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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创客，欢迎来战！

策划组织募捐活动
筹集现金的同时收获温暖

眼看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彭州
中学高三学生杨会芳心里的弦绷得紧
紧的。但只要聊到公益、志愿者等话
题，小姑娘会自动加入“群聊”。言语中
流露的温暖与善意，成为她备考中坚定
的力量支撑。

2016年冬天，还在读高一的杨会
芳组织发起“为致和镇敬老院募捐”的
公益活动。为了让更多人加入，她和
同学们走上街头募捐，他们提前准备
好卡片，写上祝福或者感谢的话，打算
送给每一个募捐的人。虽然准备很充
分，但面对陌生人的质疑和不理解，小
姑娘有点失落，但随即而来的善意让
她重拾信心。

“当时有个骑电动车的大叔，正准
备去上班，看到我们在宣传就停了下
来。他开始有点不相信我们，但听完我
们的解释后就相信了。”杨会芳说，当时
那个叔叔将身上仅有的50多元现金都
捐给了他们。还有一次在西华大学募
捐，一个在附近上班的姐姐看到后，立
马捐了一百多元，“当时她说还要给单
位的同事讲，他们肯定也愿意捐。”果
然，没过多久，这个姐姐就带着一个信
封回来了，杨会芳打开一看，一共有六
七百元钱，“当时真的很感动。”

最终，杨会芳和同学们一共筹集了
6500元。学校用这些钱为敬老院的老
人们买了被褥、杯子、水果等物品。当
看到老人们主动坐过来聊天，还有老奶
奶说“谢谢”时，小姑娘在感动的同时，
也坚定了做公益的决心。

高考前夕仍不忘公益
想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生活中，时常能看到杨会芳做公益
活动的身影。她无偿整理社区图书
角，几乎每年都参加社区新年装饰活

动，常常呼吁家人朋友把不合身的衣
服送给需要的人。“她学习成绩优秀，
策划组织能力比较强，很多事我们只
负责联系，具体的事情都是她在办。”
班主任秦怡说。

即使在紧张的备考中，杨会芳的
公益梦也没有落下。今年春节，在彭
州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杨会芳结识
了一名彭州市的青年志愿者，“当时
我对他说，我也想加入志愿者团队。”
怕耽误杨会芳学习，青年志愿者告诉
她，高考结束后只要有志愿者活动就
叫上她。“以后大学放暑假寒假，我就
可以参加家乡的志愿者活动了。”杨
会芳欣喜地说。

谈及未来的规划，杨会芳早有打
算。“我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类专
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学校很优秀，另一
方面我也有机会去北京冬奥会当志愿
者。”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已经在想如
何准备了，“首先要把英语学好，然后要
多了解北京的文化、交通等，还要思考如
何向外国友人宣传中国的文化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杨会芳

扎着马尾、戴着眼镜，
初见杨会芳时，她给人
一种文静恬雅的感

觉。而在公益活动中，她却是积
极大方的小小志愿者，耐心地向
陌生人宣传公益活动。无论是
小学时，协助班主任组织班级为
“5·12”汶川特大地震和青海玉
树地震灾区捐款，还是高中时为
敬老院策划组织的募捐活动，这
些年，公益理念一路伴随着她成
长。目前，她正在紧张备战高
考。她说，想考北京的大学，这样
能更方便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
者，“到时候，我想把中国的文化
介绍给世界。”

2018年10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平台发起寻找百名“中国好
少年”大型公益活动，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作为四川唯一合作媒体，
在四川寻找10位“中国好少年”，
讲述他们的故事，关注他们的成
长。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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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林草局：
放生外来野生动物

必须先获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2月26

日，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
后，放生外来陆生野生动物事先必须
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外来陆生野
生动物物种野外放生审批”行政许可
决定，经国家、省、市（州）三级林业和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科学论证并形成一
致意见后，由放生地的县（区、市）级林
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被许可
人按批复的行政许可，决定科学开展
放生活动。

四川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
护热点地区之一，生态环境敏感，生态
区位重要。未经科学论证随意放生外
来陆生野生动物，极易造成外来物种
入侵、疫病传播，不仅会危害放生地野
生动植物种群及生态系统安全，还会
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为规范外来陆生
野生动物野外放生行为，近日省林草
局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林业和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外来陆生野生
动物野外放生审批事中事后监管。

下一步，全省各级林业和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将加强宣传引导，结合“爱
鸟周”“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世界野
生动植物日”等宣传活动，充分发挥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动物园等单位在野
生动物保护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借
助传统和现代宣传媒介，宣传普及陆
生野生动物野外放生知识及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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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纪委制定18项举措

护航民营经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2月20

日，彭州纪委出台文件，围绕严明政治
纪律、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保障民企合法权益、健全相关保障
机制4个方面，细化18项工作举措为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

据了解，围绕成都市“国际化营商
环境建设年”部署要求，彭州纪委立足
纪检监察机构职责，着力推动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制定纪检监
察机构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工作措施，明确公职人员“负面清单”，
既要杜绝勾肩搭背、利益交换，也要防
止谈商色变、为官不为。

“我们要着力推动市委重大决策
部署落地落实，重点围绕政务服务、行
政审批、综合执法等重点领域，严肃查
处破坏营商环境的违纪违法问题，坚决
清除甘于被“围猎”的腐败分子，坚决查
处拉拢腐蚀党员干部的不法分子，同时
注重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强力服务保障
经济健康发展。”彭州纪委相关负责人
对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保障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工作重点做出强调。

此外，彭州纪委还制定了《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党员干部负面清单》，明确
在服务企业中推诿扯皮、吃拿卡要、以
权谋私等10项负面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赵雅儒 柴枫桔

记者 刘旭强

2008年一部名为《瓦力》的影片
让机器人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两年后，年届四十的吴建东从国
企辞职，从土生土长的北方故乡来到
成都。他创业的起点是行囊里的几
个特种机器人。顶住来自家人的压
力，他开始艰难创业，不料又遇到团
队“技术核心”者的突然撤漂。

吴建东伤心的同时，也陷入绝境
………

本期《成都创客》镜头对准讯研
科技创始人吴建东，听他讲述四十不
惑而创业的故事。

无论吴建东如何认为自己已作
好准备，但在四十岁这样的年纪离
开体制创业总会背负极大的压力，
他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父母。

“国企的工作丢掉了，将来怎么
找女朋友？房子在哪里？今天有吃
的，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在决定辞
职之前，吴建东的父母给他打了无
数个电话重复这些担忧。

事实上，父母的担忧不无道理。
2015年左右，吴建东遭受创业生涯中
最大的打击——核心技术团队成员退
出，并且正好赶上需要交付订单的时
间节点。

为此，吴建东不得不跟留下的
两三个人一起熬夜赶制产品。而比
熬夜更煎熬的是，他开始对未来的
路还能不能走下去产生了怀疑。“初
期的研发团队整个没了，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公司该怎
么才能做下去。”吴建东说，这不仅
仅是生意上的打击，更对他的创业
激情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次打击之后，吴建东开始
重新审视创业历程，最终他想通了，
承认自己在企业发展上过于保守，同
时也忽略过合作伙伴的诉求，这是自
己的失误之处。

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在“九死一生”中，体味活下
去的痛苦和快乐。他们就是成都创
客，Chengdu Maker。

聚焦创客群体，用镜头讲述他
们的故事，封面新闻推出《成都创
客》系列短视频。我们关注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用天马
行空般的想象力在创新之路上摸索
前行；我们关注“高龄”下海的中年
人，倾听他们在身份转换、归零再出
发中的焦虑与收获；我们关注土生土
长的本土创客，欣赏每一朵从天府之
国的沃土中开出的创业之花；我们关

注漂洋过海落地蓉城的海归派，寻
找在文化碰撞中迸发出的梦想火
花。

如果你是一名创客，如果你身
边就有创客，也欢迎与我们分享你
们的精彩故事。扫描二维码进入报
名通道，分享你的故事。

彭州中学生杨会芳：

公益理念伴随成长
梦想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讯研科技创始人吴建东：

四十不惑蓉漂创业
想造出成都“瓦力”

进入报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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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成都“世警会”
报名已达1090人

警界“蛙泳王子”将参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2月
26日，距离第18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简称“世警会”）还有161天，记
者从筹委会办公室了解到，截至目前，
世界各地已有1090名警察报名参赛。

8月8日，世警会将在成都开幕，
届时预计将有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一万多名在职或退休的警察和消
防员参加。

2月26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筹
委会办公室内，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开展。下午两点，记者见到了4
名世警会冠军，他们都多次在游泳项
目上夺得金银铜牌。今年的世警会
上，他们又将再次出征。

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民警
石文强，曾被称为警界的“蛙泳王
子”。他前后参加了四届世警会，一共
取得了18枚金银铜牌。

2007年，石文强参加澳大利亚阿
德莱德世警会时，两金两铜的不俗成绩
引起了布里斯班副市长奎克的注意，两
人因此结下深厚友谊。这位副市长对
石文强的中国式婚礼表现出非常大的
兴趣，并亲自赶到婚礼现场祝贺。

另一位世警会冠军张庆，来自成都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处特勤大队，他
告诉记者：“第一次参加世警会时，大家
都是抱着必须拿奖的心态，但是去了现
场后发现，氛围非常轻松。”参加多次比
赛后，张庆和队友完全能做到轻装上
阵，“努力准备，轻松比赛”。

据了解，本届世警会将是该赛事首
次在亚洲城市举办，也将是成都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国际化水平最高、单次入
境外宾人数最多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本届成都世警会除常规竞赛项目
外，还设有警用射击、消防障碍赛、射
箭、拳击、空手道、气步枪、田径、飞镖、
警犬服务等职业竞赛项目，共60余个
大项。预计将有全球70多个国家和
地区、一万多名在职或退休的警察和
消防员参加。目前，已有来自美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34个国家和地区的
上千名运动员通过成都世警会官网注
册报名参赛。

为什么在不惑之年决定创业？
吴建东的回答很干脆：“正因为不
惑，所以才创业。”

在吴建东看来，相比于年轻人，
40岁的创业者，积累了一定的物质
基础和人生阅历，创业之路可能会
走得更加成熟和稳重，抗风险能力
也更强。

也是因为不惑，吴建东选择了
特种机器人这个非常小众的领域进
行创业。一开始，他因为工作需要
采购国外的机器人。在采购过程

中，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在特种
机器人领域国内与国外的行业水平
差距。

“国外已用了二三十年的产
品，国内还没有。到后来我们的
产品需要采购零件时，发现哪怕
是小小的螺丝钉，国内的产品反
复测试都达不到要求，这些细分
行业上的工业差距带来的失落感
是很明显的。”吴建东说，他觉得
这个行业需要有人去踏踏实实做
点事情。

吴建东开始重新组建团队后的
几年中他思考得最多的事情是如何
把公司的利益和每个参与公司运营
的合作伙伴捆绑到一起。直到这时
他才意识到这种捆绑带来的化学反
应力量“无穷大”。

“小伙伴都能获得财富、实现自
我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吴建东说。

从纠结一颗螺丝钉开始，到眼下
讯研的第一款全自主研发特种机器
人即将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吴建东的

第一次创业越来越接近成功了。目
前讯研团队共有近20人，拥有北京、
上海、成都三个基地。

“开年我们又要搬家了，搬到更
大的地方。”吴建东笑着说，等开春
以后，他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团
队以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但这距离
最高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把现在
选择的这条特种机器人创业路，走
到足够的高度、足够的精致、足够的
规模。

四十岁成蓉漂四十岁成蓉漂
选择特种机器人领域创业

核心成员出走核心成员出走
陷困局重新审视创业历程

重新组建团队重新组建团队
将个人与团队利益绑一起

讯研科技创始人吴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