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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大一时的意外创业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披着长发，身着红色连衣裙，聊到
兴奋时会不顾形象开怀大笑。开朗、热
情、自信，是陈芷欣给人的第一印象。

自由，是她给自己的创业标签。
而第一次创业，则完全是一次“意外”。

2015年，正在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读大一的陈芷欣参加了学校的拉丁
舞社团，但在英国购买一双舞鞋需要
70英镑。为了省钱，她在网上联系到
中国深圳的卖家，发现从国内买鞋，
算上邮费也很便宜。

“买了鞋，我们也成了朋友，从中
还发现了巨大商机。”一个月后，陈芷
欣和深圳卖家合作，在亚马逊开设网
店，做起了定制舞鞋的生意。

开业第一年，网店就售出了1500
双舞鞋，让她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
——1万英镑。随后，这一创业项目
进入学校创业孵化器，并获得1500

英镑的资金，变成了正式公司。现
在，公司业务已进入法国、德国、西班
牙、意大利等国家。

“后来接到很多邀请，希望我分
享创业故事。每次分享结束，总有女
同学对我说：你做的事情很酷，但我
做不了。”陈芷欣发现，很多女大学生
根本不会考虑创业，因为她们一开始
就预设自己没有这方面能力，对于创
业更没有清晰的想法。

于是，在2018年12月，陈芷欣发
起成立了非营利机构“女孩负责”，通
过在不同学校创建工作坊，以游戏形
式鼓励女大学生提升创业自信和创
业技能。如今，英国已有10多所大
学、30多个社团参与进来，影响力覆
盖数万名英国大学生。

走进英国议会演讲
让更多女性成创业偶像

如何用游戏讲创业？陈芷欣举

了一个例子：在讲到品牌包装时，她
会先让大家分享自己认为做得好的
品牌。当有人提到法拉利和大众汽
车，她就会给出一句台词，要求每个
人按照两个品牌的不同调性，把这句
台词“表演”出来。

“法拉利给人的感觉很酷，而大
众则是安全、可靠，这可能需要我演
示一下……”话音刚落，陈芷欣便现
场示范起来。

通过轻松有趣的形式，“女孩负
责”不仅得到了众多大学生支持，也
被更多校外人士注意到。

不仅有企业找到陈芷欣，请她为
员工做培训，去年2月她还受邀到英
国政府议会大厦参加座谈会，讨论英
国女性创业。整个会议邀请了30
人，而坐在她身边的都是身家千万
英镑的女企业家。

今年8月，“女孩负责”出现
在英国《未来创业家：年轻人创
业（Future Founder）》报告里，
该报告明确提出“女孩负责”是
英国政府应重点支持的三家机
构之一。

“英国年轻创业者中，男性
所占比例远高于女性，希望更
多女性能成为年轻人的创业
偶像。”陈芷欣说。

事实上，在运营这家非营
利机构的同时，陈芷欣还成立
了一家教育公司，致力于促进
中英文化交流。目前，位于成
都的分公司也已正式落地。

在国内创业会不会
“水土不服”？陈芷欣似
乎并不担心：“未知的也
是有潜力的，我相信会很
有趣，所以就试试看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唐银

成都市现有城市桥梁1334座。
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

些城市桥梁运转背后，有一个
庞大的保障系统，日日夜夜对桥梁的
安全和正常运转提供着支撑。11月
1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
了这个保障系统、成都市城管委道桥
监管中心。

成都的城市桥梁，种类繁多，包括
梁桥、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也有非
对称蝴蝶拱桥、自锚式悬索桥等特殊
结构。长期以来，成都市坚持城市桥
梁专业检测全覆盖，检测率持续保持
100%。2018年，成都市城管委印发
了《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检测评估监
督管理办法》，在国家行业标准基础
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城市桥梁检测
要求。

智慧监管云平台
精准捕捉安全信息

桥梁桥墩有没有发生沉降？桥梁
下方水位是否达到预警线？这些事关
桥梁安全的信息如何才能被精确捕
捉，并且提供有效预警？2018年4月，
成都市城市道桥智慧监管云平台正式
建立，对成都134条城市道路，234座
城市桥梁进行实时监管。

道桥监管中心办公楼二楼，大厅
里一整面墙上就是监管云平台的屏
幕，柱状图、数字表格，地图、曲线图、
圆饼图……在屏幕上显现，并实时变
化动态，对成都城市道路桥梁进行全
方位监管。这就是成都市城市道路桥
梁智慧监管云平台。

成都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信息
中心范兴华介绍，云平台有三个大的
系统支撑：第一个是城市道路桥梁业
务管理系统，第二个是桥梁健康监测
系统，第三个是综合指挥调度系统。

城市道路桥梁业务管理系统，中
间有日常养护管理，道桥检测管理，日
常监督考核，首次在城市桥梁管理工
作中创新运用BIM建筑信息模型，为
桥梁配备了一本“三维立体档案”。

“模型中我们把二环高架进行了
构建拆分，在桥面铺装、防撞墙、桥墩、
梁……这些单独的构建单独拆分，点
击任意一个构建都能够查询到它的基
础信息，包括图纸、有没有产生过病
害、检测报告……都能够查到，实现了
二维平面向三维立体的转变。同时，
有了这套模型系统，查阅某一构件的
资料，从耗时至少0.5天，到只需要2分
钟。”范兴华说。

业务管理系统还包含了其他具体
业务工作，比如日常巡查工作，通过有
移动的手机端APP，人员在路上发现
道路桥梁的病害并完成及时处理，例
如二环路某路段沥青路面修补脱落，

就有照片显示、定位地点、语音描述等
信息传到系统平台上。如果是成都二
环高架发生了病害还能在BIM模型上
显示相关信息。范兴华介绍，“对病害
分布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展示，对我们
整个巡查、维护，实现了闭环管理，病
害能和模型挂接，体现了全生命周期
管理。”

云平台包含的桥梁健康监测系
统，主要是针对成都市市管的特殊结
构桥梁、红星路南延线府河桥等进行
监测，监测的数据包括桥梁的动力特
性、吊杆索力、温度等，通过传感器，安
设相应的不同传感器，进行实时探查
结构变化情况。

“我们给每个点位提供了理论化
的限值，如果监测数据超过限值，系统
就会产生预警，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
通过系统提醒的形式，通知相关的管
理人员进行研判，如果有预警问题，就
要安排相应人员、专家，亲自到现场，
进行人工专项检查。现在我们正在把
整个健康监测系统，形成为一个集群
式的健康监测平台。下一步，利用大
数据分析，对桥梁健康趋势进行预
判。”范兴华表示。

桥梁的沉降监测系统，主要针对
地铁线，正向穿越的桥梁。范兴华说，

“地铁隧道是在地下穿过，隧道距离桥
墩，中间距离可能只有三四米，在挖掘
隧道和地铁通行过程中，都会对桥墩
产生扰动，需要长期监测，确保安全。
我们就对桥梁的桥墩和桥台进行监
测，监测沉降情况，包括累积沉降值、
沉降速率、沉降差值等数据。”

桥梁健康监测系统还包含了对桥
梁下面水位监测，“跟水务部分监测不
一样，我们监测的是水面到梁底的距
离，针对汛期，比如说水位达到黄色预
警，就要提醒注意，达到红色预警，就
要联合交通部门进行管制。”

另外就是指挥调度系统。突发应

急事件应急抢险的指挥调度，包括有
网络理政平台来的，有数字城管推送
的，还有书记信箱、其他媒体报道的，
公众来电的统计情况，还有接到案件
的诉求，最新的案件信息提示。例如
有道路沉降了，可以通过调度街面上
的巡察车辆，就近处理现场情况，除此
之外还有视频采集系统，工作人员手
持摄像机，拍摄现场情况，并通过对讲
机、手机等通讯设备，实现语音的快速
交互和现场图像的成像。另外知道应
急抢险的仓库应急物资够不够，能够
通过系统平台看到。通过对天网视频
的融合，能够直观看到事发地附近的
摄像头，通过手机APP能看到车载摄
像头，把现场的情况反映出来，用手机
直接进行通话。

桥梁定期“体检”
量身定制维护方案

城市桥梁常年裸露在外，经历寒
冬酷暑，承受车辆荷载，难免会出现各
种“不适”。维修加固，就成为必不可
少。

每一年，城市桥梁管理部门会根
据桥梁日常巡检、定期检测等方式发
现的桥梁病害情况，组织通过维修加
固的方式给桥梁“治病疗伤”。近年
来，成都先后组织完成了青龙场立交
桥等多座城市桥梁加固工作，目前正
在按计划开展桥梁抗震设施专项维护
整治等工作。

2019年成都市管城市道路桥梁检
测工作于3月下旬全面进场实施。11
月18日，据成都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
心维护科冯旭介绍，按照住建部《城镇
道路养护技术规范》、《城市桥梁养护
技术标准》等有关规定，2019年度市管
城市桥梁结构定期检测桥梁119座，常
规定期检测桥梁100座，特殊结构和重

点监控桥梁季度结构安全与健康状态
评估桥梁13座，以及28条市管道路定
期检测。

冯旭说：“本次检测工作的重点和
难点：一是特殊结构桥梁受力体系复
杂，一般的结构定期检测在检测频率
及深度上不能及时、深入地反映结构
安全和健康状况的变化，且关键受力
构件内部缺陷及受力状况也不能及时
监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13座特
殊结构的桥梁和重点监控桥梁，进行
了特殊检测及季度结构安全和健康状
况评估，通过增加检测频率、增加特殊
检测项目、建模验算、对健康监测系统
采集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加强
对桥梁的长期跟踪监测。二是首次使
用新建成的索塔攀爬系统和检修通道
对清水河悬索桥的索塔、主缆、索鞍、
塔顶钢桁架等重要构件进行检测，并
根据每根螺栓的观测标对1152根索夹
高强螺栓的扭矩进行检测，并在今后
维护管理工作中进行长期跟踪监测。

通过规范、专业的道路桥梁检测，
全面深入掌握道路桥梁技术状况及病
害发展变化情况，为日常维护、大中修
及加固改造提供客观、准确的科学依
据，以确保道路桥梁设施的安全运行。

联动协作、相互配合。要加快推
进城市道桥确权、明责、颁证工作，做
到监管全覆盖、维护全覆盖、安全全覆
盖。车辆的改拼装是超载源头，要抓
住这个源头进行治理。要加快建渣车
车辆技术标准修订工作，由成都交管
局牵头，联合成都城管委、住建局、交
通运输部门对建材车、建渣车、商用车
进行定点定时联合检查。要加快超载
监控系统建设，做好大型车辆过桥审
批工作，加强桥梁限高标志设定工作。

在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中，成
都市城管委与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
部门积极联动，包括依法对货车违规
驶入限行城市桥梁及超载超限运输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以及在全国率
先启动覆盖全市的车辆超载超限监测
智能交通体系建设，通过部门合力消
除城市桥梁安全隐患。

范兴华介绍，今年5月，道桥监管
中心还在二环高架桥启动了全国首例

“5G+云+AI”智慧监控项目，通过5G
等创新技术在道桥管理领域的创新运
用，将使城市桥梁管理水平再上新台
阶，进一步提升对城市桥梁安全的保
障。

范兴华表示，全力保障城市桥梁
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欢迎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和监督，市民发现的城
市桥梁安全问题可通过拨打“12345”
热线进行反映，市道桥监管中心将积
极回应，高效处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静
实习生刘柯辰

95后成都姑娘陈芷欣海外创业
拥有两家公司一家非营利机构

24岁的你在做什么？有人还在
学校求学深造，有人可能已进入社
会摸爬滚打了好多年。

而24岁的成都姑娘陈芷欣刚从
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却已是两家
公司的老板，同时还运营着一家非
营 利 机 构 Girls in Charge
Initiative（“女孩负责”倡议）。今年，
这家机构被评为“英国政府应重点
支持的三家机构之一。”

8岁随家人到英国读书，19岁
就成立第一家公司，陈芷欣还曾被
邀请到英国议会圆桌讨论会和上议
院活动，讨论关于女性创业的话题。

在她看来，创业从来都不是压
力，而是一件有趣的事。“失败了可
以再尝试，如果一直都很成功才觉
得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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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成都 全力守护1334座城市桥梁
● 成都城市管理 ●

对清水河悬索桥实施加固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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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芷欣与参评英国最具影响力女学生奖的大学生合影。

九寨沟景区
恢复对散客开放
单日游客接待最大量调至2万人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11
月28日晚，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
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九寨沟景区关
于部分区域对外开放（试运行）补充
通告》，根据九寨沟景区灾后恢复重
建推进和试运行情况，景区从即日起
开始对散客开放。意味着，散客可自
由买票进入景区游玩。

根据该补充通告，九寨沟景区开
放区域单日游客接待最大限量由
8000人次调至2万人次。九寨沟景
区当前实行限时段限区域开放，每日
8：30至17：00对外开放。游客进入景
区可游玩开放的扎如沟扎如寺、树正
沟（火花海除外）、日则沟（诺日朗至五
花海段景点）、则查洼沟等区域景点。

都汶高速都映段
紫坪铺及龙溪隧道
12月1日起管制施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11
月28日，记者从四川交投集团川西
高速公司获悉，都汶高速都映段紫坪
铺隧道和龙溪隧道，因多年超负荷运
行，出现较严重的路面底鼓隆起、开
裂、电缆沟倾斜等情况，急需病害处
治。

从12月1日起，隧道将进行处
治施工，施工分两阶段实施，一阶段
有效施工时间计划73天，施工期限
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21
日，春节期间开放交通，剩余工期顺
延。在一阶段施工完成开放交通后，
进行二阶段施工。

在 一 阶 段 施 工 期 间 ，封 闭
G4217蓉昌高速公路下行方向映秀
北收费站（不含）至都江堰西收费站
（不含）道路。

绕行线路：
下行方向的高速车辆从映秀北

收费站下高速，沿国道 213 线，经映
秀镇、漩口镇、友谊隧道绕行至都江
堰西收费站。

上行方向的高速车辆不受影响，
沿正常路线行驶。

在 二 阶 段 施 工 期 间 ，封 闭
G4217蓉昌高速公路上行方向紫坪
铺隧道至映秀南收费站（不含）道路。

绕行线路：
下行方向的高速车辆依旧从映

秀北收费站下高速，沿国道213 线，
经映秀镇、漩口镇、友谊隧道绕行至
都江堰西收费站。

上行方向的高速车辆从紫坪铺隧
道前约800m处中央开口变换至对向
车道，借用对向车道通行至龙溪隧道
出洞口至映秀南收费站之间的中央开
口位置，再变换至上行方向车道。

注意，在一、二阶段施工期间，国
道 213 线紫坪铺绕坝路禁止三轴
（含）以上货车通行，三轴（含）以上货
车可经都汶高速前往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