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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

科技的发展，智能交通、智能安防及智

能电网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这些

技术都与光纤传输分不开。“光纤恰似

一个桥梁， 将前端采集到的信息传到

终端。 ”叶文生创立的广州光桥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 正是一家致力于光纤传

输设备、 数据通信设备及网络接入设

备为主的集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18 年来，叶文生

扎根车陂，与他创办的企业一起成长。

从国企走出来创立公司

“我 2001 年来的广州， 就在天河

这边的一家国企上班， 做的就是光纤

传输这行，后来自己出来发展了。 ”来

自汕尾的叶文生， 大学学的是通信工

程专业，在企业里，他从最基层的员工

干起，做到主管，再到技术部门，对光

纤通信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凭着在国企的工作经验及潮汕人

的精明能干，2006 年，他勇敢迈出第一

步， 与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广州光桥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落户车陂街的天

长商贸园。“我当初来广州就到了车

陂，对这里熟悉，也有了感情，所以企

业也一直在这边。 ”叶文生说，在天河

区， 政府对于高新企业给予了一定的

资金奖励支持。

据了解， 国内光纤通信技术是从

上世纪 90 年代末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叶文生正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和见证

者。 该公司自成立之初开始研发、生产

协议转换器、电话光端机和 PCM 复用

设备，源自德国的前沿技术，专注于性

能稳定，业务接口齐全，先后研发了 1

至 312 路电话光端机，涉足各个行业，

获得了“电话光端机国内领导品牌”的

美誉。

2008 年， 公司开始研发生产安防

监控产品， 采用高稳定性的通信技术

制造安防产品， 使得安防产品的稳定

性极高，得到行业的好评。公司在 2010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多项

产品获得公安部检验报告和工信部进

网许可证。

带领团队创新走向世界

叶文生不仅是管理者， 也是研发

人员，他常常独自坐在安静的角落，对

着电脑专注于研发新技术，“社会在进

步，技术不断革新，我们需要时刻学习

充电，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随着安

防监控朝着网络化、高清化、智能化的

发展， 他带领着研发精英团队刻苦钻

研，逐步推出了光纤收发器、多电口光

纤收发器、工业级光纤收发器、工业以

太网交换机、 综合业务传输系统等产

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电信、金融、交

通、工控、军工、城市安防、石油石化等

诸多行业。 现在广州市很多军事和人

防工程的光纤通信设备， 都来自该公

司。 去年开始，该公司还加大投入研发

防水型光纤通信设备， 专门应用于地

下管廊和高湿、 高腐、 盐雾等恶劣环

境，引发业界关注。

凭着强大的产品技术研发能力，

广州光桥（OBCC）品牌已成为行业先

进的通信设备、安防设备品牌。 OBCC

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跃居前

列，遍布全国各省市，而且成功进入国

外市场，出口到美国、巴西、德国、波

兰、 法国、 英国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2016 年，光桥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证，

还获得多项天河区科技项目补助，自

主创新能力得到认可。 去年 10 月，港

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座集跨海大桥、

人工岛、海底隧道于一身的重大工程，

也有广州光桥的参与。“我们主要做的

是人工岛电力 110 千伏环流采集双环

网保护项目， 为大桥的供电稳定正常

运转服务。 ”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光纤，

助力点亮了这片伶仃洋。

据叶文生介绍，光桥始终以“诚实

经营，道德经商”为企业精神，与众多

行业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 据

了解，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现有

的办公场地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公

司将搬迁到附近的裕景工业园， 实现

新的发展。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 叶文生还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2012 年，天长商贸

园成立党支部后，注重培育党建力量，

发展园区党建。 叶文生成为入党积极

分子， 热心参与园区及车陂街的各项

活动， 他说：“我们是在车陂成长起来的

企业，也希望能做点什么回馈车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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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车陂制造”登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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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陂街

东圃幼儿园， 曾有一位孩子们都很喜

欢的好老师， 她就是何利唯。 从教 26

年间， 她先后担任各年龄段班主任 18

年，2011 年起兼任年级组长。她不仅用

爱心呵护孩子成长， 对于教务教学管

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深得师生和家

长的好评。

当孩子们的“妈妈”

“我 1993 年毕业于湖北省试验幼

儿师范学校， 随后分配到湖北省咸宁

地区直属机关幼儿园任教。 ”何利唯告

诉记者，2008 年 1 月，她随军调入广州

市天河区东圃幼儿园， 在这里一干就

是 20 年。 对于孩子，她倾洒了自己全

部的热情和爱心。“每个孩子都是一粒

种子，我愿做阳光，给他们以温暖；我

愿做雨露， 给他们以滋润； 我愿做土

壤，给他们以勃勃生机。 ”何利唯如是

说，也是这样做的。

“爱心+童心+创新”型的班级管理

模式，是她的教育工作特色。 每年新生

幼儿园入学，一些孩子不适应环境，与

父母分开后就开始哭闹。 对此，何利唯

用心陪伴孩子， 她会找大一点的孩子

带着新生熟悉环境，一起玩耍。 小班的

孩子尚幼，吃饭、擤鼻涕、穿衣、上厕所

等常常需要老师的帮助， 何利唯就当

他们的“妈妈”，照顾好每个孩子。

对于个别调皮的小朋友， 她会耐

心给予引导和包容。 此前， 有个 2017

届的小男孩经常不午休，喜欢到处跑。

有一次午休， 他甚至踩着窗户旁的花

架偷跑出去，躲到课室桌下。“当时听

到花架轰隆一声倒了，吓得不轻，还好

孩子没事， 只能教导他认识到这样做

的危险。 ”在这个小男孩入读幼儿园的

三年时间里，何利唯都格外关注他，积

极引导他规范自己的行为。

与家长沟通做朋友

2011 年起，何利唯兼任年级组长。

除了日常的教学， 她还要处理各种教

务工作，并及时做好与家长的沟通。 何

利唯说：“每个孩子对家长来说都是宝

贝， 所以涉及孩子的问题他们会很紧

张，我们一定要耐心做好沟通工作，与

他们做朋友。 ”

在一次新生入园第一天体验活动

中，一个感冒的孩子刚吃了药，精神状

态不是很好， 搬椅子过程中不小心擦

到了额头。 活动结束时，何利唯特别提

醒家长关注孩子。 孩子回家后不久，家

长就发信息说孩子晕过去了， 认为是

磕碰造成的。 当时正下着大雨，何利唯

带着其他老师与家长一起将孩子紧急

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是小朋友

感冒喝药后昏睡了，并无大碍。 家长这

才放下心来， 看到何利唯在此过程中

一直十分关心和照顾孩子，此后，该家

长非常信任何利唯， 放心地把孩子交

给她。

何利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不断积

累、 总结经验， 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2011、2012 学年获天河区“风云人物”

称号；2012 学年获天河区美术教师教

学能力大赛二等奖；2018 年获评天河

区“最美班主任”……她并不私藏积累

的经验，经常会配合幼儿园教学，指引

年轻老师做课题和分享经验。

“很感谢东圃幼儿园这个平台，让

我有机会一直坚守在幼教的岗位上。 ”

前不久，何利唯与车陂的孩子们告别，

随军调到深圳的学校当幼师， 她将陪

伴又一批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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