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段征）“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

长。”在这个漫长的暑假，后勤人坚

守岗位，不畏艰辛，不怕累，尽心尽

责，为在校师生维护了干净舒适的校

园环境。

饮食员工坚守在岗位一线，全面

保障暑期餐饮工作的顺利进行。饮食

服务中心员工凌晨 5 点上班，伴着炙

热的炉火，在火热的厨房中挥动着大

勺，为师生精心烹饪美食。每天，他

们要把上千上万只碗筷，按照清洗流

程进行清洁，确保留校师生用上洁净

的餐具。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当指令下达时，他们背起消杀设

备，奋力挥舞手柄，细心喷洒，覆盖

每一寸区域；他们站岗守护，对每一

个留校师生送上温馨的叮嘱。

宿舍和教室，对于大学生而言，

是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整个假

期，他们没有休息过一天，值班师傅

们跟往常一样认真仔细地巡查楼宇，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配合工程中心，

对各个楼宇进行维修，做了力所能及

的一切，抗高温，迎酷暑；保洁师傅

每天定时打扫卫生，对所有的楼宇进

行消杀工作，以保证教室和宿舍的安

全、卫生，不为别的，只为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学生们的到来。

高温和雨水天气，对于水电维修

保障是一种考验。为了在新学期给师

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生

活环境，工程服务中心的员工们忙碌

于校园的各个角落，更换宿舍、教室

内的开关、插座，检修吊扇，修葺道

板砖、马路牙，清洗水箱，检测、检

修供电线路，抢修爆裂水管，工作保

障不停歇。

自入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

校园内重点绿化地块绿植处处干渴，

这给绿化养护工作带来极大的考验。

为了有效解决北院黄土裸露问题，提

升校园绿化环境和景观效果。他们起

早摸黑，厚重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截止目前，计划种植麦冬区

域已基本完成，种植面积约 4000 ㎡。

校园中心的保洁师傅披星戴月，

他们迎着酷暑，战雨水，清理垃圾挥

汗如雨，是他们将校园的角角落落都

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身上弥漫着飞

扬的灰尘，脚边堆积着异味的垃圾，

但他们依然挥动着手中的扫帚，描绘

出清新整洁的环境。烈日当头，带着

口罩进行消杀工作。他们是校园暖人

的风景线，也是疫情中的逆行者。

整个暑期，通信服务中心全体职

工开启了“暑期工作新模式”，以实

干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岗位第一线。修

复南院通信线路，拆除楼道内的旧有

电话电缆，电信光缆改迁工作。通信

服务中心全体员工上下一心、克服困

难、勇担使命，全力的做好了后勤通

信服务保障工作。

他们都是美丽校园的贡献者，做

好每一个细节、完成每一项工作，每

个人都可以拿到只属于自己的劳动

楷模奖。暑期的后勤保障工作艰巨繁

重，新学期的服务工作我们也不会停

歇，后勤人将一如既往地践行服务理

念，勤勉工作，热情服务，为全校师

生交上一份满意的后勤服务保障答

卷。

（来稿：洪莹）为进一步提高驾

驶员及管理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有效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车辆服务中

心结合上半年安全形势，7 月 13 日

上午邀请碑林区交警大队王延安警

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会议，车辆服务

中心全体人员及驾驶员参加了学习。

首先王延安警官对学校自有通

勤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检查过程中后

勤服务中心总经理助理康亚莉及相

关司机对通勤车安全管理的情况介

绍，了解行车过程中遇到的安全隐患

问题。随后认真核查通勤车驾驶员资

质、复核通勤车线路，杜绝“问题司

机”、“问题车辆”上路；对通勤车

的外观标识、安全锤、灭火器、安全

带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逐一核对检

查，并针对检查内容，对通勤车驾驶

员、校方责任人开展现场教育，要求

切实强化交通安全教育，加强工作责

任心，加强各项主体责任制度落实。

最后王延安警官与车辆管理相

关领导、通勤车驾驶员进行了安全警

示教育学习会议，并提出了具体要

求：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通

勤车安全问题，避免发生任何交通事

故；二、通勤车司机驾驶证、行驶证

必须齐全且符合相关规定；三、通勤

车司机不超载、不超速，雨雪天气和

大雾天气要特别注意行驶安全等。要

求相关负责人、管理人员、驾驶人强

化责任意识，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心

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松懈思想，切

实绷紧交通安全弦，把好手中的方向

盘，并要加强车辆安全检查和日常养

护，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通过此次碑林区交警大队对通

勤车的安全检查，进一步提高了通勤

车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守法意识，

确保做到责任到位、管理到位、应急

到位，确保驾驶安全和师生出行平

安。



（来稿：严菲）建大校园里，随

处可见后勤人忙碌的身影，暑期他们

坚守一线岗位，不畏酷暑、挥汗如雨，

全力保障学校教学、科研、学习、生

活的正常运行。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基础设施，保

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的顺利开

展。暑假期间，工程服务中心维修组

主动作为，全力做好校园基础设施维

护维修工作。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有序

开展，放假期间，工程服务中心维修

组对公寓及教学区、办公区基础设施

进行拉网式排查，除常规维修工作

外，又梳理了暑期重点工作任务，制

定了详细的维修计划并分步实施。全

体员工顶高温、战酷暑，始终坚守在

维修工作第一线。期间，工程服务中

心首先对各公寓毕业生 301 间腾空

房进行全面检修，目前正在对研高层

245 间进行二次检修，确保宿舍内的

门、窗、家具、用电设施等状态良好，

同时利用暑期

对研高层公寓

学生宿舍及走

廊地砖逐渐大

面积翘起部分

进行维修，逐

层逐房对翘起

的地板砖及踢

脚 线 进 行 细

致，全面的维

修更换，刮除掉需要更换的瓷砖周围

的勾缝剂，将需要更换的瓷砖完整取

出后，清理干净基层松动的水泥砂浆

层，后采用水泥砂浆在该部位重新粘

贴新的同款瓷砖。

教学区教室桌椅门窗等设施进

行全面检修维护，确保师生的正常学

习生活，然后利用暑假，对教学大楼、

主楼教室、专用设计室、5#学生公寓

地下设计室、工科楼公共区域的照明

设施进行节能改造，安装新的 LED 节

能灯管，确保节约能源、保证工程质

量。

除了维修，雁塔校区附属小学污

水管道改造工程，工科楼附体楼西部

绿色建筑实验室改造项目等也相继

完成。由于维修量及工程量较大，恰

逢高温天气，师傅冒着高温酷暑抢时

间、抓速度、积极主动完成维修任务。

“乐在人后，勤于人先”，后勤人奋

战一线，发扬能吃苦、能战斗、能奉

献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

（来稿：段瑞瑞）对于学生公寓

物业部来说，每年的暑假都是忙碌而

关键的，今年也不例外。“送老”的

脚步还未走远，“迎新”的号角早已

吹响。正当师生都沉浸在假日的休闲

惬意时，学生公寓物业部仍然坚守在

工作第一线，不辞辛苦，抗高温，战

酷暑，积极做好各项工作，为迎接开

学作了大量细致的准备。

暑期放假前期，学生公寓物业部

召开放假前安全会议，物业服务中心

副经理曹莉在会议上要求各公寓楼

长、值班员以及保洁员要强化安全意

识，规范服务行为，做到文明服务，

热情服务。

为保证留宿学生安全，宿舍楼门

晚 11:00 关闭，禁止非本楼住宿人员

入内，大件物品、贵重物品进出楼均

要在值班室登记；公寓值班室均要及

时了解住宿学生的居住、返家动态，

细致检查离校学生房间的门窗、电源

等关闭情况，杜绝安全隐患。各学生

公寓门值、保洁等工作仍正常进行。

学生公寓坚持 24 小时门卫值班，管

理人员每天不定时在楼宇内外巡视，

加强安全管理，做好监督，尤其是在

用电、用水、防火等方面要做好防范

预防工作，确保不出问题，并且检查

宿舍情况和关注留宿学生生活需求，

对留宿学生进行杜绝安全隐患的提

示和警示，各公寓楼保洁人员每天定

时打扫卫生，以保证学生公寓楼内的

安全、卫生。

7 月 15 日起，随着 2550 名毕业

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的结束，清理毕

业生腾空宿舍，检查宿舍内设施的维

修项目工作成了暑期学生公寓物业

部的重头戏。学生公寓物业部全体员

工在暑期加班加点，所有工作都按计

划有序进行。

毕业生离校后，从学生住宿安全

角度出发，学生公寓物业部对每个宿

舍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清理，并配合工

程中心维修组，对毕业生宿舍内的家

具、门窗、水电等配套设施进行了全

面检修。截至目前，公寓中心共完成

541 间空房间的清扫、更换门锁、检

查维修、配置设施等工作。

在暑假期间，2#公寓、5#公寓、

6#公寓以及研高层公寓都在进行粉

刷等立项工程，在工作人员施工作业

的过程中，值班员严格做好门值登记

工作，对进出的施工人员进行登记，

并仔细核对工作证件，以保证公寓楼

内的安全稳定。卫生工作的有序开

展，体现了学生公寓物业部对环境整

洁工作的重视。各学生公寓内的保洁

员对学生宿舍以及公共区域在施工

后产生的各种卫生问题一一进行清

理和擦洗，在各项施工工程结束后，

各学生公寓管理人员对施工过的空

房间以及公共区域进行细致的排查，

将发现问题的的房间统计汇总后上

报相关部门进行维修和修补，确保在

开学之际能够给新生提供一个干净、

明亮、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

炎炎夏日，公寓中心员工始终坚

守在基层一线，团结一致，上下一心，

认真完成暑期各项工作，确保下半年

新老生的顺利入住，公寓人用他们的

汗水和艰辛，诠释了公寓工作的朴实

和不凡。



（来稿：刘佩）暑期，青教便

民市场仍然正常经营，正常保障南

院住户和周边顾客的购物需求。

暑期，正值天气炎热之际，容

易滋生蚊蝇之害。果蔬菜品也容易

因为高温天气自然损坏。为此，暑

期，市场管理办专门安排人员对市

场内部进行消毒作业，坚持每日早

晚两次消毒制度并做好及时记录。

早上经营户会集中进菜，因此会造

成市场内部地面灰尘、菜叶较多的

现象，在经营户进菜完毕之后，保

洁员进行统一打扫、消毒。市场结

束营业之后，保洁员也会进行专门

消毒作业，并及时提醒商户不要打

开窗纱，确保市场内部无蚊蝇之

害。在经营过程中，市场管理人员

及时与各家商户进行讲解，提醒商

家及时处理自然损坏菜品。对于肉

类产品，坚持索证制度，查看肉类

检疫票证，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确

保食品安全已经成为青教便民市

场的管理准则，也是各商户经营者

的经营理念。青教便民市场管理者

和各摊位经营者将一同致力于保

障食品安全，确保您的餐桌无忧。

（来稿：聂凯田）

为做好 2021 年校庆校

园绿化环境保障工

作，以减少黄土裸露

面积，提升校园环境

为突破口，校园服务

中心暑假前积极与

总务处沟通。按照因

地制宜的原则，根据

北院出现草坪退化

区域环境特点，科学

合理选择种植地被

植物，其中包括细叶

麦冬、叶麦冬及马尼拉草坪等多种植

物。补栽补种及更换草坪区域共计

18 个，减少黄土裸露面积 4000 ㎡，

更换草坪 1850 ㎡。

临近暑假，校园服务中心召开补

栽补种工作专题会议，对补栽补种工

作人员安排、种植密度、施工进度制

定了详细实施计划。7 月 16 日，补

栽补种工作全面启动。首先，按照计

划对补种区域进行土地翻耕平整，为

提高作业效率，调配草堂校区大型旋

耕机到雁塔校区进行作业，在翻耕过

程中坚持“管理员旁站制度”，对有

地下管线区域设置标记，确保施工安

全稳定。其次，由于暑期气温较高，

保证种植麦冬高的成活率，与供货商

及时进行联系沟通，准时将新鲜麦冬

送至现场进行种植。在种植过程中按

照施工要求，严格把控

种植株距和种植密度，

确保麦冬种植效果良

好。于此同时，恰逢雨

季，为了保证施工进

度，现场管理员实时关

注天气预报，掌握天气

情况，及时对施工场地

进行塑料纸覆盖，为雨

后立即复工做好准备。

最后，每块区域麦冬种

植完成后，校园服务中

心立即安排工作人员

进行浇水灌溉，做好后

期养护工作，为麦冬高成活率做好保

障。

截止目前，计划种植麦冬区域已

基本完成，种植面积约 4000 ㎡，有

效地解决了北院黄土裸露问题，大幅

度提升了校园绿化环境和景观效果，

为我校师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生活

环境；同时，为 2021 年校庆环境保

障工作做好准备。

（来稿：韩浩）暑假伊始，通信

服务中心全体职，却开启了“暑期工

作新模式”，以实干的精神投入到工

作岗位第一线。

南院家属区承载着我校师生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南院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是关系我校教职工切身

利益的民心工程，通过此次改造，旨

在改善南院家属区的居住环境，让一

栋栋老旧楼旧貌换新颜，重新焕发出

靓丽的光彩。此次老旧小区改造涉及

南院家属区共 43 栋住宅楼，改造内

容达到十八项之多，其中与通信服务

中心密切相关的是架空线缆落地，老

旧地下管道和落地线缆的新沟道由

施工企业来完成。通信服务中心主要

任务是配合南院老旧小区的改造工

作，全力以赴，确保电话线路的畅通。

面对这样一项惠及民生的重要

工程，通信服务中心全体员工上下一

心、服从大局、克服困难，始终把学

校师生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把教职

工对美好社区、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出发点，全力做好后勤通信服务保障

工作。中心经理张含英带头坚守工作

岗位，组织各班组长召开暑期工作专

题会议，提前部署有关工作，全方位

做好暑期各项通信保障工作。

在日常通信维护方面，奔走于校

园的每一个角落，保障着每一部电话

的通信畅通。由于南院老旧小区改造

铲断了大量光纤皮线，再加上暑期整

理和拆除老旧的电话线缆，所以暑期

的维护和光纤改造业务比平时增加

了很多。中心维护组的工作量大大增

加，维护人员连日奋战在施工现场，

第一时间排除通信故障，针对光纤改

造工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及时沟通、

及时解决。中心业务组人员也随时待

命，及时办理用户的光纤改造业务。

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南院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通信部分，分阶段主要

完成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六月份以

来因小区改造施工铲断的光纤皮线，

截止目前已经累计修复 140 余处，此

项工作还在进行中。第二、旧有电话

电缆的拆除工作，包括室内部分和室

外部分，室内楼道内的电缆、皮线、

分线盒，从 7 月 1 日—10 日已拆除

完毕，共涉及到 28 栋楼。室外架空

铜线线缆和铜线电话交接箱拆除工

作，从 7 月 16 日—8 月 1 日已拆除

完毕。第三、电信光缆改迁工作，待

运营商拿出光缆落地方案，8 月中下

旬室外管道改造完成后，开始进行施

工。



（来稿：郑义）“让市民群众

在老房子里生活得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正是老旧小区改造的

目的所在。今年暑假，我校家属区

重大的改造工程——老旧小区改

造民生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南院物业部在假期前已组织

各班组主管、班长以及前台客服人

员等对此项工作及时开展学习、了

解。对老旧小区项目的背景，并对

政策、重要内容进行了了解。假期

期间，不断地有住户前来物业服务

大厅询问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问题，

包括老旧小区改造涉及范围：南院

家属区 1#—14#家属楼、大板楼、

16#—43#家属楼共 43 栋住宅楼；

改造内容：外墙外保温及外立面粉

刷、屋面防水及保温、楼梯间粉刷、

对原单元入户防盗门缺失或损坏

严重的移等众多问题，进行详细的

回答。南院物业部所有人员耐心、

细心的一一进行解答、登记。

南院物业部会始终以学校工

作为中心，全力支持、配合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与其他职能处室加强

沟通，密切配合，及时掌握情况，

相互提醒，相互补台，形成合力。

配合楼内改造施工，配合入户协

调，有住户疑问时做好政策宣传、

答疑解释。

（来稿：何博）按照我校招标采

购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餐饮合作

单位，给我校师生提供健康营养安全

的餐饮服务，在招标采购办公室的组

织下，饮食服务中心在暑期顺利完成

了四家合作餐饮单位的招标工作。

本次招标包括：雁塔校区民族餐

厅，草堂校区特色餐厅、风味餐厅、

民族餐厅。7 月初，中心相关人员同

采招办老师就相关细则进行了多次

沟通交流，包括装修改造要求、投资

金额、餐饮单位资格条件、服务时间

及要求、管理模式及经验等。7 月 16

日，采招办在相关网站上发布招标公

告，预示此次招标正式拉开帷幕。

7 月 23 日下午，采招办、总务

处、饮食服务中心相关人员带领投标

公司进行现场勘察，并对餐厅的相关

布局要求及水电气等，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7 月 27 日，在四川国际招标

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分公司开标厅开

标，兄弟院校专家、我校相关职能处

室领导、后勤服务中心相关领导进行

了评比打分，经过一天评比，最终确

定了四家餐饮单位。雁塔校区民族餐

厅中标单位为宁夏中清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草堂校区特色餐厅、风味餐

厅、民族餐厅中标单位分别为陕西中

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洁瑞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四川顺心餐饮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7 月 29 日，由采招办牵头，总

务处、后勤服务中心、饮食服务中心

相关人员组成考察小组，赴西安市周

边，对中标单位在西安其他高校经营

餐厅进行了考察。

8 月 2 日、6 日，饮食中心分两

次组织召开了四家中标餐饮单位装

修方案研讨会，副校长张晓辉，总务

处及后勤服务中心、饮食服务中心相

关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四家单位负责

人对装修最终方案、工期计划、投资

预算等，做了详细汇报。中心总经理

刘书军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成立中标

餐饮单位装修施工领导工作小组的

决定》，对草堂、雁塔校区进行了分

工。张校长对装修方案提出了意见，

对施工安全及时间做了明确要求，以

确保装修项目顺利实施，全力做好我

校师生开学后的餐饮保障工作。

目前，四家餐饮单位已经入场，

开始按照计划对餐厅进行全面的装

修改造，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我校师

生的到来！

（来稿：陈东玥）2020 年的暑

假是一个特殊的假期，对于草堂校区

教职工公寓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说都

是一个考验。由于疫情原因大家都尽

量避免外出，南山脚下的草堂校区教

职工公寓变成了老师们度假居住的

好去处。经过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

假期居住达 120 余户，我们不仅要做

好日常的物业服务工作同时还要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的相关制度。

整个暑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草

堂校区教职工公寓进入人员共 3632

人次，进入车辆 1686 次。这一次次

的进入就象征着一次次的测温、登

记、一次次的扫码进行绿码验证。安

保人员顶着烈日，在南门入口处对进

入校区的人员进行逐一测温，确保体

温正常后核对西安市绿码通、对装修

人员的临时出入证进行查验、登记。

门岗处是我们进入家属区的第一道

防线，门岗的安保人员身上背负着重

大的责任，他们被晒的黝黑，制服湿

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却依然坚守岗位。

“一盘棋，一条心，一股绳。”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最需要凝心聚力，合力攻关。作

为一名普通的“小我”。殷忧启圣，

多难兴邦。让我们携起手来，同舟共

济，与合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来稿：黄瑞）草堂校区菊园餐

饮大楼于 2012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随着多年使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大

楼部分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坏，尤其

以大楼室外墙面砖空鼓脱落、连接招

待餐厅南北楼室外楼梯瓷砖脱落，雨

雪天气下湿滑问题较为突出，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为确保草堂校区就餐师

生人生安全，经有关部门研究立项，

决定利用暑期师生较少的时间段进

行维修。

安全施工是维修工作的重点，为

了确保大楼修缮工程按时保质保量

完工，饮食中心草堂校区在校总务

处、指挥部协调下，采取分步骤进场，

结合施工工艺及工程进度采取对施

工部分进行围挡，在施工现场进行巡

视等安全措施。经过 3 周左右修缮工

作，连接招待餐厅及南北楼室外天桥

部分旧貌换新颜，全部采用防滑石材

铺设，采用鱼脊线工艺铺设，彻底解

决湿滑问题；针对墙面修缮施工，因

施工难度大，破损面积大等现实困

难，中心及时调整，在符合防疫要求

的情况下对进出餐厅路线进行调整，

确保施工及就餐互不影响。

本次假期维修工作，增强了饮食

服务中心草堂校区同兄弟部门的工

作协调合作能力，为进一步做好草堂

校区饮食保障工作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