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大学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让学生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刘辛未

2017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30 分，
手机、电视、网络被同一条新闻刷屏：兰
渝铁路胡麻岭隧道贯通。

一条隧道为何引起如此轰动？胡
麻岭隧道是兰渝铁路中最难的一段，施
工中遇到了“第三系富水粉细砂岩”这
一罕见的世界性难题，其中一段短短的
173 米隧道，前后打了整整 6 年，平均下
来每天还不到 8厘米。

这么难为什么还坚持要打通？如
果把兰渝铁路比作一条蜿蜒的巨龙，那
么这条巨龙从“一带一路”重镇甘肃兰
州出发，必须首先穿越横亘在兰州榆中
县和定西安定区之间的胡麻岭，然后再
一路向南，跨越万水千山到达重庆。也
就是说一定要从胡麻岭开凿一座双线
大断面隧道才行。

面对胡麻岭隧道这个世界性难题，
中国铁路建设者用了 8 年多的时间通过
不断自主创新，探索新的施工工艺，尝
试新材料，艰苦卓绝地一点一点啃下这
块“硬骨头”。

遭遇罕见难题

2009年 2月 18日，兰渝铁路公司在
兰 州 举 行 了 胡 麻 岭 隧 道 开 工 动 员 大
会。随即，承担胡麻岭隧道施工任务的
中铁十九局集团在隧道兰州方向入口
和重庆方向出口以及一号至四号斜井
共 6 处作业口同时开始施工，当时他们
计划用 4年的时间完成这座隧道施工。

早在方案设计阶段，设计单位中铁
一院就已经预见到了地层的复杂与困
难。但在线路所经过的定西盆地，这种
地质构成广泛分布，根本无法回避；而
基于沿线经济社会等的综合考量，目前
的线路走向又是唯一的选项。

“开工前勘探单位认为围岩属于隧
道地质学上的Ⅳ级和Ⅴ级围岩，全部以
泥岩、砂岩夹泥岩和砾岩为主。虽然这
样的地质条件施工难度很高，但以我们
国家的隧道施工水平，完全可以从容应
对。”中铁十九局集团副总经理兼兰渝
铁路项目部项目经理曲桂有表示，后面
所遇到的难题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胡 麻 岭 隧 道 的 设 计 是 开 挖 宽 度
15.02 米、高度 12.74 米。其中，有 140
米段落下穿水库、99 米段落下穿河流。
开工不久的一天，当 6 处作业口逐渐向
胡麻岭深处掘进时，三号和四号斜井掌
子面地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直至变成
了一种棕黄色的粉细砂。更让现场作
业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各作业口掌子面
突水量也逐渐增大，特别是三号斜井，
水流呈喷射状，日均突水量竟达到 1200
立方米，其他作业面也达到日均 400 立
方米以上，粉细砂在水的作用下，变成
了稀泥糊，隧道施工被迫停滞。

曲桂有解释说，这种地质结构被称
为第三系富水粉细砂。第三系是一个
年代地层单位，就是说这种地质结构生
成于第三系时期。富水就是含水量高
的意思。这种粉细砂平均含水量高达
20%以上，围岩呈流塑状，如同在“豆腐”
中打洞，泥沙颗粒比玉米粥还细。

施工过程中，富水粉细砂边挖边
流，造成开挖及支护无法进行。不仅如
此，地层中还存在大大小小的空腔体，
里面封存地下水，也会在开挖过程中突
然涌出。这已经是隧道施工中遇到的
最弱地质，稍有不慎就会变形和塌方，
造成人员伤亡。

“三法合一”破题

“在如此长段落第三系富水粉细砂
地层中修建隧道，国内外尚属首例。特
别是这种粉细砂和以前遇到过的差别
很大，尤其是和水相互作用后情况更加
复杂，国内外都没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
应用。”曲桂有说。

国内知名专家、工程院院士王梦
恕、孙永福、梁文灏，以及国家勘察设计
大师史玉新和意大利等国外著名专家
到胡麻岭隧道现场进行了调研，隧道被
专家们定性为“国内罕见，世界难题”，
被列为兰渝铁路“头号重难点”工程。

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决定在三号和四号斜井，采用富水地层
常用的真空降水和注浆加固方法继续
向前掘进。

“所谓真空降水，就是在掌子面及
四周埋设一定数量的排水管，通过真空
泵的气压将围岩内的水排出，尽量保持
围岩相对干燥；注浆加固就是向掌子面
输入数种特制浆液，并调配化学材料，
将稀泥状的围岩变成固体后再进行开
挖。”中铁十九局技术人员解释说。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施工进度十
分缓慢。专家们和现场作业人员一起
继续探索新的施工工艺，重点是寻找有
效措施加固围岩，并解决围岩中水的影
响。经过对各种工艺试验的总结分析，
专家们提出了以矿山法、新奥法和新意
法“三法合一”，辅以综合降水、注浆固
结措施解决施工难题的新思路。

通过创新地将 3 种施工方法综合运
用，胡麻岭隧道终于能暂时安全平稳地
施工了，虽然每月只能开挖 8 至 10 米，
但是现场作业人员看到了曙光。

齐心协力攻坚

胡麻岭工程继续推进不久，施工又
遇到新问题。随着隧道逐渐进入深埋

段落，一号和二号斜井进入长段落高压
富水区。所谓高压富水，指的是地质中
不但含有大量的水，还有极强的压力，
这样的地质条件会不断形成突水涌泥。

2011 年 8 月下旬，一号斜井掌子面
左侧泥沙突然连续向外涌动，现场作业
人员紧急设置挡泥坝，涌动仍然不停。

“光是涌出的砂土每天多达 1600 立方
米，我们先后建了 5 道挡泥坝，最后一直
到离掌子面 210 米时，才勉强将泥沙挡
住。”现场的施工人员回忆说，同年 9 月
下旬，二号斜井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伴随着经常发生的突水涌泥，开挖
速度变得更加缓慢。经过日以继夜地
研究，工程人员最终确定了地表深井降
水方案。通过地表深井昼夜不断抽水，
富水粉细砂含水量明显降低，作业面压
力减小,隧道施工进度明显加快。

困难接踵而至，专家们和作业人员
不断攻坚克难，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
攻坚胡麻岭隧道，中国铁建十九局技术
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超前辐射
状降水通道系统、低渗透性粉细砂地层
隧道内降水系统等 5 项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兰渝铁路“头号重难点”胡麻岭隧道胜利贯通——

“世界难题”就这样被攻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张振宇

青岛好奇工场引进国外先进孵化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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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青岛隆辉会
计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使用一个名为“税税通”的手
机软件，成功预约了企业纳
税申报的服务。与过去相
比，纳税人无需再前往当地
税务系统排号预约服务，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的新模式。该软件
的研发者是青岛微智慧信息
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落户于
青岛市南区好奇工场孵化器
的在孵企业。在好奇工场
里，像微智慧公司一样聚焦
软件及互联网的企业共有
37 家，他们在中西合璧的孵
化模式下逐渐“长大”。

一家孵化器发展如何，
与它的运营理念息息相关。
对于这个问题，好奇工场总
经理赵文用这样一段话阐
述，“我始终坚信世界正是由
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
所推动，而好奇工场正在做
的就是集聚有企业家精神的
创 业 者 ，帮 助 他 们 走 向 成
功”。2003 年，赵文在比利
时留学，接触到了西方关于
孵化器及众创空间的一些先
进理念，潜移默化中萌生了
回国后打造创业“摇篮”的想
法，帮助和促进科技型创业
者成功建立自己的初创企
业，激励和扶持科技型初创企业成长为富有活力及创新
的创业社区。

这也是好奇工场中西合璧发展模式的情结所在。好
奇工场是青岛首家与国外知名孵化器合作的科技型孵化
器，通过与美国 Founders Space（创始人空间）、Found-
er Institute（创业者学院）合作，创建了“科技行业交
流＋引进国外先进孵化体系”模式，融合了国外的先进理
念和成功孵化器管理者的经验。

在赵文看来，好奇工场的目标不仅仅是将产品或者
服务“卖”给需要它们的人，更是将服务“卖”给跟平台有
共同信念的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培养企业家修成正
果，从而带动企业加速发展。”赵文说，企业入驻以后，好
奇工场将帮助他们进行创业过程的系统培训，还将邀请
专家导师和企业进行深度对接，帮助创业者学会如何正
确创业才能少走弯路。针对入孵企业发展，好奇工场提
供诸如融资对接、法律财务、人力资源、政策补贴等全面
的初创企业服务。好奇工场还联合青岛知名 VC 投资机
构里程碑创投，通过“孵化+投资”形式，专注于软件及互
联网特色企业孵化。

微智慧公司就是得益于好奇工场的支持与帮助而迅
速发展起来的。微智慧公司总经理助理郑鹏告诉记者，

“公司入驻好奇工场以来，获得企业所得税减免和研发
项目补助。目前公司要扩大规模，迫切需要资金扶持，
好奇工场正在努力帮助我们对接资本，公司有望实现新
的发展”。

好奇工场成立以来，已成功孵化了美国软件创业团
队 Levo 乐博、智能骑行社交平台迈金科技等项目，获得
青岛十佳众创空间以及科技部国家级众创空间称号。“近
日，市南区又成立了山东省内首个创新载体联盟，作为联
盟中的一员，今后我们可以借助平台广泛接触会员单位，
更好地对接政府、创投基金、产学研等优势资源。结合政
府打造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园区的规划，适当引导孵化器、
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进行聚合，集聚人气，实现更好的互
补发展。”赵文信心满满地说。

当前，创新创业能力被视为大学生综
合素质的重要一环，众多高等院校将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体
系。宁波大学将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到新
高度，使之成为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向

“双一流”大学迈进的重要抓手。
开过咖啡店，做过微商，曾经在兄弟

合伙的创业公司中被迫“净身出户”；也曾
凭借 500 元本钱，在一张价值 39 元钱的

“办公桌”上，赚回十几万元的创业资金

⋯⋯2016 年刚从宁波大学毕业的 2010
级工业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徐鹏华，现在已
是一家年营业额 2000 万元的信息科技
公司的总经理。

本应在 2014 年顺利毕业、并有望成
为一名研究生的徐鹏华，却选择以全系第
一名的成绩休学创业。在宁波大学，休学
创业并非个例。该校学生处处长周青告
诉记者，为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学校实施
了弹性学制，允许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创
业，年限最长可达 7年。

从最初的“哦洗衣”、优询科技，再到
如今的宁波尚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徐鹏
华在创业路上摔倒过很多次。“创业的过
程一步一个坑，每一次都摔得无比结实。
如果没有学校和老师们的帮助与鼓励，我
可能很早就放弃了。”徐鹏华在回顾自己
休学创业的经历时感慨地说。

创业 3 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每个季
度都会回学校一次，就公司经营情况和创
业导师进行交流探讨。创办尚观信息科

技公司后，徐鹏华坚信“科技创新才是创
业的第一生产力，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
走不长远的”，毅然将 80%的业务收入投
入到科研之中。如今，他和他的团队已经
开 发 了 北 斗“ 海 上 伴 侣 ”APP、畜 牧 业
RFID管理系统等多个信息化系统。

在宁波大学，像徐鹏华一样拥有丰富
创业经历的创客不在少数，他所在班级的
24 名同学中仍有 6 名在经营自己的公
司。在徐鹏华看来，这得益于宁波大学独
有的创新创业氛围和大学阶段接受的系
统性创业教育。“大一时，我就参加过学校
组织的商业游戏和沙盘模拟，商业模式、
财税知识、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基本法律常
识在学校为我们开设的创业课程中都有
所涉及。”徐鹏华说。

“我们不反对学生开网店，但是这并
不是我们所倡导的。”周青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们鼓励的是学生将技术与
商业模式结合，倡导学生将创新成果、科
研专利转化为创业项目”。

“双创”教育要通过“双创”意识的培
养，在每个学生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
让学生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近年来，
宁波大学一直走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前列：将创新创业教育全面融入专
业课程，建设“20+3”创新创业通识课
程；2007 年起，便开始实施全员化“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要求全校每名
学生均需修满 4 个创新创业学分才可毕
业；学校先后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创业
班，并专项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自
主创新能力。一大批优秀的创业人才从
宁波大学走向社会。

从顶层设计到课程体系、从硬件设施
到导师帮扶，宁波大学鼓励和引导学生创
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学校明确提出创
新创业‘6425 计划’，即学生参与创新实
践人数超过 60%、参与学科竞赛人数超
过 40%、参与创业实践人数超过 20%、创
业率达到 5%。”周青表示，去年这一目标
已经基本实现。

有时创新是灵光一现，有时创新需

要苦苦煎熬。胡麻岭隧道正是后者。

8 年多的时间对在胡麻岭隧道战斗

过的工作人员来说，可谓是一种煎熬。

全长 13 公里多的隧道困难重重，其中最

复杂的 173 米隧道更是遭遇施工前想象

不到的难题，让施工陷入停滞。

国内外几十批次顶级专家都曾前来

会诊，但一次次试验无果。就连在铁路

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德国专家，也曾

专门亲自带顶级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

岭应战，但试验几次也都没有成功，最

后撤离时认为“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

隧道”。

“在这种软豆腐中打洞，找不到好的

办法，让人感到绝望。”大家一度认为要

打通胡麻岭隧道是一件几乎很难完成的

事。但是，作为兰渝铁路的必经之路，放

弃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咬牙坚持的过程

中，办法被“熬”出来了。

从新技术到新设备，从新材料到新

工艺，一项项尝试，一次次探索。攻坚 6

年，这 173 米隧道终于打通，使兰渝铁路

全线通车进入最后阶段。虽然过程曲

折，熬得辛苦，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破解难

题的办法，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

“开花结果”的一刻，建设者们认为一切

都是值得的。

“熬”出来的创新
齐 慧

宁波大学学生创办的“宁大乐生

活”工作室。 本报记者 刘辛未摄

数据显示，到 2020 年，我国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将
达 6500亿元，其中职业教育比例将超过 35%。庞大的市
场潜力让企业在线培训站上了创业的风口，受到各路资
本的追捧。日前，企业人才培养全案服务商“云学堂”获
得由海纳创投基金领投的 2200 万美元的 B 轮融资，这成
为企业在线培训领域首个单轮超过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案例。

“云学堂”的创始人卢睿泽是一位“创业老兵”。多年
创业摸爬滚打，让卢睿泽深刻地感受到，各个行业知识更
新加速，对企业人才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专业化
培训的市场空间广阔，将成为下一片创业“蓝海”。

与旺盛的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是，专业化培训却一
直存在“散、乱、差”的问题：企业直接卖培训软件、培训机
构直接卖课程，造成了培训课程与软件平台长期割裂，有
培训需求的企业需要耗费大量成本进行对接。而如果想
自主开发员工学习系统，光购买一套软件动辄就要上百
万元，再加上搭建内部服务器以及后期维护费用，对不少
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此，广州一家科技创业
公司的培训经理姜艳感同身受，“初创企业因为资金、经
验等方面的制约，很难在技能培训方面投入太多，这制约
了企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行业痛点，“云学堂”创立之初，就尝试
将平台与课程打通。为此，他们开发了一个以“乐才”平
台为入口的 O2O 混合式学习项目，希望为企业培训提供
全流程、全场景的服务。姜艳在应用中发现，与传统线下
培训相比，这种互联网化的企业培训不需要员工脱岗，成
本很低，并且能根据企业具体需求，提供模块化的培训系
统，同时能有效监测学习成果。

在线创业要真正立足市场，最终要靠优质的内容。
为了聚合优质课程，“云学堂”推出了面向培训机构的服
务平台“课橙”，帮助培训机构实现线上转型，通过这个平
台，一共聚合了 1000 多家培训机构，上线了 1 万多门培
训课程，再将这些课程导流到有需求的企业培训软件
中。卢睿泽告诉记者，下一步“云学堂”将重点面向大企
业市场，通过与知名咨询公司的合作，提升专业化咨询服
务能力，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人才发展的挑战。

“云学堂”获 2200万美元融资——

在线培训风头正劲
本报记者 祝 伟

核 心 阅 读

被国内外隧道专家定性为“国内罕

见，世界难题”的兰渝铁路“头号重难点”

工程——胡麻岭隧道6月19日胜利贯

通，标志着兰渝铁路全线通车进入最后

阶段。

兰渝铁路是中国西部铁路网主骨

架，连接着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是兰新

经济带与川渝经济带的一座重要“钢铁

桥梁”，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交通

大动脉。兰渝铁路所经地区被称为“地

质博物馆”，是中国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山

区长大干线铁路。

中国铁建十九局集团承建的胡麻岭

隧道全长13.6公里，是兰渝铁路中最难

的一段，也是最后一个节点工程。建设

者们几年的时间边施工、边探索、边科

研，历经上千次工艺试验，一个个施工难

题不断被破解。

兰渝铁路胡

麻 岭 隧 道 贯 通

时 ，奋 战 了 8 年

多的中国铁建十

九局施工人员露

出了笑容。

张振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