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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
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也是中国
人所独有的节日。
一、春节的来历
春节，是农历的岁首，春节
的另一名称叫过年，是中国最盛
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古老
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
节日。是中华文明最集中的表现。
自西汉以来，春节的习俗一直延
续到今天。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
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
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
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
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
月初一为高潮。如何过庆贺这个
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
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在春节
这一传统节日期间，我国的汉族
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要举行各
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
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
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
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
民族特色。2006 年 5 月 20 日，
“春
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春节的来历有一种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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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
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
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
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
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
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
“年”兽的伤害。有一年除夕，
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乡亲
们一片匆忙恐慌景象，只有村东
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
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
老人捋髯笑道：“婆婆若让我在
家呆一夜，我一定把‘年’兽撵
走。”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乞
讨老人笑而不语。 半夜时分，
“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
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
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
“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
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
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
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
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
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
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蹿
了。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
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
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
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
许诺。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
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
兽的办法。
（客家人的传说）从此
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
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
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
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
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二、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
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
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
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
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
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
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HOUQIN DONGTAI
2015 年 3 月 2 日

退休的教职员工。
学期快结束了，校退管会要求各活动小组要进行一次总结活
动，我们小组就去和校生乐食堂孙荣根同志商量，先开会后吃饭，
生乐食堂在孙荣根同志的带领下，很多员工都来关心照顾我们，这
顿饭大家吃的非常满意开心，为我们退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特表示感谢与表扬，请多多向他们优良的服务态度学习，把学校食
堂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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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尊敬的后勤领导：您好！

校退管会退休锻炼小组

今天早上，本人不慎将钱包丢失在东部食堂外，
食堂阿姨顺道路过捡到，通过电话联系到本人，物归
原主。钱包中 1000 多元现金，一张身份证，四张银行
卡，两张交通卡无一丢失，特此感谢！！！
特此
敬礼

投稿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100 号上海师范大学后勤实业中心

的特有方式。按照我国古代记时
法，晚上 11 时到第二天凌晨 1 时
为子时。“交子”即新年与旧年
相交的时刻。饺子就意味着更岁
交子，过春节吃饺子被认为是大
吉大利。另外饺子形状像元宝，
包饺子意味着包住福运，吃饺子
象征生活富裕。
真正 过年 的前一夜 叫团 圆
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
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
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法
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
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
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
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
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
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
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
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
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
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
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
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
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
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
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
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摘自网络）

一碗一瓢藏温暖 一言一行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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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勤 召 开 2014 年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
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
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
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
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
寓新年发财的意思。年糕的口味
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
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
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
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
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
过年时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
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
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
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
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
则甜咸兼具，如苏州及宁波的年
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
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
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
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
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
以直接蒸食或是沾上蛋清油炸。
饺子，北方年夜饭有吃饺子
的传统，但各地吃饺子的习俗亦
不相同，有的地方除夕之夜吃饺
子，有的地方初一吃饺子，北方
一些山区还有初一到初五每天早
上吃饺子的习俗。吃饺子是表达
人们辞旧迎新之际祈福求吉愿望

表 扬 信
我们是校退管会领导下组织的锻炼活动小组，参加的都是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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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中上旬，大部分学生在结束
了一学期忙碌的学习后，已然踏上
了回家过年的旅途，但仍有不少学
生选择留在学校，继续学习、工作。
假期伊始，徐汇饮食中心原定
在寒假期间开放生乐餐厅为留校师
生提供就餐服务，但由于每天用餐
人数依然很多，尤其是高峰时段，
生乐餐厅的座位供不应求，因此，
徐汇饮食中心及时做出调整，将假
期用餐地点更改为较大的香樟苑一
楼餐厅，满足师生的用餐需求。
为此，徐汇饮食中心干部员工
齐心协力，克服人力
不足等诸多困难，在
之后的假期里，员工
们工作井然有序，每
天都为在校师生提供
可口的饭菜。
春节期间，徐汇
饮食中心积极稳定菜
价，改善伙食，并从
除夕至年初三向留校
学生提供十顿免费就
餐服务，一道道精心
准备的菜肴，让远离
故乡亲人的学生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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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温馨、温暖。
据悉，由于今年假期用餐人数
增多，寒假期间食堂的日营业额最
高达到 1.8 万元，40 天的假期完成
了 37 万元营业额，同比增长了 30%。
寒假的工作已近尾声，在即将到来
的新学期，又是新一轮忙碌的开始。
徐汇饮食中心干部员工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和真诚的服务，为全校师
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徐汇饮食中心）

电子版： http://houqin.shnu.edu.cn/

1 月 15 日，后勤实业中心
2014 年度总结表彰会在香樟苑
多功能厅如期举行。分管校领
导张峥嵘、资产处副处长刘明
锋、后勤实业中心主任孙勇，
党总支书记钱成，副主任袁敏
捷、张红英、徐剑鑫、杨培卿
与后勤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对
过去一年后勤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对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
会议由钱成主持。
孙勇通报了后勤财务收支
状况，并从安全、培训、规范、
民生、特色工作五个方面对
2014 年后勤各项工 作进行 了总结梳
理。他指出，2014 年是学校建校 60 周
年，后勤实业中心广大干部职工围绕
“安全、规范、转型、民生”四项工
程，努力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
提供优质、规范、高效、精细的保障
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5 年后
勤将以“安全、规范、服务、民生”
为中心开展新一轮的后勤保障工作。
后勤要进一步确立服务意识不动摇；
强化工作作风不松懈；严格工作规范
不马虎；提升学习水平不敷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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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代表后勤党政班子衷心感谢学校党
政及 相 关 职能 部处的 大 力 支持 和帮
助，同时也对一年来辛苦奋战在各个
岗位的后勤员工们表达了由衷地感谢
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随后，张红英宣读了《后勤实业
中心关于表彰 2014 年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2014 年，后勤与下
属 4 个部门获得校级及以上 11 个集体
荣誉；26 人次荣获校级及以上表彰。
另有 8 个班组获 2014 年度后勤先进集
体，88 名干部员工获先进个人称号。

寒假伊始，当大多数师生欢
天喜地忙着回家与亲人团聚时，
校园里仍有不少默默无闻坚守岗
位的劳动者，为留校师生的服务
保障忙碌着，这其中就有后勤干
部职工的身影。为了确保假期校
园的安全、稳定、和谐，后勤实
业中心在放假前就对寒假期间学

校的后勤保障工作进行了精心安
排和部署，要求各部门干部职工
严格按照值班时间
表，坚守岗位，用心
服务在校师生，为他
们营造一个安全、温
馨、愉快的寒假氛围。
餐饮管理中心
分别在徐汇、奉贤
两校区各开放一个
食堂，每天 6:30—
—8:30、10:30——
12:30、16:30——

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后勤实业中心

18:30 三个时段为师生提供一日
三餐服务；徐汇校区每天
16:00—21：30 提供洗浴服务（春
节假休除外），确保在校师生有
可口的饭菜吃，有热乎乎的热水
浴。为了确保假期食堂菜肴的新
鲜安全，采购加工中心的职工们
照样每天凌晨 2 点开着货车出去
采购。
公寓管理中心
把奉贤校区留校学
生集中安排在学生
公寓 4 号楼住宿，3
名值班阿姨 24 小时
轮流值班，1 名保洁
阿姨正常上班，提
供保洁服务。徐汇
校区 21 幢学生宿
舍全部开放，相关
工作人员全部正常
值班。
为了方便寒假期间两校区值
班老师的往来，交通服务中心安

承办：后勤实业中心办公室

顾问：张峥嵘

她号召全体后勤员工要以受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认真贯彻落实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互相学习、勤奋工作、不断超越，为
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为学校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与会领导为荣获 2014 年度后勤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代表颁奖，获奖集体
和个人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最后，张峥嵘对 2014 年度后勤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并

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对一年来辛苦付出
的后勤员工表示衷心地感谢。在新年
之初，他希望后勤进一步完善服务保
障体系和能力；进一步推进工作规范
和作风建设；进一步弘扬后勤传承、
创新、奉献、团队等精神和榜样作用，
认清形势、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
后勤的健康长效可持续发展增添光
彩。

（综合办）

校领导看望慰问节假日
坚守岗位的后勤职工
2 月 19 日上午，校领导滕建勇、
朱自强等一行在后勤实业中心负责
人的陪同下分别来到奉贤校区和徐
汇校区，看望慰问节日期间仍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的后勤员工。

校领导一行先后来到了教学
楼、宿舍、食堂，与员工们亲切交
谈，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新春
慰问品，并感谢他们一直以来为学
校所做的贡献。
（综合办）

排每天早上 7:30 一辆班车从徐汇校
区开往奉贤校区，中午 11:00、下午
16:30 分别一辆班车从奉贤校区返
回徐汇校区。为了确保假期校园环
境整洁，教学、住宿、办公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校园管理中心、师苑
物业管理部、后勤综合保障服务平
台等部门的职工，提供 24 小时值班

服务，每天均派人对两校区相关设
施设备进行日常检查维护，对师生
水电报修随叫随到，及时修理，解
除师生的后顾之忧。

指导：孙勇

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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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大后勤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圆满完成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羊年春
节的热闹喜庆氛围中时，我校新学
期开学准备工作已悄然开始。为了
顺利迎接返校的师生，后勤各个部
门自 2 月 26 日开始有条不紊地全面
投入新学期保障工作。
公寓管理中心管理员对宿舍各
项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包括消防
安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便民服
务设施等；维修员对宿舍公共设施
进行了检修与保养，及时完成了假
期内各项报修工作，并在 3 月 1 日
学生集中返校当天进驻宿舍，第一

羊
年
开
门
红
精
彩
乐
无
限

时间完成临时应急维修任务，保障
学生在新学期第一天的正常生活；
保洁人员寒假里一直坚守岗位，早
已将宿舍大楼打扫一新迎接同学们
的入住；购电员提前做好 2015 年上
半年度领取免费用电额度的准备工
作，并于 2 月 28 日——3 月 1 日两
天加班加点受理学生领电工作，有
效避免了大排长龙的现象。
两校区饮食中心除每年寒假期
间开放一个食堂为留校学生提供一
日三餐服务外，在开学之际，寒假
期间关闭的其它食堂也开始忙碌起
来，为返校师生准备就餐服务。各
食堂班组有序清洗餐
具、后厨、食堂大厅
等设施设备，确保食
堂的清洁卫生，同时
对大功率电器、锅炉、
灶台、蒸汽管道等进
行了全面的检查，排
除安全隐患。为了让
学生吃到可口的饭
菜，采购加工中心提
前为师生备足了蔬
菜、鱼虾、禽肉类、
海产品等，同时确保

开学第一天，春寒料峭。在
上师大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的
是笑意盈盈的老师和保育员阿姨
们。在这个喜悦的日子里，幼儿
园充满了红红火火的年味，
“开学
啦”
“新春快乐”的字样贴在镜面
玻璃上、吉祥
的中国红灯笼
图案，呈现出
一派热闹、愉
悦的氛围。为
了迎接寒假后
返校的小朋友，
幼儿园的教师、
保育员阿姨、
门卫叔叔们提
早两天来到幼
儿园布置教室、
打扫卫生，将
整个幼儿园装
扮一新，喜气
洋洋。
伴随着一声声“恭喜恭喜”、
“新年好”的祝福语，各班的开
学大拜年活动开始了。孩子们在

食材的新鲜卫生。对于引
进商铺，一方面要求他们
做好清洁工作，备好货品；
另一方面，组织人力对店
铺内的食品安全、设施设
备安全进行检查，全方位
保障师生的饮食安全和服
务质量。
此外，物业管理中心、
交通管理中心、信息管理
中心、校园管理中心、综
合办、幼儿园等部门也井
然有序地开展着各项准备
工作。
校园里重新栽种了属
于春天的花卉，令人感觉
春天的气息愈渐浓郁，在
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时
光中，我校后勤各部门的
开学准备工作已然就绪，
各教学大楼正敞开怀抱，
准备聆听同学们朗朗书声。

老师的带领下，互送祝福，相互
问好，一句句童言稚语也道出了
他们最真挚的祝福。简单的问候
过后，孩子们渐渐熟络了起来，
三五成群，嬉笑声不断，瞬间沉
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在随后的活

（幼儿园）
存储，相关部门员工也做好了安全措
施，为校园安全提供了切实保障。
今年，随着检查次数的增多，形
式越来越规范，员工在思想上和实践
中越来越重视安全工作，在日常工作
中，也逐步融入了安全意识，工作认

信息管理中心召开
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会议

真规范了很多。今后，我们将进一步
增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养良好的工
作习惯，共同创造安全的生产、生活
环境，为后勤保障工作助力。

投稿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100 号上海师范大学后勤实业中心

（综合办）

邮编：200234

由于今年寒假放的早，1 月上
旬，学生就陆续离校，踏上了回
家的路。为了落实学校在寒假期
间做好安全工作的通知精神，为
留校的学生和老师营造一个安全
的后勤保障环境，1 月 6 日，后勤
安全办对两校区的食堂、引进商
铺、校园中心、非编职工宿舍等
部门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除了常规的消防设
施设备检查、员工操作安全检查
以外，安全办主任还提醒各部门
员工做好放假前的各项收尾工
作。要求食堂、小
吃街员工完成后厨
的清洁工作，同时
注意关闭煤气、切
断电源，务必在离
岗前做好一切安全
工作，避免发生不
必要的意外。
在非编员工宿
舍的检查中，由于
外地员工携带的随
身物品较多，宿舍

联系电话：
（021）64323089

后勤动态

五湖四海是一家——学校组织 2015 年留校学生年夜饭
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和学院学生工作
副书记、辅导员等与近 80 名留校学
生欢聚一堂，提前共度新春佳节。
活动现场，一个个逗趣的猜谜
游戏，让现场的气氛热闹非凡，大
家聚在一起谈天猜谜，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市教委副主任袁雯及校
领导滕建勇、朱自强先后为学生们
送上新年的祝福，祝愿大家新春快
乐、身体健康、学习进步。随后，
外国留学
生、少数
民族学生
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
留校学生
带来的一
个个精彩
的节目，
现场气氛
活跃、年
味十足。
最后，校

领导为留
校学生们
送上了节
日大礼包。
据悉，
为了筹备
此次年夜
饭，桃李
居的大厨
们当天早
上五点就
去采购食
材，蔬菜、
鱼虾、禽
肉类等保证了当天菜肴的新鲜，为
学生提供一顿美味可口的“年夜
饭”。员工们也将大堂布置一新，
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副校长高
建华上午也赶来查看了准备情况，
对员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感谢
员工在这个全家团聚的节日里，仍
然坚守岗位为学生准备餐点。今年，
后勤仍为留校学生提供一次免费的

了开学各项准备工作的开展情况
并 对 这 学 期 的 工 作 做 了 详 细安
排。部门负责人表示，开学期间，
学生返校，呼叫中心要提前做好
准备，应对逐渐增加的电话咨询；
技术服务部门要做好后勤各中心
及各服务点的电脑设备寻访和维
护工作，确保各部门工作顺畅。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信息管
理 中 心 负 责 人 希 望 大 家 在 工作
中，踏实创新、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争取创造新的突破。
（信息管理中心）

内存放了大量的物品，加之冬天
干燥，用电等问题需要更加引起
重视，因此检查中特地关照非编
职工，平时要注意清理宿舍内存
放的物品，杜绝使用违章电器，
并要求他们在离开宿舍时，仔细
检查电源、电器等，务必切断电
源同时保存好自身的贵重物品。
除了食堂、小吃街及宿舍以外，
此次检查还查看了校园中心农药
储藏仓库等地，对于特殊物品的
（↙后续接左下角）

1 月 8 日下午，后勤实业中心 2014
年度工会工作总结会在徐汇校区后勤
办公楼 115 室召开。后勤实业中心主
任孙勇、党总支书记钱成、副主任兼
工会主席张红英、副主任袁敏捷、徐
剑鑫、杨培卿与工会委员、工会小组
长、各部门负责人、支部书记等 40 余
人参会。张红英主持会议。
首先，张红英从参政议政推进民
主政治建设、关注民生做好维权保障
工作、凝心聚力开展多种竞赛活动和
提升质量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四方面对
2014 年后勤工会工作进行了简要地总
结，并对 2015 年工会工作提出了初步
设想。

随后，获
得校工会积极
分子代表、巾
帼文明岗代表
在会上交流发
言，工会委员
就各自负责的
工作和与会代
表进行了实务
交流，通过提
问互动环节，
使大家对入会
申请、会员保
险、困难补助、
奖励政策等有

上师大幼儿园师生排舞忙
为了迎接 2015 上海师范大学纪
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5 周
年暨表彰大会，丰富大会内容，临
近寒假期间，幼儿园接到演出任务
通知，要求幼儿园编排舞蹈节目，
于是，寒假伊始，部分教师和幼儿
放弃休息时间，每天早早地来到多
功能活动室进行舞蹈排练。
这次参加表演的舞蹈节目是
《爱在人间》
，老师们接到表演任务
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编舞中，
并从每个班级里挑选动作协调能力
强、有舞蹈基础、性格活泼的幼儿
开始了排练任务，家长们也十分配

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后勤实业中心

承办：后勤实业中心办公室

（综合办）

数字化后勤：指尖上的一站式服务

合，每天接送配合演出的孩子们。
为了将演出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训
练中，孩子们一次次反复练习舞步、
动作，老师也认真的教导、纠正孩
子们的舞姿，争取做到整齐与优美。
排练的过程非常辛苦，训练强度也
很大，但是孩子们乐在其中，从不
叫苦叫累，大大提升了排练进度及
舞蹈质量。
负责排练的张老师非常认真的
投入到这次的排练中，从编舞到排
舞，加班加点地为孩子们训练，只
要音乐响起，她就全身心的投入到
舞蹈的情境中。在张老师的悉心教
导下，孩子们的舞姿
和步伐渐渐的优美起
来。
相信经过这段时
间的刻苦排练，幼儿
园的老师和孩子们一
定会给全校师生献上
一段优美活泼的舞
蹈，让我们拭目以待
吧！

（幼儿园）

电子版： http://houqin.shnu.edu.cn/

洗澡和除夕至年初三免费就餐服务，
除夕夜当晚，后勤还开放食堂为学生
提供观看春晚的便利。后勤希望尽可
能为留校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让他
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了进一步的了解。
最后，钱成代表党政对工会一年
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希望各级
工会干部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
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工作；各级工
会干部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困难职工；
后勤工会要进一步组织好文体活动，
落实好凝聚力工程建设，调动职工的
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
另悉，后勤实业中心工会被评为
2013——2014 年度先进教工小家、工
会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孙勇被评为
2013——2014 年度支持工会工作好领
导；龚铭伟、阮帆、刘向东、沈伟国、
于艳、温学军、黄汉山、朱新妹、余
汉兵、骆春红被评为 2013——2014 年
度工会积极分子。
（后勤工会）

后勤实业中心召开 2014 年工会工作总结会

后勤开展假期前安全检查
动中，老师们通过游戏的形式，
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对中国传统
节日有了初步地了解，而对即将
到来的元宵节，老师们正在筹划
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
节日印象。
快乐的开始，是新的
起点，也是新的希望，上
师大幼儿园将继续承载
“健康成长，快乐和谐”
的校园文化，让和暖春风
吹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综合新闻

2 月 17 日中午，由研工部联合学
工部主办的 2015 年留校学生新春联欢
会在桃李居餐厅举行。上海市教委副
主任袁雯、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党总
支书记王静怡，代表市教委来到我校
向春节期间留校过年的研究生、本科
生和外国留学生表示亲切的慰问。校
领导滕建勇、朱自强、葛卫华、高建
华、柯勤飞，以及校办、研工部、学
工部、团委、国际交流处、后勤实业

（综合办）

为切 实做 好新学期 各项 工
作，确保开学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2 月 26 日上午，后勤信息管理中
心在部门会议室召开了开学准备
工作会议。中心负责人及各部门
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各部门首先汇报了寒
假期间的工作情况，将上学期的
遗留问题及假期值班期间遇到的
问题做了统一的汇报及梳理，有
利于开学对各项工作进行跟进处
理。其次，各部门管理人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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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张峥嵘

本周电影放什么？影院好位置
还要去现场抢？……现在关注“上
海师范大学后勤”微信公众号，就
能一并解决问题。
本学期，为了给广大师生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后
勤实业中心特推出电影票微信选座
功能。师生只需进入“上海师范大
学后勤”微信公众号，点击“易生
活”菜单，进入“电影选座”子菜
单，即可第一时间了解近期校内电
影预告，第一时间预约理想的座位。
自去年 12 月该项服务功能开
通以来，仅仅两天时间，网上预
约订票数已达到 332 张，占该场
电影售票总数的 31.5%。截至 2015
年 2 月 27 日，共有 4 部 8 场电影
通过微信售票，有 3548 人次通过
该平台订购电影票，占订票总数
的 78.8%。许多同学在微信中留
言表示开通微信公众号订票服务
既方便又省事，足不出户就可以
了解近期上映的电影咨询，还能
提前挑选座位，和传统售票方式
相比省时、省力多了。
据了解，今后后勤还将通过
微信平台推出“浴室查询”、“餐饮

指导：孙勇

钱成

点赞”等更多功能，为师生提供更
多、更便捷的服务。
近年来数字化信息化不断的发
展，后勤服务也在不断的创新，与
时俱进，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尝试
让数字化后勤深入到学校生活的方
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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