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版

2019年9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琰泽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2个月前，24岁的秦猛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
入职在光谷的华为武汉研究所Ɉ而在七八年前，
武汉这座拥有百万在校大学生的城市，还经历着
đ留人之痛Ē：大学生毕业后首选北京ɇ深圳等一线
城市就业Ɉ如今，光谷新兴产业的壮大，吸引着越
来越多像秦猛一样的毕业生留下来ʘ

13年前，22岁的张文明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
南下深圳打拼一年后，回到光谷创业，在游戏行业
摸爬滚打多年，和搭档陈少杰最终将目光锁定在
游戏直播上Ɉ2014年，他们创办斗鱼直播时，团队
只有二三十人，短短五年间，斗鱼在光谷迅速崛
起，今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250亿
元，跻身湖北上市企业市值前十Ɉ

33年前，正在武汉大学搞科研的刘家栋，调入
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34岁的他成为小区规划
办公室最初5人之一Ɉ早期的东湖小区地处偏远，

被戏称为ż武汉地图外两厘米的地方Ž，他和同事
们及继任者一代代đ拓荒Ē，把这里变成了518平方
公里的东湖高新区Ɉ

在今天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刚过đ而立之年Ē，
人们已经习惯称它为光谷Ɉ三代人在最好的年华
里都选择光谷，它的魅力是什么？是它的包
容ČČ在原先讲着武汉话的城市里，这里的人们
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各自怀揣梦想Ɉ是
它的年轻ČČ约179万人，平均年龄约31岁，35岁
以下人群占了七成Ɉ是它的活力ČČ每个工作日
新增企业88家，2018年专利申请量达2.9万件，平
均每天近80件Ɉ

它承载着年轻人的梦想，更改变了一座城的
气质Ɉ在đ科学的春天Ē里，光谷的成长，让一座新
中国老工业城的气质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为城
市发展注入了创新与科技的新动力Ɉ光谷的崛
起，带动武汉完成从老牌钢之城到新兴光之城ɇ未
来芯之城的一次次蝶变Ɉ

一束ż光Ž照亮一座老工业城

光谷以đ光Ē为名，也以đ光Ē闻名Ɉ1976年3月
的一天，在武汉邮科院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44岁
的赵梓森拉出一根长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这是
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ʘ

此后，光纤通信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
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迈入đ快车道ĒɈ2001年，
原国家计委批复，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首个国
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即ż武汉¢中国光谷ŽɈ

今天，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已经让光谷闻名中
外Ɉ２０１７年，光谷光电子产业规模达到４４２０亿元，
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全球第一，国内市场占有率
６６％，国际市场占有率超２５％Ɉ

东湖高新区的崛起，让武汉经历了从钢之城
到光之城的巨变Ɉ

清末，张之洞督鄂18年，在武汉主持创办了汉
阳铁厂ɇ湖北枪炮厂等，给这座昔日的港口城市带
来了近代工业文明Ɉ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
的计算，当时汉阳铁厂的产量占到全国钢铁产量
的96%，武汉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钢铁之城Ɉ

半个世纪后，新中国选择在武汉兴建第一个
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此外，武汉重型机床
厂ɇ武汉锅炉厂ɇ武昌造船厂等一批đ武字头Ē大型
国有企业，更是擦亮了这座城市重工业的底色Ɉ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冶金ɇ纺织ɇ机械ɇ建
材等传统产业受到冲击，老牌工业城市正经历痛
苦的调整转型Ɉ

1984年，武汉开始筹建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
区Ɉ两年后，在武汉大学搞科研的刘家栋，调任小
区规划办公室，最初的5个人，租了一间60平米的
会议室Ɉ

1988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立ʘ从经济小区
到开发区，刘家栋和同事们碰到缺人缺地难题就
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Ē，大胆尝试向社会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筹建开发区的科技工业园Ɉ1991年，东
湖开发区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Ɉ

东湖高新区在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
在用新兴技术改造着武汉的传统工业，将陷入困
境的扬子江生物制药厂等一批老牌企业进行改革
改制，使老企业焕发出新活力Ɉ

这是一片迸发经济活力的区域，它的速度影响
着武汉这座城市的经济气质Ɉ今年初，武汉市统计
局初步核算，2018年全市经济总量接近1.5万亿，全
市超过一半的区GDP过千亿Ɉ其中东湖高新区
GDP排全市第二，增速9.7%，排全市第一ʘ2019年一
季度，东湖高新区全区GDP同比增长10.6%，比全国ʗ
全省ʗ全市分别快4.2ʗ2.5ʗ2.2个百分点ʘ

今天的光谷经过东进南扩，规划面积已达518
平方公里，形成了以光电子信息ɇ生命健康ɇ节能
环保ɇ高端装备制造ɇ高技术服务等五大千亿级产
业为主导，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ɇ数字经济两大新
兴领域蓬勃发展的đ5+2Ē产业格局Ɉ

光谷在引领武汉高新技术产业信步向前迈进
之时，也在助力老牌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全
市工业的高质量发展Ɉ

如果有一个地方，既能回望武汉工业的历史，

又能瞭望武汉制造业的未来，那大概就是光谷的
佛祖岭街道了ʘ前些年，武重ɇ武锅等一批我国

đ一五Ē时期创建的đ武Ē字头企业，搬入了佛祖岭
的产业园区Ɉ淘汰低效高能耗设备，建设数字化
工厂，上马清洁能源项目，老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数
字化ɇ高精尖转型Ɉ

在佛祖岭街道，老企业与新产业隔街相望Ɉ

位于佛祖岭高新四路的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
限公司，2006年在光谷与湖北ɇ武汉推动集成电路
产业的合力下诞生Ɉ10年后，国务院批复同意国
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这家企业便成了国家存
储器制造基地长江存储的实际运营主体Ɉ

我国首款商用100G硅光收发芯片ɇ具有完全
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器芯片ɇ北斗高精度导航定
位模块ĔĔ在芯片领域，武汉正迅速实现从0到1
的技术突破Ɉ发生在光谷的đ芯事Ē，正在成为武
汉未来的đ新事Ē，也在塑造着武汉未来đ芯之城Ē
的城市气质Ɉ

一批孵化器培植创新创业土壤

光谷的北部，有一处城市森林公园，公园东南
角郁郁葱葱的树林，掩映着一家咖啡厅，门口的简
易桌椅旁，三三两两的人们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Ɉ
光谷咖啡创投总经理李儒雄，每周要在这里会见
至少50个慕名而来的创业者Ɉ

并不是所有来访者带来的故事都能打动他Ɉ
但在光谷，年轻人敢想敢试，脑袋里总能蹦出新奇
的想法，他愿意去发掘其中的好故事，投资年轻人
的梦想Ɉ过去6年间，他的这家咖啡创投扶持了
1000多家创业公司ʘ

咖啡创投里的场景，正是光谷创新创业氛围
的一个缩影Ɉ光谷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ż敢
于冒险ʗ崇尚成功ʗ鼓励创新ʗ宽容失败Ž的文化ʘ
这种文化生长于武汉，也改变了武汉的城市文化Ɉ

历史上的武汉被深深打上了码头文化和工业
文化的烙印Ɉ

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成为长江中
游地区茶叶ɇ食盐ɇ粮食ɇ棉布ɇ木材等货物的重要
集散中心，商贸与码头，曾是这座江城长期的文化
关键词Ɉ

过去，在码头众多的武汉，码头工人这个庞大
的群体说话直爽ɇ性格火爆，这种江湖气融入到城
市气质中，武汉人身上多了一些豁达和侠气Ɉ

在李儒雄看来，武汉历史上不乏创新思维，很
多新思想新尝试在武汉诞生Ɉ辛亥革命在武昌打
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新中国成立后，武汉
江面上建起万里长江第一桥；改革开放之初，武汉
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
会城市，最早放开菜价让市场发挥作用，在全国第
一个聘任外国人当国有企业厂长ĔĔ

在đ敢为人先，追求卓越Ē的武汉，诞生了全国
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逐渐培植起以光谷为中
心的创新创业文化Ɉ

现存于湖北省档案馆的一份档案记录了那段
激荡的历史Ɉ这份1984年的《东湖技术密集经济
小区筹建方案（征求意见稿）》记载：đ当前在世界
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引起了各个国
家的普遍重视Ɉ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兴起一股创
建科学工业园的热潮ɈĒ

虽然当时的武汉智力资源丰富，知识技术高
度密集，工业基础好，但ż人才积压，流动困难，浪
费很大，大批科研成果长期闲置，未能迅速转化为
直接生产力，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ź两张皮Ż问题
没有完全解决ʘŽ

1984年，改革动力正强劲的武汉提出，要đ将
大专院校ɇ科研单位集中的东湖地区办成科研ɇ教
育ɇ经济相结合的知识技术密集小区ĒɈ

1986年10月，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武
汉视察时提出，要学习国外办đ苗圃Ēđ孵化器Ē的
成功经验，造成局部小气候，要求刘家栋所在的规

划办公室成为科技人员的đ保护伞ĒɈ
科技人员走出校门和院所办企业，正需要这

样的政策破冰Ɉ仅在4年前，武汉国营181厂的4名
工程师，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
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编写了2万多字的技术说
明，每人获得600元报酬Ɉ他们用知识把企业救活
了，却因đ技术投机倒把Ē被关进了监狱Ɉ

据湖北省档案馆档案记载，东湖技术密集经
济小区设计了一系列保护和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
政策，đ科技人员在经济小区内自由流动，自行联
系工作或者辞职应聘，原单位不得留难；可以留职
停薪，期限五年，所得收入与原单位按一定比例分
成；可以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
进行智力服务，甚至集体或个人创办企业，收入全
部归己ɈĒ

1987年，为了激发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的
热情，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在武昌挂牌，这是全
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ʘ那个年代đ孵化器Ē还
是个陌生的名词，刘家栋考虑了很多个名字，đ不
能说中国照搬个孵化器，别人以为是孵小鸡的ɈĒ

创业者中心成了实实在在的đ保护伞Ē，为创
业者提供场地ʗ帮办执照，出面担保向银行贷款，

投资在孵企业，只有技术没有钱的科技人员有了
创业资金Ɉ刘家栋给工作人员配备了一辆凤凰牌
自行车，đ靠自行车跑企业，不是企业来找我，而是
我去问你需要什么服务，怎么帮你疏通渠道ɈĒ

凡谷电子ɇ楚天激光ɇ武汉三特索道等一批批
企业在这里起步，日后逐渐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
或上市公司Ɉ

起源于30年前的创新创业文化基因，在今天
仍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Ɉ在光谷，像咖啡创投
这样的孵化器有60家，众创空间98家，集聚各类创
业服务机构500余家，孵化总面积超过550万平方
米，在孵企业超过5000家Ɉ

生于1990年的小狮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亮ɇ高泽
晋登上đ2018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Ē，闫
大鹏博士主持攻关了国内万瓦级光纤激光器，打
破国外高功率激光器技术垄断Ɉ在这片创新创业
文化浓厚的热土，每个工作日新增企业88家，2018
年专利申请量达2.9万件，平均每天近80件Ɉ

这里的年轻人毕业自不同学校，来自五湖四
海，操着不同的口音ČČ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想法
超前，大家相互间会尊重ɇ包容这种不同Ɉ在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戴希看来，不同本身正是光
谷的魅力所在Ɉ

đ这个地方有活力，有无限的可能，它提供了
一个舞台，让年轻人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只
要他们敢想敢做ɈĒ戴希说Ɉ

一个街道浓缩城市ż表里Ž之变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辆黑色帕萨特，行驶在武
汉光谷大道，39岁的王佳畔透过车窗望向两旁的
高层写字楼，踌躇满志地说道：đ有几栋大楼开始
亮灯了，但我想看到这里晚上亮灯的大楼越来越
多ɈĒ

在他的理解中，大楼晚上亮灯，是一个地方互
联网企业聚集ʗ行业走向繁荣的直观体现Ɉ

干净整洁的马路旁，林立的高层写字楼，每逢
上下班时间，斑马线外簇拥着衣着时尚的年轻男
女，戴着黑框眼镜ɇ身背双肩包的程序员步履匆
匆，流行穿T恤衫ɇ牛仔裤的创业者穿梭于楼宇
间Ɉ这里的一幕幕，无不流露出与武汉老城迥然
不同的新气质Ɉ

这里是生长于武汉的一片科技新城Ɉ然
而，在30多年前，彼时的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
区，因为距离武汉主城区较远，一度被戏称为
đ武汉地图外两厘米的地方Ē，全部家底只有电
子一条街Ɉ上世纪80年代末，李儒雄在武汉读
大学，đ那时的光谷还都是农村ʘĒ

过去很多年，人们说起武汉，会提起黄鹤楼ɇ
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的著名地标Ɉ在今天的光谷，

武汉新能源设计院大楼的ż马蹄莲Ž建筑，高颜值
的湖北省科技馆新馆，光彩夺目的光谷广场ż星
河Ž，成为武汉未来之城的新地标ʘ光谷广场聚
集了新的城市商业中心，吸引着市中心的人流，
đ去光谷Ē成了武汉人中越来越流行的说法Ɉ

位于光谷腹地的关东街区域，在1999年以
前，还是一片以种植业ɇ养殖业为主的农村Ɉ如
今的关东街，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人口突破
100万，聚集了2.5万家企业，人口超七成是18岁
到35岁的年轻人Ɉ这个被称为武汉最青春的街
道，处处是朝气蓬勃ɇ充满活力的景象Ɉ

有人这样评价光谷对武汉的改变，đ10年前
我以为光谷广场是武汉的尽头，没想到原来它
是武汉的起点ʘĒ

30多年间，光谷的崛起，改变了武汉的城市
面貌，昔日的泥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城中
村变成了矗立的高楼，曾经用于种植养殖的土
地上生长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Ɉ它推动着城市
向东南扩展，逐渐融合成今天的大武汉Ɉ

光谷改变着武汉城市的đ面子Ē，也在改变
着城市的đ里子ĒɈ

如今，光谷集聚了1800多家互联网企业，小
米ʗ科大讯飞ʗ小红书等近70家企业在这里设了
第二总部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đ互联网+Ē办公
室负责人王佳畔的手机里，每天都会弹出四五
条咨询政策的消息，更多的外地公司向他表达
出入驻光谷的兴趣Ɉ

不过，在四五年前，这里像极了一片đ互联
网荒漠ĒɈ行业巨变，还要从一件偶然小事
说起Ɉ

2015年4月，一篇名为《出了雷军周鸿祎，湖
北却消失在中国互联网版图》的文章，刺痛了湖
北官员们的神经Ɉ

湖北的高校每年培养大量的互联网人才，湖
北却培育不出有名气的互联网企业ʘ王佳畔回
忆，这个问题对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触动很大，
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思路很快在光谷落地Ɉ

那天傍晚的数小时前，王佳畔在一家酒店
见到了阮盛铁Ɉ后者是北京一家做医疗科普内
容的创业者，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筹划
着搭建公司的技术研发团队，đ但在北京设立研
发中心成本偏高Ē，位于中部的二线城市武汉，
进入了他的决策视野Ɉ

相对于一线城市，武汉较低的购房与租房
成本；每年培养大量高校毕业生；发达的交通网
络ſſ一线城市互联网企业在转移业务与员
工ɇ设立研发中心过程中，这些优势使得武汉扮
演了承接的角色Ɉ

一座青年之城集聚海内外人才

把一线城市互联网公司吸引到光谷，王佳
畔的đ野心Ē不止于此Ɉ他的最终目标是吸引来
岗位ʗ留住人，因为ż留住人，才会有故事发生Žʘ

đ惟楚有才Ē，自古以来，湖北就是人才辈出
之地Ɉ到了近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到任，送来

了新式教育的春风，为今天的武汉成为华中乃
至全国重要的教育ɇ科技中心打下了根基Ɉ

如今，这片土地上，武汉大学ɇ华中科技大学
等高校林立Ɉ几年前，武汉的在校大学生总人数
曾一度达到110多万人，位居全球大城市第一ʘ

这个数字放在武汉1000余万总人口中，就
是每10个武汉人里就有一名在校大学生Ɉ光谷
有约179万人，平均年龄约31岁，35岁以下人群
占了七成，是当之无愧的青年之城Ɉ

一座城市拥有82所高校，百万大学生，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数位列全国城市第三Ɉ武汉多
年来享有着教育之城的光环，却也曾长期经历
留人之痛Ɉ

13年前，张文明刚毕业就去了深圳，đ我们
同学毕业时不会考虑留在武汉，因为当时基本
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ʘĒ

一年后，他回到光谷创业Ɉ此后多年，他依
然感觉到，武汉留不住人的状况没有改变，大部
分合适的人才还要从一线城市挖来Ɉ

有关武汉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档案
资料显示，从2007年开始，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
逐年递减，2007年为55.3%，2008年为52.19%，

到了2011年首次跌破50%，仅为47.04%ʘ
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互联网等新产业规模

小，工作岗位不足，人才留不下来Ɉ痛定思痛
后，2017年初，武汉启动实施ż百万大学生留汉
创业就业工程Ž，确保5年留住100万大学生ʘ留
住人既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也需要前瞻性的
产业布局Ɉ

产业布局中就包括光谷的互联网产业Ɉđ吸
引到优秀的企业，把优质的岗位放到光谷，用岗
位吸引和留住足够多的人才ɈĒ王佳畔说Ɉ

他向记者展示这样的成果：最近两年，入驻
光谷规模靠前的20家互联网企业，已经在光谷
招聘了1.8万人，未来有望招到6万人Ɉ

足够优质的就业机会，为留住人才提供了
可能Ɉ2018年，武汉新增留汉创业就业大学生
40.6万人Ɉđ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Ē启
动以来，大学生留汉总数已达70.7万人Ɉ作为
留汉就业主战场的光谷，在2018年新增留汉大
学生14.2万余人ʘ

光学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秦猛在光谷
找到了满意的工作Ɉ除了生活成本较低ɇ毕业
生有租房和买房优惠政策外，他更看重的是这
座城市的未来潜力和发展后劲Ɉ

今天，成长于武汉本土的互联网企业斗鱼
直播，在武汉高校的招聘中颇受青睐，đ以前毕
业生一般不会首选武汉，现在只要我们提供足
够高的薪水和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他们会考虑
留下来ɈĒ斗鱼直播CEO张文明说Ɉ

光谷更是一个人才聚集之谷，高知是光谷
的另一个底色，从业人员中受高等教育人口高
达81.6%，硕士以上学历人口占比12.4%ʘ

近些年，光谷通过đ楚才回家Ē等大力度引
才计划，5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4名诺奖得
主ʗ61名中外院士ɇ399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ɇ
182名省级高层次人才ɇ1699名đ3551光谷人才
计划Ē人才ɇ6000多个海内外人才团队，在企业
博士超过1万名Ɉ

就像这里的年轻人各自胸怀梦想一样，刚
过đ而立之年Ē的武汉光谷，也在向着建成đ世界
光谷Ē的梦想阔步前行Ɉ
（参与采访：王思远；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佳畔
为化名）

这里的一束“光”，照亮一座新中国老工业城
从老牌钢之城到新兴光之城ʩ未来芯之城，光谷重塑着武汉的城市气质

13

▲2016年12月8日拍摄的光谷六大园区之一的武汉未来科技城ʪ园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ʩ新能源ʩ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ʪ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武汉历史上不乏创新思维，很多新思

想新尝试在武汉诞生ʪ辛亥革命在武昌打

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新中国成立

后，武汉江面上建起万里长江第一桥；改革

开放之初，武汉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

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会城市ƀƀ

在Ž敢为人先，追求卓越ž的武汉，诞生

了全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逐渐培植

起以光谷为中心的创新创业文化

档案里的武汉第一

档案里的光谷之“光”

光谷以Ž光ž为名，也以Ž光ž闻名ʪ1976

年，武汉邮科院拉出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

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在武汉东湖

高新区建立首个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即

Ž武汉¢中国光谷ž

２０１７年，光谷光电子产业规模达到４４２０

亿元，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全球第一，国内市

场占有率６６％，国际市场占有率超２５％

档案里的光谷气质

年轻：光谷约179万人，平均年龄约31

岁，35岁以下人群占了七成；活力：每个工

作日新增企业88家，2018年专利申请量达

2.9万件，平均每天近80件；高知：从业人员

中受高等教育人口比率高达81.6%，硕士

以上学历人口占比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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