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 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教育健康部主编 / 责编 陈辉/ 美编 郭子君/ 校对 赵丹丹教 A15
·活动派

“红色传人我来当”活动得
到广州市多所学校支持，其中，
环市西路小学、东川路小学、第
九十七中学、回民小学、康有为
纪念小学积极发动全校师生参
加活动，获得“优秀组织奖”。东
川路小学校长彭玉光表示，“红
色传人我来当”活动成为馆校合
作的优秀案例，“通过馆校合作，
充分利用校外红色研学基地，让

学生以英雄人物为榜样，从小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用红
色基因奠基生命底色，用接续奋
斗担当复兴伟业。”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谢莹总结：“此次活动充分调用了
我馆的红色资源，线上线下多种
形式联合，带给学生们沉浸式的
红色文化学习体验。”谢莹表示，
该馆在今后将继续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作用，面向青少年举
办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喜闻
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至此，“红色传人我来当”青
少年红色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虽
然活动告一段落，但红色精神已
流淌于学子们的心间。

除了以上三个项目，活动还
开展了“听一场红色故事”项
目，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
员讲解张太雷、叶剑英、游曦等
8 名广州起义英雄的红色故事
视频，在羊城派APP的“建党百
年”专栏，公众号“近代广州”

“羊城晚报校园达人”，微信视
频号和头条号“羊城教育”线上

播放，据统计，视频在各大平台
的总播放量超过30万。

另外，“穿越1927广州起义”
研学活动深受学生喜爱，共举办了
8场，吸引了308名学生参加。活
动以探索、互动等形式引导学生学
习广州起义这段伟大历史。在完
成研学任务过程中，学生了解了革
命先辈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今年，红色场馆成为孩子们
出游的热门选择，特别是在国庆
期间，许多学生纷纷走进红色博
物馆打卡。广州起义纪念馆也
迎来一批特别的学生，他们就是
履职上岗的红色小讲解员！

暑假，“红色传人我来当”青
少年红色实践活动启动了“当一
次红色讲解员”子活动，经过培
训、打卡和考核，最终有43名同
学成为红色小讲解员。他们积
极传播红色文化，据统计，小讲
解员自9月 19日起，每逢周六、
日和节假日上岗，开展定点讲

解，截至 10 月 31 日，累计服务
15790 人次。他们对红色历史
的了解，落落大方的讲解，让游
客们赞不绝口，成为红色文旅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期间，他
们被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
多家媒体采访。

今后，他们将继续履行传播
红色文化的职责，为更多人讲述
广州起义的红色故事，欢迎大众
走进广州起义纪念馆，聆听他们
的讲解，也欢迎广大学生关注

“近代广州”微信公众号，加入红
色小讲解员的队伍。

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与羊城晚报社主办，羊城晚
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红色传人我来当”青少年红
色系列实践活动于 11月中旬圆满收官！活动6月启动
后，利用暑假期间为青少年带来丰富的红色活动体验；
开学后红色学习热度仍不减，“争当红色小传人”的潮流
继续延续。活动通过看、听、诵、讲、研等五个不同形式
的项目，共吸引了约250所学校学生参加，线上活动累
计吸引超过30万人次关注并点击阅读，线下活动吸引
学生1100多人次参加，最终近200名学生至少完成3个
项目，获得“红色小传人”证书。

圆满收官 红色精神将继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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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母校能够早日跻身双一流大学，为国家培养
越来越多的优质人才，他们能以满腔热血投身到祖国
的建设当中去。

希望学弟学妹们在校期间能够脚踏实地、打好基
础，锻炼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应对日后难以预见的变
化。如果想出来创业需注意：首先要有非常好的资
源，包括掌握高水平的技术、强大的社会关系；其次要
提高情商，有时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最后要正确评估
自己的毅力，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个人要有克服
困难的勇气才能完成理想。

您对学弟学妹有何寄语？

您对母校有何祝福？

小问答

扫码关注广
东工业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

从寥寥数名员工的小
公司到如今金融安防行业
的“小巨人”，广州顶新时代
电子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广东工业大学校友李
小兵把公司业务从ATM维
护服务发展到安防行业，又
从金融领域扩展至高端装
备研发，在筑梦的道路上坚
定地走了近 30 年。这一
路，他秉承着“顶尖科技，求
实创新，与时俱进，代代相
传”的企业精神，紧随着社
会不断变迁的步伐在转型
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计
算机事业刚刚起步，国内各大高校
陆续开办计算机专业。1988年，
李小兵怀着对这一新兴行业的懵
懂和憧憬，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
了广东工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前
身）的计算机工程系，“目标是在毕
业的时候能拥有一台286电脑”。

当时计算机专业刚刚创设，专
业知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都较为
艰深，“即使时隔三十余年，我仍旧
记得《计算机组成原理》这个科目
很难。但这并没有成为我的‘拦路
虎’，反而成为鞭策我的动力。”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四
进行毕业设计时，他恰巧被分配
做计算机组成原理的设计。“我们
要设计一个能兼容4种不同厂家
CPU的存储器控制电路，我负责
画图。”为了打好这场“硬仗”，他
天天跑图书馆查资料，信息情报
检索课学到的方法有了用武之

地；找导师多番求教，一遍遍将自
己的图纸推倒重来；和同组的小
伙伴热烈讨论、小心验证。

“我们设计的课题是当时市
面上还没有的，具有前瞻性、创
新性。我的图纸足足画了两个
月，重画了二十多次。这是一个
探索真理的过程，对我的逻辑
力、判断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四
年学的书本知识开始变得立体
通透，技能在实践中获得检验，
毕业设计成为我大学生涯‘画龙
点睛’的一笔！”李小兵说道。

李小兵在广工打下了扎实
学科基础。毕业后，他进入某国
有银行科技部成为一名助理工
程师，负责银行设备前端修理、
故障排查等工作，学习到维护
ATM 的先进技术，并且熟悉银
行系统工作流程，为他日后创业
积累了资源和经验。

2000年前后，李小兵毅然辞
去了银行的优厚工作，选择自主
创业并注册成立了广州顶新时
代电子系统科技有限公司，那年
他刚好“三十而立”，“ATM服务
正在国内蓬勃发展，加上各大银
行合并、清理业务，ATM维修工
作从银行系统剥离，这些都为我
提供了发展机会。”

创业之初，公司业务主要集
中在银行ATM、IT设备的安装
和维修服务上。李小兵左手公
文包，右手工具箱，“单枪匹马”
走南闯北。最艰难的时候，公司
资金见底，面临散伙。他依然坚
持不懈，每天勤快地给顾客打电

话，意外地在聊天中“嗅”到商
机，捕获项目信息，最终在“弹尽
粮绝”前接到新订单。

随着我国逐渐与世界金融
市场接轨，李小兵发现金融行
业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重视，
且金融业是集成化和大规模应
用安防产品最多的行业。于是
公司将业务重心转向安防领
域。凭借在校期间培养的组织
才能和领导才能，以及工作多
年锻炼出来的坚韧不拔的品
质、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他将
公司打造成金融安防行业的

“小巨人”，业务区域覆盖全国
十余个省市区。

2008年，广东经济开始从外
向型向创新型转变。李小兵立
即顺应形势加大科研投入力
度。“我们一直‘两条腿’走路，一
是立足银行系统，以金融安防业
务保证稳定收入，二是持续进行
科技创新，并参与高端装备的研
发和技术服务。”2013年公司第
一次拿到“高新科技企业”称号，
2015年起不断地将企业收益投
入研发并设立研发中心。近年
来，公司与广工保持着良好的产
学研合作关系，并投资在校内设
立研发实验室和学生实习基地，
有效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安防

领域不断健全建设，城市和乡村
基于治安管理的需求安装布置
了越来越多的摄像头。“视频领
域已从看得见、看得清，发展到
看得懂的阶段，我们也开始进入
依靠动态识别进行视频分析的
领域，研发生产了TES-AI视频
智能分析系统这款应用设备。”
李小兵介绍，这套行为识别软件
分析设备目前已在银行、电网、
加油站等单位发挥作用，有效进
行服务质量监管、数据统计集
成、综合运力分析、风险管控警
告。“接下来会进一步提升算法、
效率，持续推动国家安防领域国
产化发展。”

从学生时代起，家国情怀就一
直伴随着李小兵的个人成长。1991
年，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今年正好
是他入党的第30个年头。他告诉记
者，自己曾在广工的演讲比赛中获
得过一等奖，题目便是《共产党是一
个创造奇迹的党》。“写演讲稿时我
才思泉涌、一气呵成！‘爱国奋进’是
广工精神的核心灵魂，我相信可用
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被派
往德国考察培训，参观了西门子、
宝马总部，一个强烈的信念在他心
中萌芽——“德国可以用四五十年
的时间从一片废墟发展成这样，中
国一定也可以，甚至会更好！”

怀揣着报国之志，他坚如磐石，
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在银行
期间，他经常骑自行车跑一个多小
时干苦活累活，“但是我就愿意去
干，要亲力亲为不计较，‘爱国奋进’
是广工给予我最好的精神塑造”。

在公司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李
小兵也不忘推动母校人才培养事
业。在计算机学院第一届校友会成
立时，他便捐款10万元，之后每年都
定期捐款捐物。今年11月14日学
院校友会换届时，李小兵成功当选
新一届校友会会长。“感谢母校的培
养，爱国奋进、艰苦奋斗、勇于实践
的广工精神一直陪伴我至今，我一
定努力把校友会建设成校友与学校
学院情感交融的精神家园。”

“爱国奋进”是广工精神的核心

党员担当

广工求学

毕业设计成大学生涯点睛之笔

打造金融安防行业的“小巨人”艰苦创业

李小兵 1992 年毕业于广东
工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前身）

李小兵

小讲解员上岗服务

李小兵（左一）参与 1991 年华
东水灾募捐活动

东川路小学获“优秀组织奖”，
彭玉光校长、邓汝君副主任与该校
获“红色小传人”证书的学生合影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展览送进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讲一个红色故事”视频征
集活动启动后便吸引了学子们
的热情投稿，共收到近300份视
频作品。学子们录制的视频作
品非常惊艳，他们通过镜头介绍
他们内心崇敬的英雄人物和事
迹，绘声绘色的语言、与故事融
为一体的背景音乐，让观众仿佛
置身于那一段段峥嵘的革命岁
月，评委们观看后啧啧称赞。

9月中旬，所有入选作品在
线上展示，吸引超过 2.5 万个点
赞。主办方还邀请了博物馆、教
育界、媒体界的专业人士担任评
委，评委从思想性、艺术性、语言
表达、形象风格、视频质量等多
方面进行评选，最终择优选出
10个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品
在国庆节期间展出，以此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同
时吸引更多学子观看，一同加入
传承红色精神的队伍中。平台
上获得点赞数量最多的 5 个作
品，获得“人气奖”。

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徐宝
珞同学的视频作品《1927·风云
岁月》获得了优秀作品奖，她讲
述了 1927 年—1928 年间，发生

在广州市广大二巷一栋小楼
——广州市委机关里共产党人
与敌人斗争的一段历史，表达了
革命路程的艰险和共产党人意
志的坚强及对信仰的坚定。本
次活动评委，广东省博物馆馆长
助理、教育部主任、广东省博物
馆协会秘书长王芳对该作品赞
不绝口：“徐宝珞同学带着问题
去了解和探索广州起义这段历
史，用自己的视角来阐释，娓娓
道来，姿态端庄大方，有效传递
信息，而且视频制作精良，文本
写作很好，是一份优秀的作品。”

红色展览 校内外学子踊跃观展打卡

活 动 其 中
一项“红色展览
进校园”在新学
期 开 学 当 天 启
动，为荔湾区环
市 西 路 小 学 特

别策划了一堂生动别致的“开
学第一课”——将广州起义英
雄人物故事会、展览送进校园，
用红色故事、革命精神触动学
生的心灵，在他们心中撒播红
色传承的种子。展览受到该校
师生的热捧，学生们成群结伴
来到展板前认真观看。展览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加上讲解员
的生动讲解，让同学们仿佛置
身于博物馆中，深刻了解广州
起义这段历史。

同时，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还将“艰苦奋斗——中国共

产党的筑梦之路”展览送进广
州市第九十七中学初中部和高
中部，展览通过100多张历史图
片，梳理了党的百年逐梦历程
和在各个时期涌现出的艰苦奋
斗楷模，展现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筚路蓝缕、不惧牺牲、锐意
进取的精神。不少学生观展后
还将心中的感悟，化为笔尖下
的感想。高二（10）班的郭彦希
同学写下这段文字：“站在历史
的海岸，回望那一道道沟壑，令
人触目惊心。不论是李大钊从
容走向绞刑台、刘胡兰英勇就
义，还是杨靖宇只进食树皮、棉
花却拼尽全力与敌人殊死搏
斗，或是狼牙山五壮士用鲜血
谱写壮丽诗篇，他们都有着共
同的特点:从不畏惧生死，从不
舍国为己。他们怀揣着对真理

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用生命
诉 说 一 段 历 史、照 亮 前 行 的
路。”

“红色展览进校园”活动通
过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打卡方
式，鼓励学生们参观广州起义
纪念馆、广州近代史博物馆和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等
红色场馆，了解广州近代史和
革命先烈的伟大事迹。广州市
南武小学李艺珊同学在参观了
广州起义纪念馆后写下观后
感：“广州是具有红色基因的城
市，在近代史的百年进程中，无
数革命先烈在这里播下了红色
的种子，每一处红色文化遗产
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广
州起义纪念馆尤其让我感受到
革命先烈的英雄气魄，是一本
生动的教科书。”

李小兵（左二）被聘为广工
计算机学院校友分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