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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联谊谋发展　合作双赢谱新篇
——兰州大学信息学院访问交流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12 日，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院长梅中磊、光电子与电磁信息研究所所

长张冠茂、院长助理程琳、赵鹏和田勇老师一

行，来到隆基宁光访问交流，技术副总经理常

兴智及相关负责人迎接，并陪同参观。

来宾们参观了展厅、数字化车间、技术中

心及试验室，了解了企业强劲的综合实力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参观活动结束后，双方在会议

室展开技术交流。

总经理赵四海参加了技术交流会，介绍了

企业整体情况、未来发展战略，并表示希望院

校能够针对企业实际需求拓展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副院长梅中磊介绍了学院学科优势、研究

方向。技术副总经理常兴智详细介绍了公司技

术平台、典型技术及技术创新课题。针对公司

意向合作技术创新课题双方进行了深入沟通。

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加快企业科技创新的步

伐，也有利于学校人才培养、拓展研究方向、

转化研究成果。校企合作符合社会潮流和企业

需求，也是教育持续发展的坚实依托，使双方

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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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电能计量功能不能满足未来智能电网的需求，我们希望可以像

智能手机监测各个 APP 的月、周、日流量一样监测用户各个电器负荷

的用电。行业从很久之前就在研究并关注非侵入式用电负荷感知技术，

非侵入式用电负荷感知运维简便、投资成本低、信息安全性强，但是由

于技术等原因，迟迟没能“落地”，大家也对非侵入式用电负荷感知技

术的应用翘首以盼。

在 2017 年 6 月 22 日，《环球表计》在无锡举办的智能电能表及

配用电互动新技术应用大会”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栾文鹏博士分享

了“非侵入式用电监测技术和应用场景”，其中提到用电监测可以应用

到需求侧管理、节能、用户服务、用电安全、用电检测、设备检测、以

及和智能电能表、大数据一起应用到更多场景中。

当我们利用主站抄读具有非侵入式负荷感知功能的智能电能表时，

◎文 \ 郑海洋

非侵入式负荷感知模块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获评西安

“市长特别奖”

8 月 5 日晚，由西安市委、市政府设

立的“市长特别奖”颁奖典礼在西安国际

会议中心隆重举行，陕西省委常委、西安

市委书记王浩，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

润泽，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远、市

委、人大、政府等领导莅临出席。隆基股

份董事长钟宝申荣获此项殊荣，并对获奖

表示由衷感谢。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在惠企政

策和营商环境等多方面都给予了隆基很多

帮助，”钟宝申说：“这次获奖是市委、

市政府对隆基的鼓励，同时也为隆基未来

的发展寄予了更多厚望。”

钟宝申还表示，隆基会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在西安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的征

程中争创一流，为西安市的追赶超越做出

更多卓越贡献。

今年 4 月，《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实施办法》印发，西安市委、市政

府决定设立“市长特别奖”，对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带动作用强、税收贡

献大、产业辐射广、吸纳就业多，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和团队予以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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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非侵入式负荷感知模块的需求。非侵入

式 负 荷 感 知 模 块（ 如 图 2） 是 一 个 能 够 嵌 入

到国网新一代多芯模组化智能电能表上的标

准模块，从智能电能表上获取负荷数据（电压、

电流等），内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负荷感

知算法，通过解析稳态和暂态下的负荷特征

量，分解用户用电负荷成分并识别电网末端

的用电状况，从而实现客户侧用电负荷的类

型辨识及用能分解。

依照图 3 方式，将非侵入式负荷感知模块

嵌入到多芯模组化智能电能表中，该电能表即

具备了家电类型辨识、启停时间辨识、分类电

能计量等功能。

我们在图 4 所示实负载实验室做了大量家

用电器负荷感知实验，其中图 5 为一次实验中，

我们同时开启了电饭锅及电吹风，基于人工智

能相关技术的负荷感知算法正确地抓取了当前

正在工作的家用电器。

系统中显示的不再只有用户的每日冻结电量，

而是按家用电器类别划分的话单式分时用电详

情（如图 1）。这类全新的电量数据称为“居

民用户用电负荷感知”信息，最终将通过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推送用户。用户可查

询自家空调、热水器、电饭煲等家电的开启时段、

功率大小、用电量等详细情况，从而了解家庭

能耗重点，节约电费，促进科学合理用电。

参 考 欧 美 日 等 发 达 国 家 推 行 的 电 能 表

IR46 标准，国家电网提出了多芯模组化智能

电能表技术规范，明确了多芯模组化智能电

▎图1 按家用电器类别划分的话单式分时用电详情

▎图2 非侵入式负荷感知模块

▎图3 将非侵入式负荷感知模块嵌入多芯模组化
智能电能表

序号：0002　　原始报文：0002

设备描述符 Electric Cooker 原始报文 456C65637472696320436F6F6B6572

开始时间 2020-05-29  07:26:57 原始报文 07E4051D071A39

结束时间 2020-05-29  07:28:17 原始报文 07E4051D071C11

有功功率 0000452.6 原始报文 000011AE

本次消耗电能 0000.0084 原始报文 00000054

总消耗电能 0000.0084 原始报文 00000054

序号：0008　　原始报文：0008

设备描述符 Hair Drier 原始报文 4861972204472696572

开始时间 2020-05-29  07:28:13 原始报文 07E4051D071C0D

结束时间 2020-05-29  07:28:17 原始报文 07E4051D071C11

有功功率 0000539.4 原始报文 00001512

本次消耗电能 0000.0006 原始报文 00000006

总消耗电能 0000.0090 原始报文 0000005A

▎图4 实负载实验室

▎图5 一次负荷感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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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学习　提升自我

工作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

更是我们展示自己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只有心存责任，积极进取，用心工作，爱岗敬业，

才能真正体会到工作带给我们的乐趣，并在工作

中实现自我价值。

之前在生产中心做工艺员时，我们在生产表计

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要排除不是工艺策划

失误，就不会去深层次的分析原因所在，直接通知

研发人员，让研发去分析和处理问题，在收到研发

的回复后，我们就按照研发给出的解决方案，策划

出可行性的文件交给车间去执行就可以了。

◎文 \ 马桂栋

就拿最近一次试制表来说，试制过程中发现

表计不能正常工作。我拿到问题表计第一反应就

是拿万用表去测量测试点的电压，发现电源输出

的 12V 电压不稳定，一直在跳变，首先判断出

是电源模块这一路出现了问题（电源模块的元器

件包括：降压器件、整流元件、滤波元件、稳压管、

备用电池等）；再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模块的前端

电压是否正常，前端电压正常，说明电源模块前

端没有问题，紧接着排查电源模块后端是否负载

过重的原因，去掉后端负载的两路集成电路，发

现 12V 电源还是在跳变，说明也不是后端负载

过重的原因，由于我们的电能表稳压电源方案是

通过开关电源来实现的，所以开始排查开关电源

模块本身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原理图简化如下图：

发现在变压器实际带载能力偏弱时，电源负

载电压会小于 12V，供到芯片上的电压就会小于

8.5V，导致芯片无法工作；当我们在 R175 处

并联一个 51Ω 的电阻，发现芯片就能正常工作，

能够输出稳定的 12V 电源，表计装上上层板后，

在 63.5V 额定电压下，表计能正常工作；考虑

到并联 51Ω 的电阻可行性不高，建议换成现有

库存 20Ω 的电阻。

在分析表计故障时，我们不仅要掌握每个元

器件的作用，还要知道表计的设计原理，只有这

样，才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产生故障的原因。

12V

+

-

11.3V 51Ω
25Ω

50mA

10.05V

8.75V

>8.5V工作

轻载（不插上板）

或变压器实际带载

能力偏弱时，电源

负载电压会小于

12V,供到芯片上

的电压就会小于

8.5V，导致芯片

无法工作。

——电源模块故障的一种分析方法

而现在，到了海外研发中心导入部后，工作

内容就截然不同了。当生产的表计出现了问题，

第一时间我就会想如何去分析和处理问题，个人

总结可以按照以下 4 个步骤去分析处理问题：

1  初步判断是哪一模块出现了问题；

2  结合原理图，去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类

问题的发生；

3  实际动手去解决问题，考虑解决方法在车

间的可行性；

4  归类总结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避免以后

此类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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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后

档杆

航空仓头

电源柜继电器
自动连接

项目名称：老化室改造　　提案人：张继平　　提案部门：技术工程部

1. 拆除老化架改用老化车，

老化车安装档杆，防止表掉落；

2. 8 辆老化车公用一个走字

源，改造布线，自制安装接线端

子源；

3. 每台老化车对应 1 套电

压、电流端子接线电流，并采用

航空插座，实现老化车与插座间

的快速插拨连接，安全可靠；

4. 空车位采用继电器自动

短接，无需人工老化室内用短路

线短接空车位，安全方便。

●采用老化架，不方便老化。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是杨智荣

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坚持的工作态度，也是工友

们对他的评价。不知不觉在工装设计岗他已经工

作十余年，对他来说设计制作出完美的工装，不

仅是他赚钱养家糊口的职业，更是他对每一件“作

品”的坚持和追求。从工装的构思、设计、选料、

制作、安装、试用、改进、维保，直至报废的全过程，

他都极度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

耐心、专注、热爱，这是对杨智荣工作状态

的最好写照，唯有热爱才会坚持，唯有热爱才会

追求完美。他对工作的热爱不仅体现在对“作品”

精心打造的追求上，更是体现在不断改进创新的

杨智荣，男，1971 年 5 月出生，1993 年入

职隆基宁光，至今已 27 余年；先后从事钳工、

设备操作员、设备维修员等岗位，现在担任工

装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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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荣誉

★ 2008 年授予“优秀员工”荣誉称号；

★ 2010 年授予“优秀员工”荣誉称号；

★2011 年授予国网招标工作“三等功”荣誉称号；

★ 2011 年授予“优秀员工”荣誉称号；

★ 2013 年授予“设备保养能手”荣誉称号；

★ 2014 年授予“生产标兵”荣誉称号；

★ 2015 年授予“技术革新能手”荣誉称号；

★ 2017 年授予“十佳五小”项目优秀奖；

★ 2017 年授予“技术革新能手”荣誉称号；

★ 2017 年授予“金牌明星员工“荣誉称；

★ 2019 年授予“技术革新能手”荣誉称号。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全

世界都在遭受新冠病毒的重创，不仅我们的生活

受到了影响，我们的研发和销售工作也遇到了困

难。尽管如此，事业部团队依然胸怀使命，努力

克服疫情影响，研发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

销售团队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因此，为了缓解

员工工作压力，增进公司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

作，加强团队融合，提升凝聚力，国际事业部利

用 7 月 30 日到 7 月 31 日两

天古尔邦节假期，组织了主

题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的团建活动。

此次活动的目的地是杭

州市余杭区的山沟沟风景名

胜区，地处杭州西北四十公

里的“浙江省蜜梨之乡”余

杭区鸬鸟镇。景区包含“汤

坑”和“茅塘”两大景区，

并拥有杭城第一峰——海拔 1095 米的窑头山和

次高峰海拔 1025 米的红桃山。窑头山就是我们

此次登山路线的终点。在登山之前我们先前往了

茅塘景区的“三生玻璃桥”以及“七彩滑道”。

“三生玻璃桥”是一座 7D 的七彩玻璃桥，

全长度 479 米，桥面跨度 297 米，桥面最大落

差为 160 多米，走在桥面上，还时常伴有桥面

玻璃摔碎的音效，大家经常被突然的音效吓一跳。

——国际事业部夏季团建活动

◎文 \ 蔡晓菲

▎图2 三生玻璃桥全景图▎图1 三生玻璃桥

精神上。在平时的工装制作中，他不断总结经验

提升机加工的技能，同时努力吸收最前沿的技术，

刻苦自学电脑精雕机绘图技术、识别和绘制电路

原理图，使工装不断迭代升级，从纯人工到半自

动化再到全自动化，如今他已经掌握了为引进的

智能化设备设计制作配套工装的能力，每一次的

改进都为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提供了更强

有力的保证，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

收获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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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有恐高的同事也在其他同事的鼓励下，顺利

走了过去。

走过“三生玻璃桥”就到了全长 300 米的“七

彩滑道”。大家有序的排队，逐一进入，由自己

控制速度，安全又有趣，彷佛溜进了时空隧道，

让大家都暂时忘记了工作的压力，回到童年。

窑头山登山起点位于汤坑景区内，汤坑景区

是峡谷型生态旅游区，峡谷全长 2 公里，落差

380 米，跌宕生姿，激流飞泉，共有大小瀑布

18 个，号称“连天十八瀑”，更有清潭无数，

地表形胜奇秀，是夏季避暑观光的好去处。团建

当天烈日当空，正值杭州最热的几天，但大家并

没有被炎热的天气影响，而山涧的瀑布与溪流也

给我们带去了一丝凉爽。

整个登山过程中，我们途经了翠屏迎客、天

生龙骨、梅花山弄、双龙戏珠等景点，还看到了

长 208 米的竹长龙，很是壮观。竹长龙立于山

中央，彷佛是整座山的守护神一般，气势磅礴，

工艺卓越，可见当年的人们必然花了很长的时间，

倾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制作出了这样的工艺

品，如此匠人精神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日常

的工作中发挥匠人精神，敢于拼搏，努力钻研。

一路上，大家情绪高昂，登山过程中相互鼓

励、相互加油，每到一个站点，大家都欢呼雀跃，

因为又向胜利迈进了一步。持续两个多小时的登

▎图3 三生玻璃桥合影 ▎图4 被碎玻璃音效吓到的同事

▎图5 顺利滑到终点的刘工

因为国际事业部员工两地办公的特殊性，身

在银川的同事没能参与此次登山活动，但也在研

发副总监马恩赐的组织下举行了团建活动，参观

了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在参观的过程中，

充分感受到了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敬业爱

岗，争创一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希望在日后

的工作中，我们也能将这样的精神发挥出来，争

创一流！

山活动一路沉浸在欢乐、文明、和谐的氛围中，

大家在感受集体生活的同时也对美好生活充满了

憧憬和希望，充分体会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

神思想。因为疫情的原因，窑头山没有全部开放，

因此大家也没法登到最高峰，尽管如此，大家还

是兴致勃勃的拍了合影，为这样难得的时刻留下

珍贵的纪念。随后，大家有秩序的陆续下山，此

次登山活动也圆满结束。

▎图6 休息中的同事们

▎图7 竹长龙龙头

▎图8 窑头山合影

▎图10 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内
大炮前合影

▎图9 不亦乐乎玩竹筏的小辉总

▎图11 银川黄河军事文化
博览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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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流中前进   在风雨里进步
◎文 \ 常　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两年前的夏天，作为

一名即将毕业大学生，我感到了困惑与迷茫。看

着同学们陆陆续续拿到各大公司的 offer，心里

很是羡慕。曾经想过考研、公考或者就业，后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迈入了宁光的大门，开启

了我的人生新篇章。

上帝是公平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宁光

不断的在发展，而我也在不断的成长。刚开始

在宁光工作，习惯不了这样的上班节奏，有点

像是上学时代高三忙碌的样子。每天早出晚归，

领导不断地安排学习任务，偶尔可能还会受到

一些压力或者批评，大概每天就是三点一线——

宿舍、公司、食堂。宁光通过分析为我规划好

了发展方向，明确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也正是

因为如此，使我快速成长起来，可以尽早独立

完成一些项目，并且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价

值。在这两年里我从一个懵懂、迷茫的学生逐

步成长为一名勤奋、敬业的员工。我不断的努

力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能力，认真地

完成领导下发的每一个工作任务。现在，已然

成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员工。

我曾经在书中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滴水

怎样才能不干涸？”, 一位哲学家这样答道“把

它放到大海里去”。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给了

我深深的触动与启示。为什么汹涌的波涛蕴含着

激荡一切的无穷力量，正是因为有那一滴滴海水

力量的汇集，而那一滴滴水也只能纳入大海的怀

抱里，才能以多样的形态来证明并且使自己强大。

而我们公司的团队，不就是滴滴水珠汇聚而成的

吗？宁光汇聚了很多行业的精英，也正是因为这

些骨干精英的带头，公司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

提升在该行业的影响力，而我们也受益无穷，可

以学习他们的专业技巧，工作方式，不断地提升

我自身的价值。

今年因为疫情的偶发，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很多企业因此走下坡路。疫情期间，公司上下齐

聚一心，防疫和生产两不耽误，很好的展现了宁

光雄厚的实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宁光在逆流中

前进，在风雨里进步。我们的命运与公司的命运

牢牢绑定在一起，公司成长，我们也会成长，大

河里有水小渠才不会干涸；公司兴旺员工也会跟

着受益。

最后再一次感谢宁光的培养以及给我成长的

机会，并且衷心的祝福我们的企业蓬勃发展，日

胜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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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的意义》
  ——绝处重生

◎文 \ 洪永生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是 20 世纪的一个奇迹。纳粹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

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

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替人

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也留下了人性 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弗兰克尔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

大的热情，67 岁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驾照。一直到 80 岁还登上了阿尔

卑斯山。这《活出生命的意义》曾经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它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具有影

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到今天，这部作品销售已达 1200 万册，被翻译成 24 种语言。他并不

是当年集中营里被编号为 119104 的待决囚徒，而是让人的可能性得以扩大的圣者。

作者以其切身经历告诉我们，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使

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人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他不但

会感到幸福，而且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

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

● 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 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

● 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BRIEF INTRODUCTION

RECOMMEBDED REASONS

简  介

推荐理由

CLASSICAL QU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经典语录和解读

弗兰克尔说，让人发现生命的意义。

看了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尽管还没

有看完，但仍让我觉得一个人在极端恶劣情况

下坚持生命的意义是多么伟大，同时人的潜能

也真的是无限的。

人对意义的追求也会遇到挫折，这就是意

义疗法所谓的“存在之挫折”。意义疗法的目

的是帮助患者找到他生命的意义。

维克多 . 弗兰克尔，一个从纳粹集中营里

经历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著名心理学家，一个

为了父亲放弃美国签证而冒着被送集中营的风

险留守下来的儿子，一个因为对事业的追求、

妻子的爱而在巨大磨难中坚持下来的丈夫，他

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人变得一无所有，很多人的欲望与动物相同，

而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却一样能活出生命

的意义来。他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

还会坚持生命的意义，会在面对死亡时选择照

顾那些病人，还会为了朋友而放弃逃跑的机会，

也就是说，他能为了他心目中生命的意义而放

弃生的希望，最主要的是，这些决定都不是在

瞬间决定的。我们对于瞬间的决定可以理解为

一种冲动，但经过仔细考虑而做出的稳定决定，

不能不让人佩服。

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

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

提。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

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

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一个生活优越的人，在瞬间变得身无长物，

穿着单薄的衣服面对严寒，做着繁重的劳动，

而食物匮乏，还要时不时忍受屈辱和毒打、面

对各种死亡现象。人变得越来越冷漠，可是人

还是本能的寻找着生的出路。也同时认同，人

没有适应不了的环境。并且在如此环境下，仍

有伟大的生命能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作者写书

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集中营的生活，而是要让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心的自由，是的，心自

由了，人就会无比坚强，能够直面苦难，以战

胜苦难为骄傲，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主

人公一样，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凭借自己的毅

力和智慧战胜任何挫折，这种人是多么令人尊

敬 ! 如果我们能够战胜自我，变成这样的人，

那是多么幸福和有意义的事情 ?

在本书的最后，弗兰克用一句话总结了自

己的生命的意义，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我的

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

义”。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发光，在世界上

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作为整体的人性，已

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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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麦迪娜”广场夜景》

摄影欣赏
APPRECIATION OF PHOTOGRAPHY

◎作者 / 范　翀 ◎作者 / 范　翀

《苏丹阿拉伯的老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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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

《晴空见月》

《月季》

◎作者 / 田艳芳 ◎作者 / 郭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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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您是清新的海风，鼓起白色的船帆 ; 愿您是坚坚固的大船，剪开

蓝色的波澜。生活的海在您前方微笑，望您乘风破浪，将彩色的人生拥

抱，祝您聪明上进 ! 生日快乐 !

生日之际诚挚祝愿：

郭　靖（9 月 1 日）　　　　　张　俏（9 月 1 日）　　　　　魏捧捧（9 月 3 日）

党政军（9 月 4 日）　　　　　石　宇（9 月 5 日）　　　　　吴素琼（9 月 6 日）

余世林（9 月 7 日）　　　　　张东勇（9 月 7 日）　　　　　常兴智（9 月 9 日）

秦彦国（9 月 9 日）　　　　　金　鹏（9 月 10 日）　　　　　杨天平（9 月 10 日）

摆灵霞（9 月 10 日）　　　　 陈海龙（9 月 10 日）　　　　 王志勇（9 月 11 日）

张继平（9 月 13 日）　　　 　 鲍勇富（9 月 13 日）　　　　 王宝鹏（9 月 14 日）

张晓芳（9 月 14 日）　　　　　安小宁（9 月 15 日）　　　　 马　琴（9 月 15 日）

张　霞（9 月 18 日）　　　　 张燕宁（9 月 18 日）　　　　 周红霞 (9 月 19 日 )

颜　浩（9 月 19 日）　　　　 李全堂（9 月 20 日）　　　　 薛　旭（9 月 20 日）

蔡双玲（9 月 20 日）　　　　 俞东升（9 月 21 日）　　　朱向军（9 月 22 日）

陈万歧（9 月 22 日）　　　李　泉 (9 月 25 日 )　　　 王　朝（9 月 25 日）

李　欣（9 月 26 日 ) 　　　王再望（9 月 26 日）　　　　 丁向斌（9 月 26 日）

马　仁（9 月 26 日）　　　　　杨　丽（9 月 28 日）　　　　 梁学柱（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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