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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胡萝卜的教授，择辣椒的博导，装馒头

的“千人计划”学者……11月8日开始，一张

张成都理工大学老师们组成的“成理攀登志

愿服务队”在食堂后厨帮忙的照片在网上“刷

屏”。

为了保证疫情期间的学生饮食，这些平

日里在教室里“挥斥方遒”、在顶级期刊杂志发

论文、在前沿领域引领科技潮流的老师们，除

了上班时间进行线上直播授课，下班时间还纷

纷支援后勤部门，来到食堂“洗手做羹汤”。

组建“成理攀登志愿服务群”
近期，成都市成华区理工东苑西区接连

出现本土确诊病例。随着疫情防控措施升

级，成都理工大学学生因封闭管理留在宿舍，

学生集中用餐量激增，又因部分后勤员工居住

校外暂不能回校，为学生配餐等后勤任务随之

繁重、人手严重紧缺。为全力保障3.2万余名

成理学子能及时在宿舍吃上热饭，11月8日，

成都理工大学决定即刻征集志愿者、组建志愿

服务队，紧急增援后勤保障工作。

很快，一支逾百人的“成理攀登志愿服务

群”迅速组建成立，其中有来自学院的教授、

珠峰引才的年轻博士，辅导员，也有来自机关

部门的干部职工。他们有的研究行星科学，

有的研究极端气候，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来到

工作岗位，有的已经在教育战线深耕多年。

据介绍，这支志愿者队伍主要负责帮忙择菜、

洗菜和配餐、送餐工作。

成都理工大学环工院的博士生导师魏玉

峰是最先响应号召的人之一。他表示，环工

院一开始就组建了志愿者群，学校、学院的号

召转发进去，所有人都在踊跃地报名。“平时

没有感觉，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心这么齐，每个

人都愿意做这些，大家都希望尽到自己最大

的努力。”魏玉峰说。

用研究科学的态度研究帮厨
“分组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摸索，比如说

谁打饭、谁装盒，大家摸索出了一个流水线。”

学校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博导、教授邓星桥

说，自己所在的小分队共有7人，负责打包分

餐，他还打趣自己装餐“人狠话不多”“我们给

学生打的菜多得按都按不住！”

成理珠峰团队首席科学家熊富浩被安排

到了“择菜分队”，为了处理好面前的胡萝卜

和南瓜，他还专门电话请教了妻子。“毕竟工

作以后没有做过这些活儿，怕哪些地方没做

好。”半天下来，他对胡萝卜和南瓜已经“了如

指掌”，还开始把经验传给身边的同事。

老师们对待装餐像对待科学一样严谨，

为了最快速度让学生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沉

积地质研究院研究员郎咸国所在的小分队

吸取其他小分队经验，将每种早餐的装盘顺

序、装餐人的站位、大家之间的配合都进行

了研究，“早饭我们要给他们装馒头、鸡蛋、

牛奶，先装哪个，谁来装，谁来放，我们都形成

了方案。”

以父母之心，行教育之事
甜椒炒肉、西红柿鸡蛋、洋葱炒肉、三月

瓜、豆芽、黄瓜炒鸡蛋、黄瓜肉片……近日，成

理食堂的菜单营养又丰富。行星科学国际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春辉这几天也忙着在餐厅

装盒饭，他表示：“我们经常告诉学生，行星科

学是国家未来的战略方向，大家身上有很重

的责任。这次疫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很重

大的考验，我是他们的班主任，这时候，我应

该做出表率。”

而当老师们帮厨的照片在网上“刷屏”，

学生们也在朋友圈和微博发表了对此事的看

法。学生们评论“太好吃了！吃了充满学术

的力量！”一位学生在微博上表示，“帮厨界的

天花板！老师们上班时间上课，下班时间帮

厨，同学们的课是老师上的，饭是老师做的，

疫情之下的理工处处充满着爱。”李春辉的学

生也悄悄给教授发了条短信，“以父母之心，

行教育之事”。

据悉，学校后勤保障组及时整合餐饮中

心在校员工365 名调整食堂供餐结构，制订

了《学生送餐方案》，同时积极筹备物资，为全

校师生提供有力的餐饮保障。

目前，成理攀登志愿服务队仍在为学生

服务。为确保在校内活动的志愿者健康上

岗，成都理工大学校医院同步加大了核酸检

测力度。

11月1日上午11点40分，下课铃响起，西

南科技大学广电 1903 班的廖雯菲正在教室

里。她拿起手机，搜索“西南科技大学食堂外

卖”，屏幕上跳出了十几家店铺，“科大炒饭

庄”“梧桐小厨”……可选的范围很多。来自

福建的她，挑选了一份价格10元的“薏米猪排

豆汤饭”，20分钟后，一名“蓝骑士”将热乎乎

的汤饭送到了她的手中。

本学期以来，西南科技大学悄然兴起的

“外卖食堂”，已经让不少师生感受到了这种

便利和满足。

在2019年以前，对学生点外卖的做法，很

多人并不赞成。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

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变化。“减少人员聚集”是

防疫工作常态化的要求，学校食堂也在思索

着怎样更好地为师生就餐服好务。

新学期伊始，穿行在东区食堂与办公楼

间的一台AI送餐车“小蛮驴”吸引了师生的视

线。“外卖食堂”进入学校师生的视野。同时

上线的，还有服务规范的专业配送团队——

学校与外卖平台联合打造的“蓝骑士”送餐团

队，保证及时准确地把每一份外卖送到点餐

者手中。

“疫情防疫战”在学校展开以来，学校对

校外人员进校有极为严格的管控，校外外卖

不再大批量进入学校。但间隔一段时间以

后，“翻墙外卖”成了校园“公开的秘密”。每

到饭点，校区围墙外就架起不少长梯，各式各

样的外卖食物从墙外递进来。

“我们最担心的，首先是食品的安全问

题。校外的餐馆，我们无法监控他们的食材、

制作流程，食品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再

则，送餐的社会人员我们也无法监管，一旦出

现一例病毒携带者，后果不堪设想。”学校餐

饮中心负责人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但点外卖

是师生们的刚性需求，只有给他们提供更好

的选择，才能让他们主动远离“翻墙外卖”。

学校“外卖食堂”的及时推出，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确保师生们的健康与安全，确保校园正

常的教学工作秩序。

一个月时间，“西南科技大学外卖食堂”

已经在线上平台推出了十余家店铺。这些店

铺均由学校几大食堂在运营，严格遵守学校

食堂管理规则。比如，所有食品材料会在每

年底统一招供应商，优胜劣汰，从米面到油盐

酱醋、各种菜蔬、鸡蛋、肉品……质量都有安

全保障，同时确保物美价廉；在备餐流程上严

格把关，确保过程安全；外卖餐具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采用节约环保的材料。

而在配送团队上，同样要求严格。平台

派遣专人长驻校内，加强“蓝骑士”配送团队

的管理。平台负责人介绍，“进入西南科技大

学的骑手，都是优选质量高、信誉良好的全职

骑手，在上岗前要提供个人健康证、机动车驾

驶证、无犯罪记录等证明。此外，还要针对校

园的特点进行特别培训。参与配送时，全程

佩戴口罩；每次取餐前测量体温，做好餐箱消

毒、菜品防护等措施，半个小时内便可送达相

应地点，既保障了防疫安全，又保证了送餐效

率。”

除此之外，绵阳市首个智能取餐柜也在

西南科大内登场。餐品分格有序存放在取餐

柜内，并将自动向点餐者发送取餐信息，师生

可直接扫码取餐，既安全又卫生。

西南科大师生来自全国各地，舌尖上的

需求也多种多样。学校食堂在这方面也在不

断推陈出新。

一方面，学校食堂计划在外卖平台上推

出30到50家店铺，边做边积累经验。好的餐

品继续保持，不好的及时撤换。另一方面，让

“蓝骑士”团队尽快熟悉校园环境，做到教职

工家属区、学生宿舍区、办公区配送全覆盖，

所有师生都可随时随地点餐。同时，还计划

推出“老人餐”“体育学子营养餐”“教职工家

庭早餐”等特色送餐服务。

根据线上平台显示，西南科技大学外卖

食堂正受到越来越多师生的青睐，很多热门

店铺的日销量达三四百份。外卖食堂作为西

南科大的一项新鲜事物，正引领着学校的餐

饮变革之路。学校后勤集团也将始终坚持以

师生为先的理念，根据师生的需求和满意度

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力求为全体师生提供

省时、方便、快捷的就餐服务，为筑牢全体师

生的食品安全防线保驾护航。

泸县
聚焦“痛点”“难点”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李庆祥）近段时间，泸县针对城镇学

位供给不足、教师工作热情不够、优质资源分布不

均等问题，以校点布局调整、教师队伍建设和体制

机制改革为主要抓手，努力做好两项改革“后半

篇”文章，切实推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

调结构、补短板，提升教育服务能力。新建学

校推“增量”。按照“教育组团打造”工作思路，满

足“就近就便入学”群众需求，通过新建、改扩建学

校，累计新增学位8000余个，进一步提高了城区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服务水平。撤

并校点化“存量”。按照“小学向中心校集中、初中

向中心镇集中、高中向县城集中、资源向寄宿制学

校集中”的原则，结合农村交通条件和群众教育需

求，全面收缩村级校点，集中办好直属学校，促进

乡镇学校布局更合理、条件更优质。提升内涵谋

“变量”。健全“城区园——镇中园——片区园

——村级园”学前教育服务网络科学覆盖城乡。

持续推进特色学校建设。

建机制、强激励，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发挥

“头雁”作用。推行书记、校长“一肩挑”，同步夯实

党的建设和学校管理，把党的建设贯穿到办学治

校全过程。制定校园长职级制管理意见，设置三

档八级标准。分批开展年轻校（园）长助理跟岗培

训。用好“杠杆”功能。按照“师随编走、编随事

走”原则，定期动态调整教师编制。

抓统筹、推改革，促进城乡优质均衡。优化

“学区制”管理。设置20个镇（街道）教育管理中

心，赋予人事调配、干部建议、工作考核等权利，统

筹落实镇域教育教学管理。探索“集团化”办学。

按照“示范引领、平等协作、融合发展”思路，建设

“1+N”初中教育共同体6个，带动学校52所，通过

请进来“学”、走出去“教”、网络上“磨”、实战中

“研”，整体提升初中教育质量。健全“职成教”网

络。设立县级社区教育学院，镇建社区教育学校、

村设社区教学点。实现农村教育从校内到校外的

全民覆盖。

威远县
建强乡村教师队伍

为乡村振兴“强筋壮骨”
本报讯（刘妍伶）近年来，威远县教育和体育

局按照《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要求，以“三重”强化工作举措，深化教育改革，

助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振兴乡村教育。

重职级待遇激励。落实教师职称评聘向农村

学校教师倾斜政策，开展在农村学校任教累计满

20年评聘中级教师职称和任教累计满30年评聘

高级教师职称，符合具体标准条件的，可不受本单

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申报评审上一级职称，通过

评审取得相应资格后首次可受聘相应层级最低等

级专业技术岗位。放宽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学历和

任职年限工作。

重生活补贴落实。严格落实“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教师待遇相关规定，对乡村教师予以重点投

入，优先保障。对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地

域偏远程度，分3个标准发放了农村教师补贴，共

惠及约3200余人，每年发放约620万余元；分7个

标准发放了乡镇工作补贴，共惠及约3400余人，

每年发放约1100万元。

重业务水平提升。提升政治素养，拟发《威远

县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采取集中培训、送教培训、工作坊研修、

名校跟岗培训等多种方式，开展师德养成与学科

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助力乡村教师实现跨越式发

展，努力提升乡村教师的教学理论素养、教育教学

能力和研究能力。广泛开展名师引领、名优教师

送教下乡，建立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全面提升了

乡村教师能力素质。

疫情下，成都理工大学成立教师志愿者团队，教授博导纷纷加入“帮厨大军”——

上班直播开网课 下班食堂“削萝卜”
■ 曾灵 何靖

西科大外卖食堂:构筑疫情时期校园餐饮新生态
■ 郭鸿雁 饶富英 李运

本报讯（夏莱文）11 月 9 日是全国消

防安全日。为切实加强校园日常安全工

作，提高师生安全消防意识、安全防范和

自救能力，我省各学校广泛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宿舍正确防火姿势，你get了吗？”“什

么是火灾逃生十法？”“灭火器该如何使

用？”……为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西

华大学开展了消防知识讲座、应急疏散演

练和灭火演练等一系列活动。学校各二级

单位还利用新媒体优势，全力打造消防宣

传新阵地，营造了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

“你知道我们的消防安全日是哪天

吗？”“你知道它的来历吗？”……11 月 9

日，眉山市苏洵小学开展了系列安全教育

活动。活动中，一群学生还带来了舞蹈

《小小消防员》，随着音乐的响起，他们一

会儿快速奔跑、一会儿捂住口鼻、一会儿

手持灭火器灭火、一会儿高举水管喷水，

让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下了解消防知识。

11月9日，叙永县叙永镇中心校开展

了消防疏散演练活动。当日下午，伴随着

急促的警报声，消防应急演练拉开帷幕。

各科任老师迅速到达指定岗位，在楼道间

指导学生快速疏散，班主任则带领学生弓

着腰，用手捂住口鼻，沿着学校指定的路

线快速、有序撤离到学校操场的安全地

带。随后，安办人员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

原理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并现场教学生

使用灭火器。

为进一步普及消防知识，隆昌市龙市

镇高星小学开展了“四个一”消防安全教

育系列活动：进行一次消防知识宣传、举

办一次消防绘画比赛、举行一次消防知识

竞赛、开展一次消防应急演练，筑牢学校

安全“防火墙”。

学校的送餐车（图片由学校提供）

消防安全记心间

新闻动态

眉山市苏洵小学学生表演舞蹈《小小消防员》。（张天刚摄）

（上接1版）

侯忠建说，为了支持全校各支部积极探索

总结优秀的支部工作法，推动教育教学改革走

向深入，学校通过建立一系列党建组织机制、搭

建活动平台、制定考核评价举措，来进行保障师

生混合党支部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

为了答好混编改革这道“综合题”，西南石

油大学提出“一院一品一特色”的活动方案，支

持以混编支部为首的一大批新型党组织开展创

新活动，大力支持“支部+文化”“支部+实践”

“支部+平台”等党建育人模式。学校每年划拨

40万元，鼓励更多基层党组织创新活动主题、活

动方案、组织形式、活动载体。

近年来，学校基层党支部共提出100项创新

党建活动项目、40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项

目，还通过设立“党组织活动创新奖”，坚持每两

年进行一次评选表彰，不断增强党支部活力。

师生党支部混编的破冰探索，带来了基层

党建改革的“连锁反应”：近年来，该校一个党

支部入选全国高校首批“双带头人”教师党支

部书记工作室，6 个党支部入选教育部全国高

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4 个党支部在新

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工作中获批“全国样板

党支部”，5个基层组织获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

型案例。

侯忠建表示，学校接下来将进一步总结凝

练优秀支部工作法，全面推动教师党建与学生

党建组织融合、思想融合、业务融合，形成实践

性强、示范性强的基层党建务实成果和特色

品牌。

学校教师志愿者帮忙整理新到的蔬菜。（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