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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太谢谢他们了，他们都是
好心人……”昨天，家住崇寿镇的张女士
连连对记者表示，希望借贵报感谢帮助她
走失公公回家的好心人。就在几天前，张
女士的公公外出迷路，在外面游荡两天一
夜后，终于在阳光搜救队队员、四灶浦水
库工作人员、附近热心村民应先强及亲友
等多位好心人的帮助下，从芦苇丛中被救
了出来，安全回家。

事发当天上午，80岁的冯庆道老伯
独自一人从家中出门，直到中午还没回来
吃饭，家人们便去了老人常去的地方，但
没有找到。心急如焚的一家人将寻人启事
发到朋友圈，求助阳光搜救队，同时发动
亲友一起寻找，但找了整整一天，找了很
多地方，还是没有找到，这时大家都已经
累得不行，但仍然没有放弃。

虽然人暂时没找到，但所幸有了一定
的线索。通过各方的监控显示，冯老伯曾
经徒步走向杭州湾方向，后来消失在四灶
浦水库一带，老人所在位置大致确定。就
这样，大伙都往那一带开始搜索，村民应
先强带着录音喇叭一路向垂钓者传播这条
寻人信息，同时反馈给水库工作人员，希
望他们也可以帮忙参与寻找。

时间到了第二天傍晚，水库工作人员
史建国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芦苇丛中，看上
去比较憔悴，和之前同事描述的走失老人
很像。因老人比较虚弱，还光着脚，史建
国就一路将其背了出来，和塘上的同事童
鲁军汇合。之后，两人联系了老人的家
人，在陪了老人半个小时后，应先强赶到
现场将老人送回了家。

“这位老人前一天我还看见过，也交
流过，但当时没注意，后来同事说起附近
有一位走失老人，还查了监控，说老人可
能在附近，没想到第二天居然又被我遇到
了，我赶紧核对了他的身份信息，确认就
是大伙正在寻找的走失老人。”史建国
说，老人自称来抓鱼的，因感到又冷又
饿，比较虚弱，已经走不动了，如果一直
没被人发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都会老，家中老人走失，家里
人肯定很着急，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忙寻
找老人是应该的，希望老人平安无事。”
热心村民应先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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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轿车“第一出风
口”之誉的宁波福尔达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5月与海外汽车零配件供
应商展开激烈竞争，以绝对
综合优势一举中标胜出，拿
下A3汽车空调出风口总成
项目，打破德国奥迪原装配
套零部件由本土工厂生产供
应的惯例。

中标后，公司组建了由
技术、质量、实验、工艺、
模具、生产、物流、包装等
20 余人组成的“精兵强
将”项目小组，其中有一批
懂德语、英语的专业技术管
理人员，负责与德方相关部
门的专家进行沟通交流，精
准对接，互动共进。就在福
尔达迈向全球化新开局的重
要时刻，毕业于西安外国语
大学德语专业的张咪加盟公
司欧系研发部，开启了她职
业生涯的圆梦之旅。

张咪一步一个脚印从协

助奥迪A3汽车空调出风口总
成项目起步，到统筹完成德国
大众一款出风口项目、德国奥
迪一款出风口项目，再到综合
统筹奔驰 5 个项目，专业视
野、业务能力向更广、更深快
速开拓。2020年，她成为福
尔达首个“宁波市大学生就
业之星”，这也是当年度慈溪
市唯一一个获此荣誉的大学
生。

因势而变 缘定慈溪

2017年7月临近毕业，张
咪没有方向感，她先选择了深
圳一家企业实习了几个月，但
发现不喜欢这家单位，想另择
企业。正好此时在网上发现了
福尔达人事部门的招聘信息，
觉得挺配自己胃口。一去面
试，就通过了。又过了几天，
她从深圳乘高铁到慈溪福尔达
分公司面试，也顺利过关。于
是，次年6月底张咪来到福尔
达上班。

起初张咪主要在各部门、
各车间实习，初步了解公司主

营产品类别、客户端及内部
流程，并协助承担奥迪A3汽
车空调出风口总成项目的翻
译 ， 通过翻译解读客户标
准、客户输入文件、项目各开
发阶段表单，掌握公司主营产
品的专业外语表达和客户要
求，这对她后续单独带项目
及对接客户夯实了基础。同
时，与国外客户频繁的语言交
流，也使她的口语能力大幅提
升。

按照对方要求，福尔达于
2018年4月同步设计完成进入
刻模阶段， 7 月完成首件，
2019年2月小批量生产，2019
年5月批量生产。张咪为此尽
了一份力。

独当一面 首战告捷

2018年3月起，公司委任
张咪成为德国大众一款出风口
项目负责人，开始项目开发管
理工作。该项目由德国大众负
责开发，终端主机厂客户为俄
罗斯大众，是福尔达承接的第
一款德国大众项目。2019年9

月项目的成功量产（整个生命
周期的销售额预计5千万元人
民币），为公司未来赢得德国
大众海外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项目开发期间，张咪除定
期向客户汇报问题和项目进
度、交付产品和各阶段文件
外，还紧跟项目开发 6 大阶
段事项，从软模数据到硬模
量产数据设计、模具开发、
产品优化、功能材料试验、
提交样件和 PPAP文件请客户
认可，她都亲力亲为，一丝
不苟。因为该项目的成功开
发，2019年底，张咪获得公
司“先进工作者”称号。她
说，这两年时光，成为她职业
生涯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时
光。

乘势而上，有了第一个项
目的积淀，第二个项目张咪更
加信心十足、得心应手。2019
年9月，公司又委派她负责德
国奥迪另一款出风口项目的管
理。由于在专业及熟悉度方面
明显提高，张咪获得客户及公
司领导的一致好评。

面对挑战 负重担当

2020年1月至今，张咪负
责奔驰5个项目。同时管理几
个奔驰项目，要求非常高。

“挑战很大，但更是一次不可
多得的提升自身能力的机
会！”张咪就花更多的时间解
读客户要求及技术信息，学习
了解新产品的专业知识，提升
自身能力，做到自如对接客
户，让客户满意。目前，项目
进展顺利，预计2023年5月完
成。

工作已有四年半，相比于
初入职场小白的稚嫩懵懂，
现在的张咪更成熟，处理事
情更专业，更得心应手。同
时公司的团队文化，也让她找
到“家”的归属感。“愿自己
脚踏实地，时刻秉着让‘客
户满意’、让‘公司放心’的
初心，认真做好每一项工
作，管理好项目团队，走向
更大的职业舞台，绽放自
己！”未来可期，张咪为自己
加油！

打造中国轿车“第一出风口”的
“95后”职场达人
——记2020年“宁波市大学生就业之星”张咪

本报讯 “110千伏联民变
全站监控中断，已超过 5分钟。
本月第 1次、本年第 2次”。11
月18日11点21分，设备异常事
件发生后，我市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收到“甬电生产智慧
大脑”的事件详细汇报，随即通
知相关人员，快速处理了该起异
常事件。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浙江
宁波供电公司大力推进“数字电
网”建设，努力实现生产业务数
字化转型，“甬电生产智慧大
脑”应运而生。该系统是由浙江
宁波供电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牵
头，在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自主研
发的生产业务系统，它通过贯通
调控、运检等共 11套主网生产
业务系统，应用包括设备状态全
景感知、实时智能决策指挥、可
视化全景展示等模块，构建直达
现场的主网运检指挥体系，实现
对设备状态的全景感知和实时智
能决策。

我市供电公司调度控制分中心
于 10 月 26 日正式接入“智慧大
脑”系统，取得了良好的应用。以
往的设备异常信息，需在监控系统
中从所有信息中进行一定的数据筛
选分析统计才能得到，信息时效性
和工作效率都相对较低。现在利用

“智慧大脑”中的“设备事件查询
舱”，可直接过滤正常告警信息，
总结生成所有异常信息，极大提
高了信息查询的效率。而“智慧
大脑”也能在异常发生的同时，迅
速将异常监控信息汇总成事件，
结合设备关键参数、气象地理、历
史缺陷等数据，以短信的形式及
时推送给相关监控人员，提示需
要马上处理，从而实现了变电站
设备的智能监控，一定程度上辅
助了调控值班员更好地履行监控职
责。

下阶段，市供电公司将在应用
“智慧大脑”的同时，持续搜集并
反馈应用需求及存在的问题，不断
提出优化方案来提升“智慧大脑”
的准确性和实时性，保证其事件告
警的有效性，更好地实现电网状态
的实时感知、精益高效。

“智慧大脑”
助力调度运行精益高效

本报讯 “卫”是一段历
史，是一种精神，它记录着观海
卫人勇抗外虏、保卫家乡的壮
举，而抗倭名将戚继光更是卫精
神的象征。11月 18日上午，观
城中心幼儿园举办了一次“小小
戚家军，操练大比武”早操比赛
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幼儿
园生活，还锻炼了他们的意志，
让他们对家乡卫文化也有了一定
的了解。

上午 8 点半，比武准时开
始，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陆续
走了出来，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操场上，比赛按
大班段、中班段、小班段顺序依
次进行。带队的老师们一边和孩
子们交流，一边动作熟练地带着
节拍，引导孩子们运动起来。在
老师的带领下，全园幼儿尽情表

现、大放异彩，情绪愉快地玩耍
着。

在《精忠报国》音乐声中，大
班段小朋友队伍整齐，拿着颜色各
异的旗帜有序奔跑在操场上，不时
改变队形，仿佛在沙场点兵。中班
段幼儿出拳收拳扎马步，动作协
调、规范到位，颇有戚家军风范。
小班段拿着骑马棒，蹦蹦跳跳，模
仿戚家军英勇作战的场景。整个比
赛现场，俨然一支军纪严明的小小

“戚家军”。
“今天早操比赛很开心，还得

了奖，我们要像戚继光那样勇敢，
要更爱我们的家乡。”比赛经过激
烈的角逐后，大二班的王杍瑜高兴
地说。副园长洪成亚也表示，他
们的课程有一部分围绕卫文化，
这次早操比赛也和课程相关联，希
望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激发孩子
们从小爱祖国爱家乡的品质，做一
个勇敢、有责任心、守纪律的好学
生。

小小“戚家军”
操练大比武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林婵媛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蒋佩佩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马彦斌 姚科斌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封建英

周末，沐浴在秋日阳光
下，市森林公园到处都是游
玩、踏秋的市民。草坪上开
展的一场亲子活动，引来笑
声一片。

■摄影 通讯员 胡德
中

亲子游戏合家欢

本报讯 这两天，许多
市民的朋友圈被宁波的一位
慈善捐款人“顺其自然”霸
屏了。这个网名叫“顺其自
然”的爱心人士，已连续
23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
款 1363万元，而且每次捐
款后，不留联系方式，落款
地址也不存在，是一位实实
在在的隐秘捐款人。

其实，在慈溪也有这样
一位隐秘捐款人，叫“称心

如意”，是一位女士，其捐款
方法如出一辙，不留名不留
姓，每年捐款 6600元，分 10
次捐，一般都是在月初捐，而
且每次捐款660元（其中一次
捐了666元），已连续捐款3年
28次，至今共捐款 18486元。
虽然她的捐款年数和金额无法
与“顺其自然”相比，但她的
那片热诚有目共睹，深受大家
肯定。

说起“称心如意”这位捐
款人，慈溪市慈善总会办公室
主任龚旭霞印象很深。龚主任
说，她记得很清楚，那是

2019年 1月 2日上午，突然办
公室座机响起，她立马接起电
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说着慈溪
方言的女子，听声音推断年龄
在四十岁左右。

“当时对方咨询有关捐款
方法，表示想捐献一份爱心，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龚主任
说，刚好那时慈溪慈善公众号
上开发了一个“一日捐”的小
程序，为了对方方便捐款，便
互加了微信，对方的微信昵称
显示为“称心如意”，龚主任
向她推荐了这个捐款平台，之
后就收到了“称心如意”的第

一笔660元捐款。
谁知道从此一发不可收，

自那时起，慈溪市慈善总会源
源不断从这个捐款平台上收到
一笔笔网名为“称心如意”的
660 元善款。就在今年 7 月，
龚主任试图联系这位捐款者，
但是发现已经无法联系上，猜
测对方可能只想默默地奉献爱
心，不想被打扰。

“这两天，宁波的‘顺其
自然’霸屏了，我们也忍不住
了，也想好好表扬一下我们慈
溪的这位匿名捐款者，让大家
知道，原来我们慈溪也有这样

一位默默做好事的善心人士，
她叫‘称心如意’！”龚主任表
示，非常感谢这位女士的善行
义举，也希望慈溪能涌现出更
多的爱心人士。

一个城市，因为一个人的
默默善举而有了温度，而一群
人的接力付出，又使我们这座
千年古城赢得“文明之城”

“大爱之城”的美誉。在提倡
共同富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
大爱之人，乐善好施、扶贫济
困，传递慈溪慈善的精神品
格，续写着慈溪华丽的文明篇
章。

宁波“顺其自然”霸屏朋友圈——

你可知慈溪也有一位
持之以恒的隐秘捐款人！

网名“称心如意”，3年连续捐款28次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胡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