 ”
武装部政委钟桃云说， 为上好入伍前
“第一课”，他们紧紧把握应征青年的思
想脉搏对症下药，在役前教育中，注重

加强正面思想教育引导；组织双合格青
年开展体能训练，帮助他们提前了解适
应军营生活。
“之前对军营生活又向往，又有顾
虑。 通过这次教育和一些体能训练，让
我对军营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我
真正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立志做一名
优秀的士兵。 ”来自水果湖街道的预定
新兵李宇飞自信地说。
该区征兵办还为预定新兵赠送了
一个行李箱、一本军旅日记本、一封信，
既寄托了家乡父老的殷切希望，也增强
了新兵献身军营、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
自觉性。
同日，洪山区武装部预定新兵欢送
仪式在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
行， 来自该校 89 名即将入伍的新兵身
穿迷彩服，胸戴大红花，整齐列队出现
在欢送仪式上。 据悉，洪山区武装部为
主动要求去西藏、新疆等高原艰苦地区
服役的 7 名预定新兵，每人现场发放服
役奖励金 8000 元。

严重烧伤退休士官柯攀继：

垂直电商创业者田泽学：专为餐饮门店配送食材

鸡百花微电影节的银鹤奖最佳影片，该片
在优酷网、56 网上点击率接近两百万。
去年，宋康成立公司，承接企业影
视宣传片制作，公司年入账近百万元。
宋康表示， 自己的理想是制作网友喜
闻乐见的网络剧， 培养起固定收视群
体后尝试向大电影发起冲击。 对于观
众的娱乐需求和产品广告植入， 宋康
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好的创意是传递
商业价值的最佳载体”。

本报讯

（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袁咏
锋 洪培舒）
“入伍是件光荣的事， 当兵

4 人选修的农业法课程， 属通识教育
的一部分。在该校，按规定选修课的人
数不能低于 5 人， 对于此次仅有 4 名
学生选课仍坚持开课一事， 肖湘平认
为这是“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

军人就该有更坚强意志

本报 7月 29日在城区读本（B3版）曾刊发江苏姑娘爱上江夏
区严重烧伤退休士官的故事，引发读者关注，纷纷致电致信了解严重
烧伤退休士官柯攀继的事迹和近况。在新兵入伍之际，记者再访柯攀
继家，了解柯攀继的军旅生活和与伤痛斗争的过往。

他被烧成重伤，醒来后第一句话却
问：“我的战友们怎么样？ ”；
面对皮肤烧伤面达 92%，他没有一
句怨言，而是选择与伤痛“斗争”；
为不让家人担心，直到病情好转两
年后，他才告诉父母发生的一切；
他的坚强和勇敢赢得一位身心健
康少女的倾慕，少女用爱情给予他“好
好活着”的信心。
他就是我市推荐全国“情系国防好
家庭”之一的江夏区柯攀继。
他如何走上从军之路？ 是什么让
他战胜伤病，笑对人生？ 昨日，记者来
到与驻汉空军某部一条马路之隔的江
夏山坡街幸福村 10 组柯攀继的家。

为圆儿时梦想报名参军
走进这栋两层楼的家，34 岁柯攀
继与妻子正在客厅中陪两岁大的儿子
玩耍。 面对长衣长裤的柯攀继，如若不
仔细察看，很难想象他全身皮肤烧伤面
达 92%。 他的面部经过植皮手术、整形
手术与正常人无异。
柯攀继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小时
候家与部队一墙之隔。 那时最喜欢听
的就是起床号。”从小就梦想长大当兵，
特别是哥哥当兵后，他更是向往部队。
1999 年 12 月，18 岁的柯攀继报名
参军， 终于成为二炮某部基地一名战
士。 因为表现突出，2002 年 7 月，柯攀
继选拔进入士官学校学习，2003 年 7
月转为一级士官，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其间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这点伤痛算不了什么
“我新兵时学的是通信专业，后来
到士官学校改学工程施工专业。 ”柯攀
继说，这一专业具有危险性。
2005 年 6 月。 他与战友在一次重
要国防施工过程中，因火药爆炸，他同
一道执行施工任务的战友被严重烧伤，
他全身皮肤烧伤面达 92%。
柯攀继回忆说：“随着一声巨响，我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直到几天后醒来，
发现自己已趟在病房里。 ”而醒来后的
他，向站在身边的部队领导问的第一句
话是：“战友们怎么样？ ”部队领导对他
说：“你什么也不要问，也不要想，好好
休息，好好养伤。 ”
经抢救和治疗，他的病情慢慢得到
控制和好转。 面对烧伤面达 92%，他开
始有些害怕。但他告诉自己：“我是一名
军人，这点伤痛算不了什么！ ”
“这次受伤后，使我更加感激部队
对我的教育。 军人是什么？ 军人就应该
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应该有比常人更
加坚强的意志！”柯攀继说。也正是这种
不怕牺牲、坚强的意志打动了当时在该
医院的实习护士顾佩佩。
“我爱他，就不在意他的外表。 ”采
访中 29 岁的顾佩佩说。“他作为一名军
人，为国防建设出力，受伤，我作为一名
普通百姓，能为他做的就是给予更多的
爱。让他与正常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家。 ”顾佩佩说。

（记者董晓勋 通讯员周红）

模范市民杨小玲周六登市民大讲堂

分享阅兵观礼感触讲述 24年手语故事
本周六下午 2 时 30 分， 由长江日
报与市民之家联合主办的市民大讲堂
第 91 期，将邀请武汉市首届模范市民、
武汉市第一聋校舞蹈教师杨小玲登台。
杨小玲作为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受邀参
加了 9 月 3 日的天安门广场阅兵观礼。
讲堂上，她除了讲述自己乐当“鼓舞妈
妈”、 点亮众多聋哑孩子人生灿烂的故
事之外，还将与大家分享参加阅兵观礼
的感触与震撼。
24 年， 杨小玲在她热爱的讲台上，
感染和带动了一批又一批同行， 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学生邰丽华领舞的《千
手观音》，征服全国亿万观众；3 个月大就
失聪的蒙蒙，18 年后，她美丽地绽放在北
京残奥会的舞台上。 在杨小玲引领下，8
名学生登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台。
长江日报与市民之家联手开展“邀

市民登台，分享人生精彩”市民大讲堂
主讲人征集活动， 面向社会征集中国
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汉精神话
题主讲人，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和广大市民推荐。

（余坦坦 罗斌 山婵媛）
推荐、报名方式
1.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59222222
2. 发送邮件至 3969195@qq.com
3. 新浪微博 @ 长江日报
4. 加市民大讲堂 QQ 群 215893491
5. 加市民大讲堂微信

[ 分 享 人 生 精 彩 ]

报名电话 59222222

迁葬公告
因汉阳墨水湖公园整治建设及汉阳区红光片
旧城改造的需要， 根据汉阳区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达的房屋征收决定 【阳政征决字 2014
第 8 号】， 将位于红光片 D 地块征收红线范围内的
汉阳元宁公山公墓进行迁移。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请位于红光片 D 地块征
收红线范围内的坟墓墓主，从本公告公示之日起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速至汉阳元宁公山公墓迁移
办公室办理登记及迁葬手续，办公室设在汉阳区红
光路红光片旧城改造项目征收指挥部内。 逾期未办
理的视为无主坟进行处理。
联系人及电话：朱女士 18008643957
特此公告！

汉阳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2015年 9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