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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为后勤职工颁发培训结业证书校领导为后勤职工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后勤集团为师生举办厨艺培训后勤集团为师生举办厨艺培训

水电员工抢修水电水电员工抢修水电

““莫兰蒂莫兰蒂””台风中台风中，，食堂食堂LEDLED打出来的温馨标语打出来的温馨标语。。

培训为职工培训为职工““插翅插翅”” 敬业助后勤敬业助后勤““腾飞腾飞””
——厦门大学关怀后勤职工成长，职工素质提升更加用心服务

保障水平提升
换来硕果累累

“师生的需求在哪里，后勤保
障就在哪里。”五年来，在厦大党
政的有力领导下，后勤集团党政领
导带领全体职工，围绕“一切为了
学校、一切为了师生”的工作方
向，以师生的满意度作为工作的衡
量 标 准 ， 以 开 展 “ 优 质 服 务 月 ”

“安全生产年”“服务提升年”“文
化建设年”“内控建设年”年度系
列主题活动为抓手，不断强化“三
服务、三育人”的服务理念，不断
提升服务保障水平，高标准地完成
教学、科研和师生等服务保障工
作。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高标准
地完成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服务保障，2016 年创造抗御“莫兰
蒂”台风奇迹，受到了省、市、学
校领导的高度肯定，赢得了师生们
的广泛赞誉。

五年来，后勤职工的用心服
务，优质服务，推进了集团服务保
障水平的大幅提升，得到了各级组
织的肯定，集团先后获得“中国高
校物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全国
高校学生公寓管理服务工作先进单
位”“福建省高校伙食专会主任单
位”“福建省高校后勤协会物专会
主任单位”、“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福建省青年文明先锋号”“福
建省工人先锋号”“福建省青年突
出队”“厦门市青年文明号”等一
系列荣誉称号，涌现出“全国高校
伙食工作先进人物”“福建省金砖
会晤筹备和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福
建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青
年岗位能手”、厦大“服务之星”等
一批省市级以上的先进个人。

2017 年 11 月 8 日上午，党的十
九大代表、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
在深入基层、宣讲十九大时，对后
勤集团专门提出殷切希望。他说，
集团要在原有良好工作成绩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积极
培养爱校荣校、爱国为国的家国情
怀，努力满足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努力打造一流高校
后勤，为正在进行的“双一流”大
学建设做出后勤人的贡献。

厦大后勤集团党委书记叶鹏飞
表示，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一如既往，深入践行“三
服务、三育人”和“一切为了师
生”的理念，积极打造“一流后
勤”，高标准地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让校园更美丽，让师生更满意。

（厦大后勤集团 张世通）
台风过后，后勤员工像守护自己的

家园一样，投入到灾后自救中。

五年近500名职工
免费接受教育培训

“Hello, where do you want to send this
email? (你好！你要把这封电子邮件发到哪？)”集
团学生公寓与环境服务中心的邮件收发室员工张
美霞，现在也能与投递邮件的海外师生进行简单
的英语交流。她说，是得益于职工夜校英语班的
学习，才让她掌握了基本英语口语交流。这是后勤
集团职工参加职工夜校学习，工作能力得到提升的
一个缩影。

厦门大学领导认为，要让后勤工作水平创一
流，就要让后勤职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学校改革开
放取得的成果，做到把好事办好。学校领导班子把
让后勤职工上夜校，当作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内容
之一，让他们与学校发展一起成长。

2013 年 11 月 15 日，原校长朱崇实在第 24 次校
长办公会上，提出依托继续教育学院成立厦门大学
职工夜校这一惠民举措，职工夜校随即成立。

为了办好职工夜校，2013 年 11 月 18 日，厦门大
学副校长詹心丽带领继续教育学院领导专程到后勤
集团调研、了解情况。她说，学校希望把职工夜校作
为一项惠民举措，通过提升职工整体素质，让他们个
人得到发展，从而增强获得感、归属感。

五年来，继续教育学院领导高度重视职工夜校
的建设，成立以学院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职工夜校领
导小组，将职工夜校纳入厦大继续教育体系。

职工夜校包含非学历教育和学历继续教育两种
形式，先后开设了商务英语、计算机基础、公文写
作班、综合素能提升等10余门课程，来自学校各院
系的33名师生成为授课志愿者，承担了培训任务。

为提高教学质量，职工夜校专门请朱水涌等国
家名师或教师技能大赛选拔出的优秀教师，对这
33 名授课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作为关怀职工的
福利，厦大职工夜校对参加非学历培训的职工实行
免费政策。

在夜校开办的过程中，后勤集团成立职工夜校
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抓，出台了 《后勤集团员
工参加厦门大学职工夜校培训管理规定》，建立了
夜校管理员制度和班长负责制，对职工培训教育做
到规范管理。集团具体分管领导党委副书记邓泽
君，带领人力资源部经理高美芸、副经理麻凌燕等
工作人员，多次前往继续教育学院、翔安校区、漳
州校区等地协调职工培训相关工作。

厦门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职工夜校常务
副校长郑文礼说：“开办职工夜校，在提升职工的
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同时，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和规
划能力提供很多帮助”。职工夜校成立五年来，先
后为后勤职工开办了 8 期、15 个培训班，培训内容
涉及商务英语、商务礼仪、计算机技能、普通话短
期培训班、公文写作班、综合素能提升等 10 余门课
程，126 名二级岗以上管理人员参加中层管理骨干
综合素质提升班，80 多名职工参加 2 期 ps 培训班，
491 名后勤职工进行各种技能、学历培训，其中 176
名获得结业证书、49 名获得学历提升。

后勤集团漳州校区服务办公室文秘主办翁永
佳深有感触地说：“是职工夜校让一度迷惘的我找
到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前进的动力”。通过在职
工夜校的边工边读，他先后获得大专、本科毕业证
书，由一名校门安防班长，提升为漳州校区服务办
公室文秘主办。

职工素质提升“反哺”
优质服务保障有力

“如果不是参加了职工夜校计算机基
础课学习，这辈子我可能连电脑开关机都
不会。”后勤集团学生公寓与环境服务中
心环绿化保洁部管理员段青莲激动地说。
如今，每当夜幕降临，别人休息时，她和
参加职工夜校的后勤职工们，还要赶往教
室，学习计算机、礼仪、英语等课程，进
行“充电”，她说，是培训让我提高，让
我实现价值。

学校关心职工的成长，为后勤职工在
厦大接受培训教育创造条件，职工的综合
素质得到大幅提升，有的文化程度较低的
职工，在接受培训教育后，还能运用夜校
学习的知识给小孩辅导功课。

厦大后勤集团总经理林公明说，以前
有人担心，职工接受培训教育拿到文凭、
素质提升后会“跳槽”，但事实是，职工
没有因为技能、学历的提升而辞职，而是
以感恩的心报答学校，更加用心服务师
生。有的职工在学校工作几十年，有的夫
妻、姐弟、父子、母女一家都在集团上
班，真正做到以学校、以集团为家。

学校更加关心后勤职工尤其是困难职
工，五年来，校工会联合市工会共向 69
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后勤职工子女学生发放
助学金 17.6 余万元，解决了困难后勤职工
的后顾之忧。

学校关心后勤职工成长，后勤职工感
恩服务师生。学生生病，职工象对待自己
的孩子一样，悉心呵护；学生摔倒受伤，
后勤职工第一时间送他们上医院。学生毕
业，食堂职工就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从深
夜一直忙到天亮，精心准备精美的“毕业
生冷餐会”，五年来，共为 6 万 4 千多名毕
业生及家长举办冷餐会。

“八种豆腐做法，八种肉的做法。”为
适应师生对用餐的多样化需求，后勤集团
各食堂认真做好饭菜的精细化、品种的多
样化、口味的差异化，并做到工作常态
化。各食堂通过开展膳食恳谈会、315权益
日活动、师生美食品鉴会，邀请师生代表
尝菜，征求师生意见和需求。有些学生喜
欢吃“铁板”饭菜，食堂就供应“铁板饭
菜”；有些学生喜欢各种风味小吃，集团就
在各校区增开“小吃城”；为满足少数民族
学生的用餐需求，集团先后开设思明校区
东苑清真餐厅、漳州校区北区清真餐厅、
翔安校区竞丰清真餐厅，并认真筹办一年
一度的古尔邦节庆祝活动，深受学生欢迎。

后勤集团还注重学生宿舍的软硬件设
施建设，在学生宿舍统一安装空调、热水
器、有线网络，配备智能洗衣机，并率先
国内高校建成设有门禁系统、保险箱等一
流设施，努力为学生营造温馨、安全的生
活环境。集团学生公寓与环境服务中心绿
化保洁员胡倍玉，将木棉花摆成心形，用
爱心铸造校园一道靓丽风景线，被国内外
媒体大量刊载。

台风中显坚强
敬业中显感恩

2016 年 8 月 15 日凌晨，17 级超强台风
“莫兰蒂”正面袭击厦门，一时间，狂风

肆虐，风雨交加。后勤集团从党政领导到
一线员工近千人，坚守岗位，冒着危险，
手拿探照灯，上天台、搬沙袋、顶门窗、
排故障⋯⋯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15 日凌晨，台风过境后，校园满目
疮痍，经过台风的洗礼，校园景观受损严
重，绿化树木大片倒伏，有的教室积水，
有的铁质围栏垮塌，集团领导班子组织员
工，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固定围栏、锯树
干、扫树叶、清理玻璃渣，靠着简陋的工
具，在最短的时间内，换来了校园的整洁。

“无论什么情况，后勤人都在你身
边。”台风过后，在学生们忐忑不安的时
候，厦大各个食堂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
着“台风无情人有情”等温馨标语，温暖
着学生们的心。当天，中央电视台 《朝闻
天下》 报道“莫兰蒂”时，特别播出了厦
大食堂这一感人的画面。

厦门是台风多发地带。五年来，每次
台风登陆前后，后勤集团全体干部职工把
学校当作自己的家园一样守护，做到 24
小时值勤值守，发扬厦大后勤人“特别讲
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
战斗”的精神，有时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
没休息，谱写了一曲奋不顾身保卫校园、
保卫师生安全的壮丽凯歌。

拾金不昧见真心。五年来，集团职工
归还师生丢失物品 12513 件，价值 400
多 万 元 ， 其 中 包 括 各 类 品 牌 手 机 1116
部，笔记本电脑、苹果 ipad、单反相机、
电子阅读器等 236 台，现金 10 余万元，收
到师生员工各类感谢信 60 封、牌匾 2 块、
锦旗 5 面。

“服务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为提高师生的满意度，后勤集团以“增强
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
量”为着力点，大力倡导后勤职工微笑多
一点、服务细一点、主动想一点、效率高
一点、耐心多一点，要求严一点、真诚多
一点的“七个一点”活动，通过一系列优
质服务，创建了安全、整洁、美丽、温馨
的校园环境，赢得了广大师生赞誉。

环境能育人
后勤成“名片”

有人说，高校第一重要是课堂，第二重要
是食堂。学校认为，课堂“教书育人”，食堂

“服务育人”。厦大后勤集团抓住“服务育人”
这一宗旨，不断创新，营造育人氛围，并取得
成效。

后勤集团在各食堂显要位置通过 LED 播
放、悬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厦大校友名师
名言、社会公德相关内容，弘扬正能量，集团
饮食服务中心还推出原创歌曲 《厦大餐饮之
歌》，通过厦大微信公众号传遍全球。

“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厦
门大学作为全国率先推行“免费米饭”的高
校 ， 各 食 堂 从 2013 年 起 大 力 推 广 “ 光 盘 行
动”，引导学生按需购餐、文明就餐，做到光
盘用餐；设立“匀饭处”，鼓励学生们吃多少
打多少，从源头上避免了米饭的浪费；设立自
助回收碗具台，引导学生们自助分类回收碗
具；设置失物招领处，倡导拾金不昧。通过这
些活动，培养学生尊重劳动、节约用餐的良好
习惯，厦大各食堂平均每年的泔水量减少了
30%。

“品种要多点，蔬菜要多点”“早餐好一
点，晚餐少一点”⋯⋯厦大各食堂在显要位置
悬挂各种饮食健康知识的宣传画，宣传健康饮
食知识；建立供师生测量身体健康状况的“健
康小屋”，让师生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情
况；组织厨师、厨工进行健康膳食结构的营养
知识培训，树立合理膳食、合理运动的健康生
活理念，推进健康食堂、健康校园建设。

以往，公厕在大家印象中是又脏又臭，然
而，在厦大校园，大家看到的公厕不但干净、
整洁，就连墙壁、洗手台、窗台上都摆插绿植
——白蝴蝶、铜钱草、绿萝、睡莲等，既让环
境变得更优雅，又净化空气。公厕的墙壁上，
还悬挂着厦大风景壁画。绿意盎然、充满文化
气息的公厕环境，让学生们倍感校园环境的温
馨。

厦大后勤集团还做好校园道路、教室、教
职工住宅等公共场所的绿化保洁维护，强化服
务教学、科研、师生的“三服务”理念，强化
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管理育人的“三育人”
意识，既为全校师生提供优美舒适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环境，也让学生们在浓厚文化氛围校
园环境中陶冶情操、学习成长。

后勤集团工会还配合校工会，组织师生、
职工进行厨艺培训，邀请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闽菜大师江森民等知名厨师为大家授课，让师
生、职工多掌握一门厨艺的生活技能。集团还
通过开展“走进后勤”、勤工俭学等活动，组织
学生到餐厅、安防、物业、保洁等各部门，进
行为期一周体验活动，让同学们在洗菜做饭、
站岗值勤、打扫卫生、修理电器、安全管理的
实践中，深深体验到后勤职工的艰辛和默默奉
献精神；通过精心准备精美的“毕业生冷餐
会”，给毕业生上了感恩母校的最后一堂课。
一些学生毕业多年回到母校后，像回到家一
样，怀念品尝厦大餐饮美味，回到原来住的学
生宿舍看望当年的管理员叔叔、阿姨。

厦门大学的食堂“走心”、环境温馨、保障全
面，这是厦大学子对母校的固化印象，也是厦大的
“名片”之一。而这一切，离不开厦大后勤集团的科
学管理，离不开后勤职工以感恩的心而努力工作。

厦大后勤集团总经理林公明说：“五年来，厦大
后勤取得的一系列成绩都是后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更是学校重视和支持后勤工作的结果。”

近五年来，厦大关怀后勤职工成长，创造条件让
职工就读厦大夜校。在学习和培训中，后勤职工素质
得到提升，“获得感”不断增强，并激发了职工爱校
荣校、爱国为国的家国情怀，增强了以学校、以集团
为家的理念，激励大家以感恩的心、以更敬业的服务
报答学校。职工的敬业精神与精湛的服务，也赢得了
学校的肯定，获得师生的广泛赞誉。

学校党委书记张彦走访后勤集团学校党委书记张彦走访后勤集团，，关心职工成长关心职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