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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6 日上午，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党员欧阳秋兰（图中）途经福州
软件园 C 区大路时，在路边捡到一个包，包
内有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现金等贵重物
品。欧阳秋兰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不见失主
来寻。为了尽快联系到失主，欧阳秋兰立即
赶到附近的福州市鼓楼区洪山派出所国光
警务室报案，与失主取得联系。

接到电话后，失主龚先生立刻赶到现场领
取了包。龚先生表示，这么多的证件和银行卡
如果丢失，补办非常麻烦，他十分感谢欧阳秋
兰的帮助，让他避免了损失。

随后，失主龚先生专门将一面绣有“拾金
不昧”的锦旗送到欧阳秋兰的手中，对她表达
感谢之情。

培训中心负责人表示，欧阳秋兰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
尚道德情操和新时代精神风貌，她此次拾金
不昧的行为，也为培训中心全体党员们上了
堂生动的“党课”，她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
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创建文明单位和
最美培训中心贡献一份力量，值得广大党员
群众学习。 （通讯员 陈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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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网络科技，捍卫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不仅关乎国家安全、社会
安全、城市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也与每
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栾江霞长期致力
于网络舆情、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数据
挖掘等技术研究，其中，网络安全领域技
术是栾江霞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她带领团队引入自然语义分
析及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手段，研究开发
大数据搜索与分析、互联网舆情监测方面

的关键技术，针对市场需求研制出系列产
品，为政府舆情研判，打击网络犯罪提供
了有效助力。

她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十二五”“十
三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火炬计划、福建
省软件产业化项目、厦门超级计算中心及
滚动支持项目等多个科技计划项目，多个
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安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20多项科技奖励。值得一提的是，她主
持研制的“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舆情分析

系统”，多项核心技术为全国首创，解决了
实际工作中日益增长的海量数据监测的
困难，提升了舆情信息研判和决策的准确
性。

发挥技术专长，保障金砖会晤

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突破
了一项又一项技术难关。在众多项目中，
最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是 2017年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的网站建设项目。

“时间紧、任务重。”栾江霞回忆到，
2016年 11月公司接到这个任务，距离要
求的系统上线时间只有短短 70多天。11
月15日公司成立项目组，栾江霞任项目总
负责人。从项目组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她
所带领的团队就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斗
状态”，全身心投入官方网站和注册网站
两大系统的项目规划、实施、运维等工作
中。

项目初期困难重重，项目队伍人员不
足，她努力协调组织；项目规划不清晰，她
与甲方反复讨论；方案不对，她加班加点
甚至通宵达旦修改，确保方案的准确性。
在她的带领下，项目组只用了短短 72天，
就完成了项目建设工作。

2017 年春节除夕前夜，系统正式上
线。整个春节期间，她带领项目组坚守在
值班室，确保系统的安全稳定。2017年 9
月8日，金砖会晤圆满落幕，她一直紧绷着
的心弦这才松弛下来。不久后，她所带领

的团队收到了来自金砖筹备办和厦门市
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的感谢信，“感觉一
切辛苦都值了！”

服务战略需求，助推智慧城市

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
之一，而大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支
撑。

栾江霞把握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机遇，依托公司技术优势，积极开展
智慧城市相关应用软件国产化研发和适
配，丰富大数据相关行业覆盖和产品体
系。2021年 3月，她牵头筹备的国投智慧
城市创新研究院在厦门正式揭牌成立，研
究院整合了多家单位资源优势，着力围绕
智慧城市领域顶层设计、技术前沿、智能
应用场景等多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研究
院已经在厦门、开远等地落地多个项目，
开展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同时开展了包括

“深伪”视频图像检测鉴定、数据中心项目
规范、数据中心智能运维等多个课题研
究。

加强产业孵化，壮大业务发展

栾江霞长期致力于新业务的培育和
拓展，负责的开源情报、网络安全、智慧城
市等新业务均取得不俗成绩。

作为创业导师，她全程辅导的“安全
狗”项目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安全品

牌，并由此孵化成立了厦门服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目前，“安全狗”项目估值超过
8亿元，2020年产值过亿元，为超过 600万
台（云）服务器及280万个网站提供安全服
务，日均拦截近4亿次攻击，已成为国内该
领域广受用户认可的云安全服务平台；服
云公司也成为国内网络安全50强，承担了
国家乃至国际高级别会议活动的网络安
保工作。

她参与孵化的厦门商鼎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致力于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供
基于互联网贸易的大数据分析和执法管
理平台，目前已服务全国上百家市场监管
单位，累计培训近两万名执法人员。

多年来，她不遗余力地开展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工作，带领团队承担了多项高级
别会议活动的网络安保工作，承办了两届
全国人工智能大赛。她和团队在大数据
搜索与分析、互联网舆情分析方面已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28项（其中授权 15项），获
软件著作权32项；研发的产品广泛应用于
市场监管、检察、税务、金融等领域。而所
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她对这个行业的热
爱。

“在我眼里，计算机和网络不仅仅是
冷冰冰的代码，而有它的迷人之处，尤其
是当看到用户在我们的系统保障下成功
抵御住了网络攻击的时候，成就感也随之
而生。”栾江霞如是说。

（来源：省科协、省妇联）

脱下戎装闯商路

颜雪芳今年27岁，出生于永安市西洋
镇下街村。2013年高中毕业后，颜雪芳入
伍；2015年退伍复学，到福建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新闻采编与制作。

重新走进校园，颜雪芳格外珍惜学习
机会。她不仅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在校期
间还向中央、省级媒体投稿累计 50余篇，
一直为做一名合格记者的理想不断努力
着，并通过了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考
试。

颜雪芳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而感到
自豪，走出军营的她，就业并不是什么难
题，甚至有北京的传媒公司向她伸出了

“橄榄枝”。但是，家乡的父老乡亲成为了
她日夜的牵绊，想要找到自我价值的她，
最终选择回到父母身边。

时间回到2018年夏。通过自己不断努
力，颜雪芳离自己的记者梦越来越近，但心
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家里几千斤的芙
蓉李，由于没有销路，很多都烂在仓库里。
尽管母亲每天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街边摆
摊吆喝，依然少有人问津。

西洋镇是省内外有名的“水果之乡”，
盛产水蜜桃、甜柿、芦柑等各种时令鲜
果。“我们家的这个果园 300多亩，每年采
摘的水果有几万公斤。”穿梭在果园间，颜
雪芳一边走一边介绍，“那时我妈凌晨三
四点就上山打果或出门摆摊去了，真的很
辛苦。”

颜雪芳心疼母亲，经常劝她在家里多
休息一会儿。“不去摆摊，只能卖给那些收
购商，价格不及我摆摊的三分之一。上门
统购统销是更轻松，但是赚不到钱，要供
你们读书，还要存钱盖房子，钱从哪里来
呀？”母亲的这番话，颜雪芳至今印象深
刻。

“那一年，村里除了芙蓉李滞销，还有
芦柑滞销。大家把大量腐烂的芦柑倒入
河里，河两岸都堆成了小山包，气味十分
难闻。”下山后，颜雪芳指着面前的一条小
河开玩笑地说，“乡亲们种的水果好不好
卖，看看这条河就知道了。”

就在那个夏天，颜雪芳便下定决心，
决定放弃自己的记者梦，要为家乡的水果
谋出路。

“原来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已经过时，
时令水果必须快递助力，电商搭台，才能
快速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于是，她成立了

公司，采取“线下供应市场，线上对接消费
者”的销售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为家乡水
果销售搭建电商平台。

不怕苦、不怕累，坚持绿色、创新、可持
续发展理念，颜雪芳用心经营的“小事业”开
始慢慢有了起色。

创业艰难百战多

昔日，她穿上军装，练就一身本领，巾
帼不让须眉；今朝，她离开军营，军装褪
下，但军魂仍在。军营的历练，炼就了颜
雪芳“能吃苦、能耐劳、不服输”的个性，助
力她创业路上披荆斩棘。

从学新闻转行学电商，对颜雪芳来
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她已怀有8
个月的身孕，身体上的不适经常让她自顾
不暇，但她没有放弃。于是，她开始自学
电商，不仅在网上购买了电商的相关课
程，还到一些电商企业参观学习，并把学
习心得记录下来。

一边学习理论，一边积极实践，很快
水果的销量上去了，但她又遇到了新的难
题——由于每次寄的水果体量大，快递成
本高，超出了预算，这又让颜雪芳发了
愁。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她便到邮政局谈
合作，希望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降低
果农的输送成本。

通过一番努力，合作谈成了。每到发
送快递时，颜雪芳都挺着肚子坐在台阶上
帮忙打包水果，邮局的工作人员见她这么
努力，不忍心让她太辛苦，都跑来帮忙，这
让颜雪芳十分感动。

就这样，在颜雪芳的不懈努力下，家
乡的水果慢慢走出了大山。

不久后，孩子出生，颜雪芳觉得自己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这一年，她忙着家里
家外的事，瘦了 25公斤。然而，随着电商
平台逐步走向正轨，她觉得经营起来越来
越吃力，她深知自己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需要继续“回炉深造”。

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专升本考试，并
顺利通过，如愿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

这时，她不仅要承担起自己学业和生
活上的开销，还要抚养孩子，并且每周都
要往返福清、永安，虽然身心疲惫，但心里
却十分满足。学校了解她的情况后，为她
开辟“绿色通道”，允许她一年修完两年的
学业，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回首那段艰难的日子，她虽有青春拔
节生长的伤痛，有一路拼搏付出的艰辛，

但更多的是铿锵玫瑰绽放在创业舞台上
的芬芳。如今，她的人生坚守和创业故
事，悄然传播，激励、温暖和感动着许多
人。

阳光总在风雨后

2021 年 10 月，颜雪芳在第二届省退
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得三等奖。这
来之不易的成绩，对颜雪芳来说，是一个
极大的鼓舞，也是鞭策。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
水果走向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对于
比赛的结果，颜雪芳有些意外，“参加这次
比赛，我是去见世面的，想通过学习同行
的经营、销售模式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也
为创业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学习永远在路上。后来，颜雪芳意识
到只做单纯的批发，果农要承担的风险太
高，而且没有保障。于是，她调整了营销
思路，实行“一稳二投三建”的盈利模式，
立足“现代农业+N”多渠道创收商业模
式，以水果批发为主，结合现代农业种植+

特色深加工产品生产+
互联网销售以及大宗交
易代办，建立生态体验
式农产品品牌。

“目前公司合作的
农户有 35家，收购的水
果总量达 90多万公斤，
助力 5000 亩水果园产
出。近年来，线上、线下
营业额突破 400万元。”
颜雪芳介绍。

眼下，水果销售虽
然有了些起色，但要让
更多果农抱团发展，让
更多藏于深山的家乡好
果走出去，颜雪芳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想致富，先修路。”她制定的新目标
是将通往果园的路修好，让运输车辆可
以直达果园，吸引游客走进果园“尝鲜”，
体验采摘乐趣，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观光
采摘、农家乐、乡村旅游等多种经营模
式。

作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颜雪芳仍
在学习科学知识，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

高市场应变能力，因为她有信心带动村
民致富，带领村民绘出乡村发展的美好
蓝图。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作者：
郑丽萍 作者单位：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筑牢数据安全屏障的“铁娘子”
——记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执行总裁栾江霞

在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圆满结

束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她在欢呼的同时，也收获

着艰辛努力后的喜悦。她就是会晤官方网站和注

册网站项目建设的总负责人、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执行总裁栾江霞。

栾江霞（右）参加国投智慧城市创新研究院第一次管委会会议

创新创业

初冬的暖阳刚露头，颜雪芳就开始“检阅”自己位于永安市西

洋镇下街村的中岭果园——树上金灿灿的柿子，挂满枝头；黄澄澄

的芦柑，散发出诱人的芳香；一群“山地”鸡正悠闲散步……

望着充满丰收希望的果园，“90后”退伍女兵颜雪芳迎着凛冽的

寒风微笑着，眼神中多了一份坚毅果敢，也多了一份责任担当。“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水果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让父老乡

亲多一点收入。”朴实的话语中，凝结着这位退伍女兵的赤子情怀。

脱下戎装闯商路脱下戎装闯商路 不做记者做电商不做记者做电商
——““9090后后””退伍女兵颜雪芳创业记退伍女兵颜雪芳创业记

颜雪芳在果园采摘柿子颜雪芳在果园采摘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