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赵世林）根据学

校迎新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

后勤服务中心继续负责 2018 年

我校的迎新生接站工作，主要

负责火车站接站、餐饮保障、

物业服务、校园环境等后勤服

务保障。

今 年 我 校 共 招 收 本 科 生

4980 余名，学校在雁塔校区和

草堂校区同时开展迎新工作。火

车站接站工作从 8 月 27 日上午

6:30 开始设站接待至 8 月 28 日

22:00 结束。27 日、28 日面对

持续高温，接站工作人员始终坚

守岗位，火车站共运送新生及家

（通讯员 柳倩倩）我校草堂校区主田径场

东侧环境整治项目、西大门文体中心用地环境整

治项目由校园中心联合工程中心承接，该项目于

7 月 25 日正式开工，由于受到西安市秦岭北麓

环境整治工作的影响，造成了两项工程停工 33

天，工期严重滞后。

8 月 27 日，接上级领导指示，两项环境整治

项目可以复工，针对工期滞后的影响，项目小组

制定了周六、周日加班机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

时间，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有序平稳组织

施工。截止目前，主田径场东侧环境整治项目已

完成场地平整、定位放线、部分微地形修筑等工

作，即将展开硬质铺装、埋设管道、苗木种植等

核心工序；西大门文体中心环境整治项目已完成

场地平整、定位放线，下一步做好硬质广场修筑、

黄土回填及苗木种植等工作。

（通讯员 柳倩倩）校园中心两校区绿化部与

雁塔校区环卫合作完成了新生开学典礼的前期准

备、会场布置等工作。9 月 3 日起，校园中心开始

着手准备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准备工作：学校主

要道路、道牙的清扫冲洗；校园环境保洁力度加大；

周边绿化环境的清洁与整理；草坪、绿篱的修剪、

树皮、枯枝树苗的清理；典礼会场的布置等，环

卫部根据重要活动路线，安排保洁员进行线路延

时保洁，确保路线道路无白色垃圾、烟头等杂物，

工人们连夜制作插花字符版、一早搬运及摆放。

各部一线员工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力求将各专

项工作做到最好。

11 月 1 日至 6 日，校园中心着手准备我校材

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专业联合认证室外环境保

障工作，在联合认证期间，环卫部管理员要求环

卫部一线员工对树坑落叶、果皮箱烟灰缸以及道

路道牙的尘土按照环卫部“标准段”要求进行保洁，

保证树坑无落叶、果皮箱桶身无灰尘、烟灰缸内

无烟渍、道牙无尘土。保障了学校重大活动期间

校园环境的干净整洁，营造出了良好的活动氛围。

安全服务齐参与 “平安校园”共创建

加快推动草堂校区专项环境整治工程项目

做好新生开学典礼、专业认证等重大活动环境保障工作

（通讯员 李晓佳）10 月 30 日下午、11

月 2 日上午分两个单元，后勤党总支“先锋

班组”中期验收组对草堂校区招待餐厅、南

院物业部客服组、电讯中心业务部三个“先

锋班组”进行了中期验收工作。验收组由党

总支书记魏义业担任组长，各党支部书记及

总支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了验收工作。

期间，“先锋班组”验收组成员先后来到

草堂校区招待餐厅、南院物业部客服组、电讯

中心营业大厅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验收

组都会认真听取各党支部创建“先锋班组”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对工作台账进行仔细查看。

各党支部通过深入的验收工作交流和横向比

较，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其他支部创建工

作中好的做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大家

也深刻感受到通过“先锋班组”创建，大家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队的凝聚力得到了

加强，班组成员的服务意识和精神面貌得到了

很大提升。

后勤党总支创建“先锋班组”
工作进行中期验收

2018

秋季号
总第一期

主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后勤服务中心办公室

后勤微信公众平台

后勤电子书柜
后勤服务中心网址：
http://hqjt.xauat.edu.cn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通讯员 徐蓉）11 月 20 日，2018 年省

级“平安”校园检查验收专家组莅临我校检查

验收“平安校园”建设情况。检查期间，专家

组针对后勤服务中心管理的三校区学生食堂、

雁塔校区的研高层公寓进行实地走访，详细了

解安全稳定工作机制及工作状况，后勤管理工

作得到了专家组的肯定。

为做好此次迎检验收工作，后勤服务中

心以有力措施将创建工作落到了实处：首先

认识到位、思想重视，成立创建领导小组，

严格按照任务分工、对照创建指标、整理各

类台帐，确保创建资料达到验收标准；其次

管理到位、严格制度，饮食服务中心落实“五

常”管理法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物业中心实

行“6T”管理法加强学生生活区的安全管理，

校园中心推进“标准段”管理法提升校园整

体环境；三是宣传到位、责任落实，通过多

形式多渠道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全员安全

意识，营造安全氛围，不断完善各项安全防

范与应急机制，将各中心安全管理工作情况

纳入年度考核范围。

后勤服务中心将继续巩固深化学校平安建

设成果和经验，推动后勤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努力为学校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长 57 趟、雁塔校区运送 33 趟，

共运送新生及往返家长 3200 人

次，整个过程安全、平稳、有序。

与此同时，饮食保障组重

点做好了餐票售卖及新生报到

当天用餐人数集中时的服务保

障工作；物业服务组做好了新

生公寓的打扫清洁、物品配置、

新生入住手续的办理以及教室

公共区域水、电、门窗、桌椅

等设施的检修工作；校园环境

组做好了迎新期间雁塔校区校

园环境卫生、重点区域花卉摆

放、雁塔校区校园临时摊点的

管理等工作。

后勤服务中心顺利完成
2018 年迎新接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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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哲）10 月 24 日

下 午 3 点， 物 业 管 理 中 心 在 主 楼

147 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六 T”管

理工作推进会。物业中心副经理万

朝蕾、黄鑫、曹莉、公寓物业部和

教室物业部主管及骨干员工参加了

本次会议。会议由物业管理中心副

经理王哲主持。

会上，副经理王哲介绍了本次

推进会的召开背景。她指出，物业

管理中心“六 T”管理法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正式启动以来，公寓物业

部和教室物业部均按照《物业管理

中心“六 T”管理法实施手册》的

要求，在做好日常服务保障工作的

同时，稳步推进“六 T”管理法的

实施。接下来，副经理曹莉、王哲

分别就公寓物业部、教室物业部“六

T” 工作的前期开展情况作专题汇

报。

两个物业部都已按照实施步

骤，分阶段、有计划、有重点的完

成了“天天安全保障”“天天人性

服务”“天天规范管理”“天天行

为育人”“天天检查评估”“天天

反馈提高”六大单元内容的培训学

习工作。最后，副经理万朝蕾对实

施计划进行安排部署，并要求“六 T”

工作相关负责人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实施工作。

（通讯员  韩浩）由于我校北

院电话线路日益老化，故障率越来

越高，尤其是学生宿舍区一带，老

化更为严重。去年 10 月份开始，

电讯中心联合中国电信开始着手

规划北院的光纤改造工作事宜。在

光纤改造之前，电讯中心做了大量

准备工作，对每个楼宇的路由情况

进行详细勘察，统计用户数量，参

与设计改造方案。

今年上半年，北院光纤改造

工程经过紧张有序的施工，目前已

全面完工，“FTTH”光端已初步

覆盖北院所有楼宇。为了尽快让师

生用上稳定、高速的光纤通信，电

讯中心与中国电信积极合作，尽快

调试设备、制作资料。9 月 25 日，

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升纤”改造用

户，首批“升纤”改造我们挑选了

线路老化最严重、需求最迫切的一

栋两个值班室、卡务中心、饮食中

心负一层、华清广场项目部。随后

我们将有序展开整个北院的“升纤”

改造工程，争取早日让将我校电话

全部改造为光纤通信。  

（通讯员 李青）7 月 30 日，

华清学院以定向谈判的方式将 15 号

楼装修改造项目委托给工程中心，合

同总金额 187 万余元，这是继浴池

楼商业改造项目以来，工程中心再一

次承揽我校百万元以上装修改造项

目。7 月 31 日开始，工程中心组织

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再次核对施工图

纸和工程量清单，明确各项技术指标，

制定清晰的施工顺序。8 月 3 日，在

楼内接临水、临电，清理楼内杂物，

布设简易施工项目部，悬挂、张贴各

项安全标牌，疏通楼内施工通道和安

全通道，做好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8 月 4 日 至 11 月 初， 历 时 3

个多月，工程中心顺利完成了该项

目的所有工程内容。从老旧设施拆

除，破损基础加固修缮，外墙补修

刷漆，到楼内卫生间、房间、配电室、

 （通讯员  柳倩倩）11 月 2 日，

由我校华清科教产业集团投资开发

的商业广场—华清广场盛大开业，

校园中心绿化部承担了开业庆典的

花卉摆放、室外道路花池种植以及

商业广场室内花卉摆放和日常养护

“六 T”管理法实施工作推进会

众志成城、撸起袖子加油干
——记华清广场花卉摆放专项工作

北院电话
“升纤”改造
一阶段顺利完成

物业管理中心召开

工作。这一次承接的花卉摆放工作不

同以往，是校园中心绿化部首次负责

商业类型的庆典花卉摆放、室外道路

花池种植以及商业广场内花卉摆放

养护工作。

第一部分花卉摆放截止 10 月

31 日，完成商业广场室内摆放共

320 余盆，布置花缸 60 余个。第二

部分庆典花卉摆放共使用各类型及

品种的植物共计 5000 余盆，其中包

括绿化部首次使用的矮生玫瑰 200

余盆、实木（防腐木）护栏 80 余米、

大花海棠 660 余盆、角锦 2500 余盆，

摆放位置包括写字楼前景观草坪，室

外景观喷泉，室内主入口水景池和客

服台。第三部分花卉摆放截止 11 月

1 日晚，完成了所有花卉木池的摆放

与种植工作，其中消防通道摆放 66

个，沿友谊路摆放 8 组共 24 个，种

植金桂 8 棵，红叶石楠 300 余棵，

南天竹 1000 余株。

本次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绿

化部全体管理员与一线员工加班加

点，连夜赶工终于在 11 月 2 日上午

9 点开业庆典开始前圆满完成了所有

工作任务。  

储藏室的功能性改造，再到室外供

水、供电系统改造、废旧线缆规整

等项目。目前，15 号学生公寓已经

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师生，楼内设

施设备完善、功能齐全，楼宇外观

焕然一新。 

15 号学生公寓
装修改造项目圆满完成

图 / 严菲

图 / 柳倩倩

 （通讯员  张海青）亲仁阁

餐厅利用暑期时间新引进了 4 家

合作经营档口，并且重新设计改

造了 3 家售饭窗口，并改造升级

了自营部分的售饭窗口，大大便

捷了取餐流程。通体洁净石材、

明亮操作区、整洁售饭区，在保

证食品卫生质量的同时，大大提

高了餐厅的整体形象。

1 号档口美味多汁的包子系列

和爽滑劲道的米粉系列深受广大教

职工和学生的喜爱。2 号档口龙利鱼

精制而成爽滑细腻的“捞起鱼生”

更是美味，尤其推荐金汤味和麻辣

味的组合；由肥牛切片加工而成的

“捞起肥牛”更是吃米饭的必点佳

品。4 号档口的川香奇香砂锅，由新

鲜食材搭配大骨汤烹调而成，营养

十足且不缺味道鲜美，偷偷告诉你，

这家砂锅还有“火锅”口味哦 .9 号

档口纯手工擀制的面条，劲道、耐

嚼，再加上一勺香喷喷的油泼辣子，

就上一两瓣蒜，来碗面汤，嘹扎咧！

亲仁阁餐厅变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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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食品安全检测室，守

护师生舌尖安全

9 月初，饮食中心幸福校区学

生食堂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督

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性，正式

投入使用了全新的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室。检测室使用面积约 10 平方

米左右，配有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

剂、配套实验耗材等检测设备，可

对农药残留、食品非法添加物、餐

具洁净度等10余种指标进行检测，

并如实、及时记录检测数据。

●饮食中心草堂校区做好血

热免疫防控工作

9 月 25 日，为确保草堂校区

在校师生的饮食安全，饮食中心草

堂校区针对上级对草堂校区出血热

疾病防控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召开

专题会议，传达上级精神，部署落

实出血热防控有关工作。会议要求

多措并举：1. 组织新入职员工及在

草堂校区工作超过 5 年的老员工注

射出血热疫苗。2. 加强员工对出血

热知识的教育与宣传。3. 做好防鼠

工作，杜绝传染源头。4. 定期消毒，

清扫卫生。5. 坚 持合理配餐，确

保营养与健康。

●守护舌尖上的建大食堂

9 月 20 日，饮食中心雁塔校

区经理窦荣生带领食安办及各餐厅

主任，对雁塔校区各食堂的食品安

全相关工作进行了彻底检查。对员

工个人卫生、食品原料采购、食品

贮存、食品留样等方面进行详细检

查，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整改。

同时中心总经理刘书军要求各食堂

一定要严格把控好进货源头，食堂

负责人及库管必须每天检查菜品质

量并索要完整资质，守好进货源头

这第一道关卡。

●饮食中心草堂校区召开食

品安全暨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会

10 月 18 日， 饮 食 中 心 草 堂

校区办公室主任梁文东对草堂校区

各餐厅负责人、各岗位骨干、库管

及后厨员工进行食品卫生安全、安

全生产知识的专项培训。本次培训

结合草堂校区“菊园”、“翠园”

各餐厅卫生实际情况通过社会高校

食物中毒的案例、围绕餐厅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等

食品安全的重点环境及后厨防火、

防烧烫伤等安全生产相关案例进行

了详细讲解。

●电梯安全，发人深省

10 月 31 日，在教学大楼 208

室举办了物业中心、工程中心管理

人员年度系列培训第四讲《电梯安

全知识培训》。物业中心、工程中

心管理人员以及涉及到电梯楼宇管

理工作的员工参加了本次培训。电

梯管理员杨学军以电梯安全的专业

性和实用性为主题，结合自身实践，

从电梯基本原理、管理探索、事故

紧急处理等多个模块对电梯安全知

识详细的进行了讲授，同时附之大

量案例对其理论加以巩固，使大家

进一步增强了电梯安全防范意识。

夯实安全底线
共筑“平安校园”

（通讯员 何博）为全面贯彻

落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与陕西

省洛南县委、县政府联席会议纪

要》 精 神，10 月 16、17 日， 洛

南县农副产品展销会在我校雁塔

校区南院平凹馆门前顺利举办。

来自洛南县三家农业合作社的优

质农副产品进入校园，吸引了广

大教职工前来选购，在全国第 5

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我校教职工

以实际行动落实扶贫工作。此次

洛南县农副产品展销会，由后勤

洛南县农副产品展销会在我校顺利举办

（通讯员 刘和睦）物业管

理中心接到学校关于南院家属区

部分水电表更换工作安排。南院

家属区现有家属住宅 47 幢，共

计 3000 余户。本次换表工作涉及

2500 余户。多层平均一户两块表、

高层平均一户四块表，多层更换

水表由总务处负责带领招标厂家

更换，高层水电表由南院物业部

维修组负责更换。南院物业部客

服组负责配合打印、张贴换表通

知、打印清单、专人抄表、结算

水费、为新表办理新开卡、充值

等一系列业务。

本次换表工作量大、涉及面

广、历时跨度三个月，由于家属

院住宅年代久远，设施设备侵蚀

老化严重，换表工作困难重重，

但是通过所有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客服困难，截止 11 月中旬全院更

换水表、办理更换新表开卡、充

值共 2000 余户。

（通讯员 谷倩）随着后勤服

务中心在我校草堂校区服务范围

的不断扩大，后勤的工作重心持

续向草堂校区转移，为进一步加

强草堂校区的后勤管理和服务工

作，经后勤服务中心 10 月 31 日

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后

勤服务中心草堂校区办公室，具

体负责后勤服务中心在草堂校区

各项业务的工作协调和组织实施。

经过公布岗位、个人报名、

聘任领导小组研究、考察公示，

于 11 月 12 日后勤服务中心党政

联席会议研究，决定聘任曾余粮

同志任草堂校区后勤办公室主任。

11 月 16 日，在草堂校区饮食中

心会议室宣布曾余粮任命相关事

宜，后勤班子成员、工程中心经

理党化峰、校园中心经理牛建强、

饮食中心草堂校区经理杨新玲以

及草堂校区班组长以上人员参加

了会议。

（通讯员 刘和睦）9 月 26 日，

在教学大楼 408 室举办了物业管

理中心、工程中心管理人员培训会。

物业管理中心楼长以上、工程中心

班组长管理人员参加本次培训。由

我校管理学院虎啸老师进行授课。

虎老师以后勤管理理论与实

践研究为主题，结合自身实践，深

入浅出的从基本理论、实践操作、

流程分析、素质提升和经验交流等

多个模块对后勤管理知识详细的进

行了解析，同时附之大量经典案例。

本次培训，虎老师以生动、幽默、

实用的授课风格进行授课，既有理

论层面的研究分析，又有实践经验

的分享与交流，尤其重点讲解了如

何结合现代科技和服务理念更好的

发挥后勤保障工作的作用，从而树

立良好的后勤服务形象，更好的为

全校师生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工作。

中心与洛南县农业局主办，10 月

16 日上午，张晓辉副校长、后勤

中心、总务处、校工会等部门负

责人来到展销会现场，询问了解

展销会相关工作情况。展销会期

间，前来选购的教职工络绎不绝，

洛源老刘家豆腐干、柿子醋、枣

夹核桃产品；宏泰金银花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黑花生、土蜂蜜、土

鸡蛋；阳光生态农业公司的灵芝

产品、木耳、香菇等，备受青睐，

展销会现场销售情况十分火爆。 

物业、工程管理人员系列培训
第三讲顺利开讲

后勤服务中心草堂校区办公室
正式成立

雁塔校区家属院
更换水电表工作顺利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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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世林）11 月 3 日

上午，后勤分工会组织开展了第三

届“文化雁塔行、快乐健步走”户

外健步行活动，后勤分工会 180 余

名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 本次健步

行活动的终点是西安小雁塔景区。

上午 8 点 30 分，随着“活动

开始”指令的下达，参与此次活动

的 180 余名员工由学校西大门集

合出发，途径李家村十字、南稍门

十字至小雁塔景区北门领取活动纪

念品，随后统一参观小雁塔景区。

大家一路欢声笑语、步伐矫健、抛

掉烦恼、释放压力，沿途街道两旁

逐渐发黄的的法桐树叶，也为活动

增添了几分情趣。整个活动大家情

绪高涨，保持了良好秩序，展示了

后勤员工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严菲）9 月 14 日，

工程中心雁塔浴室的一名基层员

工刘银芳，在雁塔浴室打扫卫生

时捡到了二百元现金，刘银芳捡

到钱后，立马交到浴室前台，等

待学生认领。不久后，一名在校

学生声称在浴室遗失了二百元现

金，浴室工作人员核对遗失地点

后将现金物归原主，学生连忙道

谢并写了感谢信。

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保

洁员刘银芳同志这种拾金不昧的

精神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同

时浴室工作人员工作态度让我们

感动和钦佩。让我们为保洁员刘

银芳同志的这种行为点赞，为浴

室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点赞，也

为他们的服务理念点赞。

（通讯员  牛博文）10 月 8 日

国庆节刚收假，南院家属区 20 号

楼 3 单元 102 的住户谢老师一大

清早就来到了南院物业部，给南

院物业部送来了一张亲笔写的感

谢信。信中写到：谢老师家中一

年前进行装修以后厨房洗碗池的

下水管排水一直不畅，经常返水，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多次联系装修公司都未能解决问

题。国庆期间，他找到了南院物

业部的维修组，维修组了解情况

后，立即组织张云洛、张根洛两

位师傅蹴在窄小的厨房内，疏通

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把长期困扰

谢老师生活的排水问题给解决了，

看着两位师傅不怕累、不怕脏、

不怕苦的行动，他深深被打动，

为表示感谢特地亲笔写下来此感

谢信！南院物业部的工作人员也

十分激动，他们从信中感受到了

住户对物业工作的认可。

谢老师所经历的类似事件在

南院家属区里每天都有发生，有

时候一天有好几处下水管道发生

堵塞，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只要住户家中返水，南院物业部

维修组的师傅们就会立即赶到现

场进行疏通。对南院物业部的维

修组来说，只是努力做好本职工

作。“住户无小事，细微见真情”，

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一个物业

人应该刻在心里的信念。

后勤分工会开展第三届“文化雁塔行、快乐健步走”活动

拾金不昧展美德

疏通下水暖人心，住户送来感谢信

当落叶汇成诗文裹进风里时

那是我寄给你的信件

当黄红绿的色彩涂满眼眸时

那是我为你织的毛衣

当南飞的大雁掠过长空时

那是我留给你的背影

当桂花的香气弥漫校园时

那是我留恋你的味道

当银杏穿上黄色的纱裙时

那是我初见你的模样

当柿树挑着火红的灯笼时

那是我害羞的脸庞

当秋雨轻扣着玻璃窗

我的心也被扣响

当露珠儿凝结成霜

我的手早已冰凉

当秋悄然而至

你又在那方

       作者：工程中心任妮

的身影，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干着

最脏最累的活，从不抱怨。

丁应征文化程度并不高，他擅

长的是木工维修，但他时刻不忘提

升自己，通过几年的学习，逐水工

及电工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年

六月份就进入高温天气，丁应征和

他的同伴依然在工作岗位上，保质

保量地完成维修任务。小编采访时，

丁应征正在高温下焊接，汗水湿透

了工作服。

不仅仅在维修方面，工程方

面丁应征也积极响应，发扬自己不

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无论风

雨，从不含糊。丁应征从不说自己

辛苦，每次与他聊天的时候，他的

脸上总洋溢着笑容，问他工作苦不

苦，累不累？他也是笑呵呵的用陕

西话说道 :“工作么，干活么！”

有人需要他的帮助时，他会笑呵呵

图 / 段征

（通讯员  段征）有一种奉献在

岁月中执着，有一种付出是无声的

述说。在后勤，有这么一个维修工，

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人都会竖起大拇

指，他叫丁应征，中等身材，头发花白，

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笑得如花绽

放，对他而言，每一次维修抢修都

是一场突击战，无论条件多么恶劣，

师生的满意是他永远捍卫的阵地。 

       默默坚守
       工作中的老黄牛

丁应征只是后勤工程中心维修

组里的一名普通的员工，现在担任

着教学区维修组的负责人。他在建

大后勤工作已经 18 个年头，18 年

如一日，勤勤恳恳的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辛勤劳作着。在校园里，哪

里有抢险维修，哪里有急、难、险、

重的工程，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校

园来电话报修，背起工具包就走，

这就是他的工作节奏，连轴转，不

停歇。

他用刚毅坚强的臂膀，肩负着

校园设施维修、保养的使命。他做

着最平凡的工作，被我们戏称为工

作上的“老黄牛”。

后勤工程中心主要负责着学

校公寓、教室等的维修保障工作，

经常会接到管道漏水了，暖气爆管

了，教室停电了，卫生间堵了等这

样的电话，有时甚至是三更半夜的

抢修。这种时候你总能看见丁应征

执
着
坚
守
的“

老
黄
牛”

后
勤
人
背
后
的
故
事

平
凡
岗
位

的答道 :“好，走！”

身为教学区维修组的负责人丁

应征不仅仅是工作技术达标，抢修、

工程的安全操作也时刻记挂心中，

能够切实关注施工安全。

       他们就像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丁应征经常起早贪黑、无条件

加班，有时候忙的连吃饭都得抽时

间。对他们来说，加班到深夜，甚

至通宵，就是“家常便饭”。去年

国庆中秋双节放假期间，大家都热

热闹闹地和家人团聚。丁应征放弃

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在放假期间带

领着大家对食堂门前、西大门前、

2# 公寓周边、工科楼、粉体楼广场

等路面石材及行道砖进行了维修更

换。当问起丁应征中秋节不回家看

看吗？他憨厚的笑着说：“工地活

紧回不去，我女儿带孩子来西安看

我呢！”多么轻描淡写的回答，可

是反映出的确是他勤勤恳恳的工作

态度。工程中心像丁应征这样的好

员工还有很多，他们都能识大体、

顾大局，把单位的事放前，自己的

事放后。他们好比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

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双伤痕

累累的手，是校园安心生活的保障，

如果你在校园看到他疾步如飞，那

肯定是他正在赶往下一个需要他的

战场……

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