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博 / Wexpo Lyu
常用网名 laosb，来自浙江宁波，现就读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曾活跃于 Meteor 社
区，当前擅长双端 JavaScript 开发（偏向前端），前端偏向使用 Vue，能做一些简单
的 Web 架构设计，热爱平面设计/用户体验设计，喜爱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文字
（代码）排版、设计方面强迫症晚期。

GitHub

lao.sb/gh

Node.js i18n WG Member

Keybase.io

lao.sb/kb

发起并组织两次 TEDx 活动

Medium

lao.sb/md

Meteor Community Contributor

Homepage

lao.sb

¡Hola! 青少年活动负责人

工作经验 / Experience
(实习)研发工程师 - 北京长亭科技有限

Luogu.org Frontend Engineer (2017 - 2018)

公司 (2019.7 – 2019.8)

2017 年加入洛谷 Online Judge 团队，主

暑期实习，参与谛听产品的前端开发，

导过洛谷新版本中前端工程化与重构工

整理了一部分重复的逻辑，并抽出若干

作，实现了洛谷自己的一套可复用易于

常用组件结构为共用 React 组件。实现

开发的前端框架，为洛谷旗下子站服

了一个数据聚合的图表展示模块并进行

务，也为洛谷对外定制云服务提供了可

合理抽象，为日后需求做准备。统一了

靠可定制的基础。同时参与洛谷博客项

项目的前端分页逻辑并创建了分页库。

目的日常维护。

Inkwire Tech Lead Frontend Engineer

Meteor Contributor (2016 - Now)

(2019 - Now)

2016 年成为第一批 meteor/meteor 仓库

2019 年在杭电助手的业务需要下联合创

的社区维护者，参与 Meteor 的维护。

办映快科技，在团队内担任前端总负责

帮助 Meteor 管理 issue 并与核心开发

人，负责内部 Lemon 框架开发维护和业

者讨论并实现了一部分特性。

务协调以及老代码的维护及重构，为前
端业务代码的快速迭代开发保驾护航。

TEDxYinzhouSeniorSchool Event Manager

研究 Lemon 一套代码同时实现 PWA、

(2015.10 - 2016.5)

小程序、手机应用、易班应用，同时也

发起人、总管、网站开发。于 2016 年

负责对 UI/UX 设计进行可行性评估和规

5 月举办，为浙江第一个由高中生独立

范化整理。

策划举办的 TEDx 活动。

Leader of Team ¡Hola! (2017 - Now)

Node.js i18n WG Member (2015 - Now)

离开 TEDx 一年后创立 ¡Hola! 青少年组

为 io.js 官方网站贡献设计与翻译，成为

织，担任主要负责人。同时负责 IT 系统

iojs-cn 组成员，io.js 与 Node.js 合并后

开发，并主导设计开发了 Holakit。

加入 i18n 工作组及大陆本地化组。

项目 / Projects


Holakit (GitHub teamhola/holakit)



设计驱动的 CSS 库。自 2.0 起转而

LessPass 自托管服务器的 Node.js

采取 WebComponents 方案，基于

实现。适用于个人使用，纯文件存

Stencil。应用 CSS 变量等新 CSS 特

储方便运维。未来计划实现 LessPass

性，模块化并在设计指南范围内可

的原生iOS 客户端。


定制。


HaLang / HaTP (GitHub laosb/halang)

新杭电助手 (https://app.hduhelp.com)

（暂停维护）完全兼容 ES6 的中文

基于 Vue + Holakit 实现，支持 PWA

编程语言，及基于 acorn 和 astring

并有兼容层打包为微信小程序/移动

的转译器实现。

应用/易班 app。框架代号 Lemon。


Laopass (GitHub laosb/laopass)



¡Hola! 活动官方网站 (https://ihola.one)

Laoboard (Available on Google Play)

基于 Holakit + Hexo，并作为若干其

完全离线的 Android中文输入法。使

他校园活动的网站模版。

用 Kotlin 实现。早期开发阶段。



原 io.js 官网 (GitHub nodejs/iojs.org#17)

栈 / Stack
技术

工具



ECMAScript 2015+ / TypeScript



Parcel / Webpack



Node.js



Yarn / npm / pnpm



HTML5 / CSS3 / Vue / React



Docker



WebComponents / Stencil



VS Code / WebStorm



Meteor / Cordova



Caddy / Nginx



Swift / SwiftUI（正在学习）



macOS / Ubuntu

联系我 / Contact me
Email: laosb@lns.unihubs.com （可使用 lao.sb/kb/m 加密）
Telegram: @lao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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