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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沿线

巡检工

高铁巡检工，被称为“铁路线上的安全哨兵”。

日复一日地行走、勘查、记录是他们的工作，看似简

单，却如同铁路线上那一颗颗螺丝钉，承担着保障列

车安全运行的重任。

北京高铁工务段负责京津城际、京沪高铁、京广高

铁、津秦高铁 4条高铁线路的基础设备养护维修。针对

高铁周边环境隐患出现的多发性、突然性和多变性，该

段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了专业的高铁外部环境巡防队伍，

实现了对辖内2700多公里高铁线的周巡视全覆盖。

每天，人们都能看到骑着电动车的巡检工在高铁

桥下“走走看看”，巡检工们就像流动摄像头，随时

随地监控着铁路。据了解，2016 年北京高铁工务段巡

检共 98841公里，相当于绕赤道 2.5圈。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 巡 检

工进入桥隧中

检查。

▽ 巡 检

工骑着电动车

巡查高铁沿线

的安全情况。

△ 巡检工在高铁沿线加固护网。

陈俊卿陈俊卿：：热心公益撒爱心热心公益撒爱心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企业管理者莫忘精耕细作

石振勇

从 2007 年至今，陈俊卿当义工整整 10 年了。他
说，“从小经常看到家人帮助他人，觉得这是自己回馈
社会的方式。所以，这 10 年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收获很多”。

陈俊卿是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义工联合会成
员。自 2007 年以来，他秉持“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的理念，坚持参加公益助学等各类志愿服务。今年 2 月
底，陈俊卿被评为 2016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

作为一名教师，陈俊卿对孩子有着发自内心的爱。
他说，自己只是以爱心，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爱
特殊家庭儿童，在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己所能。

他携手传递童年哈工大团队长期在富川开展关爱项
目，为瑶族山区学童送达社会的关爱；他携手传递童年
南京审计学院公益团队在富川库区移民贫困村莲山镇金
峰、洪水源、深井等乡村开展关爱留守学童项目⋯⋯陈
俊卿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献给了公益活动。除了关爱儿
童，他还积极开展其他各类公益项目，如积极开展乡村
户外清洁日环保宣传项目，组建地方环保宣传义工骑行
队，发起关爱抗日老兵活动，等等。

“10 年来，我做义工的同时充实了自己的业余生
活，结交了许多有爱心和责任心的朋友，从这些朋友身
上领悟到许多做人的道理。”陈俊卿说。

十年义工，经历过许多事情。一个暑假，陈俊卿负
责接应一批志愿者到富川瑶山举办夏令营活动。期间，
母亲病重住院。“我不放心山里参加活动的团队，便晚
上守着母亲的病房，白天进山蹲点协助活动的安全。这
样的处境让我感受到了忠孝的深刻含义。”陈俊卿说。

2011 年，陈俊卿牵头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义工联
合会，更加规范地开展助学、助残、敬老、环保和民族
文化传承等公益项目活动。目前，这个志愿者团队的规
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已发展成员超 100名。为了让爱
心传递，吸引更多人参加公益活动，他带领团队组建运
行了贺州富川义工联合会公益网站等公益网络宣传平
台，带领宣传管理团队长期宣传公益理念，取得了一定
的社会效应，有力推动了当地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陈俊卿（左一）走访助学对象。

说起创新创业，很多人都叫苦。确

实苦，很多创业者说起自己的故事来，加

班、透支、烧钱、失败是常事，每天都要面

对各种压力和挑战。以胡郁为例，从大

学时代开始创业，一转眼就 18 年，中间

经历过多少艰难坎坷？

然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前赴后

继、屡败屡战，乐意去吃苦？

胡郁用“玩”点明了创业者不断前行

的动力。同喜欢的伙伴一起，玩好你真

正喜欢的事业，就算苦头多多，也必甘之

如饴。一旦成功，成就感也必定爆棚。

当然，“玩”也有不同的玩法，不是所

有玩法都适合创业。比如，漫不经心地

玩，浅尝辄止地玩，遇阻则退地玩，肯定

都不是创业的玩法。

胡郁说过一句话：“要玩儿你真心喜

欢的事，用玩一样的心态创业，但不是玩

世不恭。”确实，“真爱”才“会玩”。真正

的喜欢，带来的就是热情、执着和拼搏，

而这正是创业者所需要的品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活力，

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新引

擎。在这股创新创业的大潮中，爱“玩”

的年轻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期

待更多年轻人苦练内功、把握机遇，“玩”

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玩出风格，玩出

水平，玩出灿烂美好的未来。

年近不惑的胡郁，是一名在人工智
能领域成功兼顾科研和商业的跨界玩
家，还自带“萌萌哒”属性。他外形像萌
版人物一样圆润，又能在各种演讲中激
情满满、趣味十足，有网友说他“一上台
就圈粉”。

他 1999 年参与创立的科大讯飞公
司，现已在多个人工智能类的国际比赛
中稳居第一，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
一张闪亮名片。

用玩一样的心态创业

作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胡郁给创
业者提出的 3 点建议近段时间挺火。他
建议别人用玩一样的心态创业，这是因
为“去玩儿的事业一定是你真心喜欢的
事情”。他还建议：“去玩儿的事业，一定
要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去做；玩耍的过程
比结果更重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改变
你能改变的，接受你不能改变的”。

胡郁的创业道路，就是从找对一起
玩的伙伴开始。

1978年出生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
胡郁，很早就认识了后来的创业伙伴、科
大讯飞公司现任董事长刘庆峰。1995
年，胡郁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比他大 5
岁、当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
系读书的老乡刘庆峰对他说：“科大不
错，来我们这儿吧！”就这样，宣城市高考
状元胡郁成了刘庆峰的同门师弟。

1997 年，刚上大三的胡郁进入了王
仁华教授负责的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
刘庆峰已在同一个实验室担负起国家
863 项目“KD 系列汉语文语转换系统”
的研发工作。1998 年，该系统研制成
功，并在国家 863 评比中荣获语音合成
的第一名。

获奖后，王仁华教授告诉学生们，技
术要实用才有意义，鼓励他们将技术市

场化。1999 年 6 月 9 日，科大讯飞公司
创立，王仁华是首任董事长，首批 18 个
创业者中，包括了当时刚刚硕士毕业的

刘庆峰，还有尚在读大四的胡郁。
科大讯飞的核心技术是智能语

音。这个产业的前景极其广泛。但
1999 年以前的中文语音市场几乎
全部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当时
微软、IBM 等国际巨头纷纷在中国

设立语音研究基地，国内语音技术
人才毕业后基本外流。科大讯飞以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接下了“中文语音
产业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重任。

创业好玩但不容易

科大讯飞创立伊始，就经历了世界
互联网泡沫的骤起骤落。1999 年，全世
界互联网公司的股票都在不断地上涨，

“所有创业公司都讲自己是互联网公
司”。但 2000 年 3 月份后互联网公司股
票暴跌，泡沫开始破灭，“很多创业公司
说，我和互联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回忆起这段往事，胡郁笑着告诉记
者：“现在人工智能很热，很多人都说自
己在做人工智能。如果这次浪潮再跌下
去，很多人肯定会说其实他们跟人工智
能没有关系。但对科大讯飞来说，人工
智能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科大讯飞公司曾经在互联网泡沫高
涨期融到了联想和复星两家公司的投
资，但后来互联网泡沫一破灭，投资就难
以为继，公司最困难时，刘庆峰自己借钱
给大家发了工资。胡郁说，那时自己还
在学校读书，觉得有工资拿就挺好，并没
意识到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

科 大 讯 飞 流 传 着 这 么 一 个 段 子 ：
2000 年“联想创投”投资了科大讯飞之
后，其投资人员参加了科大讯飞的第一
次月度会，回去就哭了：“没想到核心技
术这么难赚钱！”

胡郁回忆说，那时刚创业的科大讯
飞因为技术不成熟，正面临第一次生存
危机，公司唯一的大客户华为要退货
——“华为说你们产品没法用，一个星期
不能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你们订单”。

这群稚嫩的创业者开始玩命补漏。
“当时我们曾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终于
在一周内通过了华为的测试。”

在中国玩成世界第一

胡郁一边创业，一边在中科大读完
了硕士博士，于 2009 年获得博士学位。
近 18 年的创业生涯中，最初 10 年都与学
术生涯并行，这让他的创业记忆更具理

想主义色彩——他印象最深的都是如何
在中国做出世界第一。

2005 年，科大讯飞成立了研究院，
胡郁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他非常希望
了解国际一流的研究怎么做，就把目光
瞄向了香港大学教授霍强，2005 年至
2007 年，胡郁给霍强当了两年研究助
理。“我在香港搞清楚了国际一流的研究
怎么做这个问题，并经常把从港大学到
的新东西及时带回内地。”胡郁说。

从犹疑到自信的转变，与科大讯飞
“玩”出的许多个世界第一密切相关。

在胡郁主持科大讯飞研究院工作期
间，自 2006 年至今，科大讯飞在国际语
音合成大赛“暴风雪竞赛”中已取得十一
连冠的佳绩。2016 年，国际语音识别大
赛中，科大讯飞取得全部指标第一；在认
知智能领域，科大讯飞相继获得国际认
知智能测试全球第一、国际知识图谱构
建大赛核心任务全球第一。

这些“第一”中，还有个有趣的小故
事。暴风雪竞赛比的是英语语音合成，
科大讯飞自 2006 年首战告捷后，就从未
让桂冠旁落。这种毫无悬念的结局让大
赛组委会深感无趣，于是他们在 2014 年
一度把比赛语言从英语换成印地语。结
果，这一次的比赛科大讯飞还是第一，以
印地语为母语的印度研究者们都玩不过
完全不懂印地语的中国人，不得不甘拜
下风。“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有先进的
语音技术，二是我们也作了接地气的努
力，去印度找了很多学生志愿者来评判
鉴定我们的技术。”胡郁得意地说。

2008 年在深圳中小板上市的科大
讯飞，现在已经发展成一家拥有 6000 名
员工、数百亿元市值的大公司，从中国语
音产业的拓荒者，成长为世界语音产业

的领军者。“在创业过程中我认识到，在
中国能作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也能做
出世界上最成功的产业。”胡郁说。

为人类玩出认知革命

人们对科大讯飞或许并不熟悉，但
经常受益于该公司的语音技术。

比如，你常用的手机软件中，“灵犀
语音助手”可语音拨号，“讯飞输入法”可
让你说的话变成文字，“录音宝”可以标
记重点、还能听声识人让录音更便捷
⋯⋯你甚至可以让你喜爱的女神、男神
为你服务。

科大讯飞公司语音技术的不断精
进，也得益于国人的不断使用。讯飞语
音 2010 年发布时上线技术的识别率仅
60%，半年后为 80%，后来达到 95%。

胡郁的目标并不止于语音技术，他
期待从语音开始，引领人工智能产业的
变革。“从 2014 年开始，我们意识到，语
音是人工智能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比
图像、文字更难，可以引领人工智能的变
革。2015 年，我们提出语音是人工智能
的认知革命，对语言的把握是人类认知
革命的来源。”

“人工智能是信息化革命的重要方
向，我们既要在基础研究上取得成功，也
要在产业上取得成功。”谈起未来的目
标，胡郁雄心勃勃，“讯飞要在人工智能
领域占领世界制高点。”

“人要有伟大的理想，但生活中的快
乐也非常重要。”胡郁的微信头像，是他
家那对萌萌哒的龙凤双胞胎合影。在胡
郁看来，人工智能的未来，就像他的孩子
们一样：可爱到爆、充满着无限可能。

真 爱 才 会“ 玩 ”
佘惠敏

人物小传

胡郁，生于 1978 年，安徽省泾县人，科大讯飞公司执行总裁。1995 年胡郁考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于 1999 年成为科大讯飞公司首批创业者之一。此后，他一边创

业，一边读完硕士博士，并不断优化语音技术，帮助该公司夺得多项全球第一。

胡郁胡郁：：

抢 占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制 高 点抢 占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制 高 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一个星期出现一个新品牌”、

年底用户或达 5000 万⋯⋯共享单

车成为热门的投资风口。但商业模

式的“几何式”复制，短时间内也

带来了诸多管理难题，比如“乱停

车”饱受诟病 、“潮汐现象”加

重等。

共享单车迅速普及，让自行车

这一传统产业插上互联网翅膀，释

放出共享经济的巨大潜力。面对随

之而来的管理难题和如潮的舆论关

注，一些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管

理者明显“应接不暇”。

在享受市场井喷带来的现实或

潜在利益的同时，企业管理者也不

能忽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不能

置身事外。因为从长期来看，不管

不顾的野蛮生长，无异于给自己挖

坑。比如，饮料企业若长期用异型

瓶包装，迟早会因难以回收而污染

环境并加大生产成本；打车软件若

不能确认车主资质，乘客安全和道

路交通就得不到保障。

如今，人们对“风口”一词看

得过重。一些企业管理者往往没有

把主要精力放在精耕细作上，而是

一哄而起、一拥而上，满足于开疆

拓土、攻城略地，有些只是以此为

噱头实现资本强势推动，并准备见

好就收。管理者没有长期经营、长

远发展的理念，自然不会考虑产品

或服务是否对社会管理增加了过多负担。

不过据报道，有共享单车企业通过 GPS 定位技术

建立了信用评分机制，用户每次有序停放加 1 分，不文

明骑行被举报扣 20 分，信用分数低于 80 分骑行费用每

小时达 100元。

看来，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若注重精耕细作，通

过多种形式来帮助破解乱停车等“城市病”，企业管理

者的自身水平会上台阶，企业的发展也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