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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就业关系到国家

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千万个学生家

庭福祉；既懂教育理论，又有长期

创业就业实践阅历的专家型学者

非常罕见。山奴，无党派人士，现在

高校工作。从教三十余年来，对我

国教育体制和家庭教育方式一直

在关注、研究、思考；山奴曾经“下

海”经商15年，先后从事广告传媒、

地产营销、连锁餐饮、食品加工、商

标运营和旅行社等行业，积累了丰

富的创业和识人、用人、育人经验。

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拥有独立知

识产权的《智二代规划教育理论》

(下称《智论》)。运用《智论》，山奴

单独指导培养出清华、复旦、中传

媒、北影、中海大等211、985名校近

百名优秀大学生；指导多所高校大

学生选择了正确的创业、就业方

向，获得了家长和大学生的认同和

赞誉，先后被多家高校聘为大学生

创业就业导师、客座教授；被多个

创业园区聘为名誉园长；被多家商

标所、企业聘为知识产权顾问。为

此，我们专程采访了山奴先生。

山奴认为：为什么创业？创什么

业？怎样去创业？有何条件创业？谁

指导创业？是创业者首先要弄明白

的大问题；大学生创业更要具备以

下必要条件：1、品牌、秘方或核心技

术；2、管理和经营经验；3、资金；4、团
队；5、社会资源。无论是从事电商还

是实体创业，保护知识产权特别是

商标权都是首要的。除能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以外，在同等

资本和精力的投入下，除了有形利

润以外，无形资产将是一笔非常可

观的收入。有了好的商标，可以借助

《商标法》的保护，占有和垄断市场；

可以快速扩张，许可他人加盟，收取

加盟费和品牌管理费；“下海”期间，

山奴把掌握和学习到的商标创意、

注册和无形资产运营理论运用到实

践中去。除自身注册拥有《智二代》、

《山里》、《御膳爷》、香港《女神树》、

《舜耕人家》白酒等近百件价值不

菲、非常有潜在市场价值的商标以

外，还为诚信企业和个人创意注册

了大量有价值的商标：创意注册19
类《唐人》商标，2008年在国家商标局

受理大厅以近10万元转让给北京师

女士，并指导其创业、贴牌生产《唐

人》陶瓷餐具出口欧美，赚取高额

合法退税，现已发展在香港成立

《中国唐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

册33类《山里农庄》酒标，以近10万
元价格依法转让给王老板，指导他

创业贴牌生产《山里农庄》葡萄酒，

现已批量上市，效益可观；为张老

板创业注册2类《羽莱金》(高档油

漆)、《羽皇》(低档油漆)商标，产品

已批量上市，经评估无形资产价值

已达百万元；为大学生小段创业注

册1类《净全》商标，生产室内甲醛

清洁木炭，现已大量生产，效益很

好；为张先生创意设计(捡漏)注册

了无形资产价值数百万元的12类
《嫦娥》电动车商标和43类《金汤御

锅》餐饮商标；为兰华集团设计了

司标，该公司现已成为山东第一家

跨省股份制村居企业集团；为江西

熊老板创意、注册16类和43类《杨氏

四宝》商标，其毛笔现已销往全国。

长期经营实践，山奴拥有了丰

富的商标注册和法律知识，依法涉

足诉讼代理：成功驳回原国内贸易

部商标所代理的日本小津产业株

式会社诉16类《山里》商标三年不

使用案；胜诉《杨氏四宝》代理销售

所谓假《玄宗》墨液和《老人头》毛

笔两案；还有两个商标诉讼案件正

进行中。对山奴取得的成就，我们

非常佩服。听说一些创业园、高校

邀请山奴开设他独创的《商标创

富》讲座，学生很喜欢听；还有法律

专业人士登门向他咨询商标知识。

山奴说，有好商标和创意，资金和

人才会找上门来。他建议想创业的

大学生在商标和创意上找好导师，

下点实在功夫。

1995年初，山奴“下海”首先成

立广告传媒公司。高校工作阅历有

机会掌握大量的广告策划和创意、

运营理论；夙夜思索和埋头苦干艰

辛地付出；山东人诚信、侠义以及

真心实意为客户服务的经营理念，

使其广告传媒事业发展很好。1996
年，代理香港李嘉诚麾下《银利来》

品牌女装，推出了国内首家《银利

来杯》时装模特大赛，在当时的政

治气候和社会观念下，需要超常的

勇气和魄力，才能有如此“大手

笔”。李嘉诚先生非常高兴，亲派尹

副总专程到大陆参加决赛并颁奖；

1996年，福建七匹狼茄克以港式风

格和花色推出，由于国门乍开，人

们的思想观念还处于封闭和禁锢

之中，销售受阻。山奴分析穿茄克

者应是男性，决定把广告诉求突出

对准成年男士。他策划了《七匹狼

茄克杯钓鱼大赛》，一举打开了北

方销售市场，为该企业赢得了巨额

利润；为诺基亚手机策划了一系列

促销活动，取得了良好效益；为佳

能数码相机承办了一系列广告；代

理新郎西服广告，策划了一系列新

颖的促销活动，为该企业和同质化

企业竞争、最大份额占领市场做出

了努力，取得了成功；《宁城老窖》

是内蒙古少数民族企业，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对该企业非常重视，电请

各地政府给予支持和关照；茅台酒

厂特许其免费使用“塞外茅台”字

样营销宣传。接受委托以后，山奴

举办了《宁城老窖杯品酒大赛》、《宁

城老窖紧急寻找失踪女青年张晓华

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举打开了销售市场；还为杨氏四

宝有限公司策划了茶楼、红木和文

房四宝卖场、画院、创业孵化楼四

位一体的市场建设运作规划，该企

业正在建设装修中。山奴说，无论

是自己创业，还是就业到企业工

作，大学生掌握《广告法》，学会广

告创意、策划和运营是绝对不能缺

少的，都会用到的。翔实、丰富的实

战经验，书本上没有，“教授”、“博

导”在讲台上教不出来，实践才是

创业成功的硬道理；山奴用传帮带

的方式，培养的大学生员工，创业

成立了十一家广告传媒公司，被弟

子尊称为“传媒教父。”

加盟连锁许可经营起源、成熟

于国外，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并在我

国迅猛发展起来。掌握加盟连锁许

可经营对大学生创业来说，具有非

常重要的实践和指导意义。山奴不

仅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还投入

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实践。他总

结成功和挫折后，举办《山奴论坛》

系列讲座对社会传播；其中的《品

牌连锁经营》在一些创业园和高校

举办后，给欲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提

供了非常实效的导航和借鉴；山奴

告诉我们，品牌有主副之分，主品

牌打响以后，可以发展副品牌，多

向延伸，相互关联；大学生创业，可

以采用宝塔状多层次的《品牌叠

加》，产生集团“膨化裂变”品牌效

应；山奴“特立独行”，走出了一条个

性鲜明、成就斐然的品牌运营之路。

他独创性研发出《智二代规划教育

理论》(下称“智论”)：一是创立了“智

二代”品牌；二是要尽早对孩子发展

进行规划；三是要由第三方介入家

庭和学校之间实施《三角形教育》；

四是不仅让孩子学习《文化科学知

识》，还要学习《生存发展技能》；以

《智论》为指导，他创立了《智二代》

主品牌下的学屋、儿童城堡和实验

幼儿园；《智二代》品牌正计划以北

京为核心，山东为重点，稳妥、慎重

地在全国发展连锁合作伙伴；以35
类《山里》主商标投资《山里土特产

超市》、《山里大包》、《山里粽子》、《山

里月饼》等食品企业后，又扩展到

《山里·金房汇》、传媒画廊和《山里

大队食堂》等餐饮行业。

最后山奴说，他应邀当评委参

加央企、国企和民营企业的人才招

聘会，发现很多大学生文化知识方

面非常优秀，却因为应答和礼仪知

识的缺乏而被淘汰出局。为此，根据

自己的用人阅历独创编写《周礼汉

仪》教材，专门对大学生进行职场适

应和礼仪培训指导，效果很好；他指

导的大学生先后考录到中信集团、

国开行、南航等央企、国企；有的考

到谷歌公司，有的已成长为省级保

险公司老总。在校大学生孙腾飞勤

工助学期间，得到山奴三年的业余

时间教诲和指点，进步非常大。被山

奴推荐到福建生命寿险公司总部工

作后，得到用人单位老总的高度评

价：这样的大学生，从品德到言行都

非常好，是真正的人才。

山奴在甲骨文学术研究、甲骨

复制以及甲骨文书法和制砚方面

已有几十年的造诣，采访结束，我

们冒昧提出能否求得一幅甲骨文

书法墨宝，他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

要求。(孙凡 榃青)

(大学生创业就业公益咨询
热线：15105313077

邮箱：zhierdai@126 .com)

专访大学生创业就业导师、《智论》创立人山奴

七里山西路明开修 郎茂山桥要重建
施工工期100天，建议周边市民提前适应绕行路线

卧虎山水库周边违建开拆
11万平米钢结构一个月内完成拆除

□记者 高玉龙 实习生 许倩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自10日拆

违拆临一期、二期及二期追加台账任

务全部完成后，南山拆违又出重拳，通

过前期摸排，仲宫街道办事处初步确

定了卧虎山水库周边玉符河沿线4村
67户共计约118335平米违建，在仲宫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各村下达通

知后，违建业户自19日开始自拆。

19日上午，记者来到玉符河沿线

的杨而村，沿河而建的鱼塘在顶部钢

结构大棚的遮盖下形成了一个个集垂

钓、养殖、餐饮于一体的农家乐，此时

蓝色钢结构大棚上都被喷上了大大的

“拆”字。正值下通知后的第一天，杨而

村村主任家的农家乐率先开始自拆。

据了解，玉符河沿线4村67户共

计约118335平方米钢结构违建列入

此次拆违名单。下达拆违通知后不

到半天，各村就陆续出现了带头“第

一拆”。18日在杨而村后崔家村就分

别有一处2500平和500平的钢结构

大棚开始自拆。

据了解，玉符河沿线的农家乐大

多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因靠近水源地，

最初以垂钓和养殖为主，后发展其他

副业并形成了农家乐。“1996年我承包

了村里的荒地后挖了鱼塘，2013年冬

天建起来的这个大棚，花了近40万。这

里最近修了路，人流量大了生意会好

做些，现在要拆了，我就走一步看一步

吧，鱼塘最好还是能经营下去。”一位

正在自拆的村民告诉记者。

仲宫街道办执法中队队长张彬告

诉记者，5月3日是自拆的最后期限，对

自拆存在困难或逾期仍拒拆抗拆的，

将根据党工委、办事处的安排依法进

行助拆和强拆。此次违建拆除任务将

在一个月内完成。

□记者 王僖 实习生 陈欣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4月
21日起，七里山西路将开启为

期100天的改造提升。此次施工

将让七里山西路南段从现状10
多米宽，拓宽至20米，还将拆除

重建危桥郎茂山大桥，完工后

将有效缓解交通压力。19日，相

关部门建议，本周五开始施工

后，沿线居民可于周末提前适

应绕行路线。

路面拓宽至20米

七里山西路是英雄山路和

建设路—阳光新路之间，连接

二七新村南路和二环南路的唯

一一条南北向通道，但由于建

成年代久和诸多历史遗留问

题，道路狭窄，快车道宽度仅有

10米多，且路面破损严重，机非

混行，交通事故频发。

不仅如此，整个七里山西

路缺乏排水管线，而由于热力

管线铺设有限，致使许多小区

还是供热孤岛。此外，七里山跨

越兴济河的郎茂山大桥修建于

1984年，至今已有33年历史，如

今桥面破败，桥梁梁板露筋严

重，已经被列为危桥。

以上这些问题，在此次七里

山西路改造中都将得到改善。

据了解，本次施工重点在郎

茂山大桥至二环南路这1325米

中，此前占压该段道路红线的瓶

颈段均已拆除完毕。此次施工，

将新建快车道、新建透水及半透

水人行道，拆除并新建郎茂山大

桥。建成后，路面和桥面都将拓

宽至20米，实现双向两车道通行。

同时，道路两侧还将增设生

物滞留带以改善车行道汛期行

洪问题，新建雨水、污水、热力、

弱电、路灯设施管线。改造完成

后，可逐步解决周边老旧小区的

供暖问题。不过，由于拆迁等原

因，此次七里山西路改造无法彻

底贯通，郎茂山大桥以北至二七

新村南路这段，道路宽度仍将维

持现状，算是一大遗憾。

多条道路可绕行

按照施工计划，此次七里

山西路施工工期100天，将分三

个阶段进行，其间，郎茂山大桥

以北至二七新村南路段全封闭、

半封闭雨污水管线改造历时50
天，郎茂山大桥全封闭拆除重建

历时近80天，郎茂山大桥以南段

施工贯穿始终，将采取半封闭、

夜间施工等方式进行。

“我们选择在本周末开工，

就是想让市民提前适应一下绕

行路线，做到对接下来日常出

行心中有数。”市中交警大队交

通科相关负责人说，郎茂山大

桥以北路段全封闭、半封闭施

工期间，市民可绕行七里山片

区内支路；郎茂山大桥封闭拆

除重建期间，于现状大桥西侧

设置人行便桥，但需要提醒的

是，这个便桥只允许行人、自行

车、电动车通行；郎茂山大桥以

南路段，驻地车辆可利用兴济

河北侧的兴澜路及七里山南村

道路，实现与建设路和阳光新

路的绕行出行。

●卧龙路

计划5月下旬完成招标

并进场施工，争取7月1日前

实现通车。

●土屋路（玉兴路至英雄山

路）

计划于5月底全部完成，

建成后为双向3车道。

●万寿路西段（英雄山路至二

环南路）

4月25日完成招标后立即施

工，前期将实施英雄山路至十六

里河桥段，计划7月底完工，建成

后为双向4车道，而连通二环南

路的路段，将在明年西十六里河

村改造时同步实施。

●汽车厂东路西段

将于 5月份开工。这段

520米长的道路，将由10余米

宽拓宽至40米，变为双向四

车道。道路沿线的西工商河

重汽桥将拆除重建。

其他瓶颈路施工时间

鱼鱼塘塘上上面面的的钢钢结结构构违违建建被被拆拆除除。。记记者者 高高玉玉龙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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