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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雍支胜并没有经济压
力，宿管大爷的工作更多是消遣打
发时间。

雍支胜出生在四川绵阳，1975
年，他开始在绵阳一所乡镇中学教
数学，5年后考入广元师范学校读
书。1982年又到川北教育学院（现
在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进修3年，

在绵阳梓潼仁和中学教书，1996
年，雍支胜开始在绵阳梓潼定远乡
中小学校（现为定远乡小学校）教
数学、物理，2013年，已经是绵阳梓
潼定远乡中小学校副校长的雍支
胜内退，2年后正式退休。

2013年，雍支胜帮朋友忙来成
都，到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当保安，

之后又转入学生处做宿管工作。
“依照我的工资4500元，在绵

阳 当 地 养 活 我 自 己 ，甚 至 是 全
家，都足够了。”雍支胜之所以要
再干工作，一方面是打发时间，

“不然在绵阳当地，朋友见面就
是喝茶、打麻将。”另一方面，雍
支胜也确实喜欢学校读书的氛

围，“在外面，很少会有这样的氛
围，随手可以借到书，时间空闲，
人也沉得下心。”

经常站岗，晚上睡觉还要随时
注意学校动静，这对一个62岁的大
爷来说并不轻松，“我儿子来看我，
就说一晚上都睡不好，但我觉得习
惯了。”

今日阳光不退烧
端午假期天气晴好
预计今天白天艳阳依旧，天

空云量虽较昨日稍稍增多，但防
晒工作仍不可懈怠，最高气温将
超过32℃。28日端午假期第一天，
以多云天为主，时而云聚转阴，午
后到傍晚，西部沿山地区或迎来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9日，阳光退
场，气温略降。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端午节前 成都抽检节令食品
76批次全部合格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秀明）记者
26日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获悉，端午节
前，该局按计划组织全系统开展端午节
节令食品专项监督抽检，抽检样品主要
有粽子、蛋制品，检验项目主要有苯甲
酸、山梨酸、脱氢乙酸、纳他霉素、菌落
总数、商业无菌、沙门氏菌等。抽检的76
批次节令食品，未检出不合格产品。

本次主要抽检粽子、蛋制品，随机
抽取样品共76批，其中生产环节16批
（粽子11批，蛋制品5批）；流通环节60
批（粽子33批，蛋制品27批）。生产环节
抽样，全部在我市范围内食品生产企
业的成品库中随机抽取。流通环节抽
样，全部在我市22个区（市）县内有代
表性的连锁超市、干杂店等随机抽取。
抽检样品既包括大品牌的包装食品，
也包括散装、零售的产品。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139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360，全国中奖注数
3722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
中奖号码：36002，全国中奖注数
57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体
育彩票“七星彩”第17060期开奖
号码：1776345，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500万元；二等奖21注，每注
奖金1922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7139期开奖结果：

695，单选825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1557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7060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06 03 17 07 29 22
09，特别号码：13。一等奖1注，单注
奖金1349034元。二等奖18注，单
注奖金10706元。奖池累计金额0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都
今日 多云 19℃~32.8℃

南风1~2级
明日 小雨 19℃~30℃

南风1~2级

宿管大爷3年借书312册
连续两年

“校园读书冠军”

现实版“扫地僧”

今年5月22日，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年
度读书评选活动揭晓，结果让许多人大呼
惊讶：排名第一的，居然是62岁的宿管大
爷雍支胜，他在2016年以104本的借阅
量，排名第一。他是排行榜上唯一一位教
职工人员，而这已经是他第二年摘下学校
年度读书之最的桂冠。

3年时间，借阅图书312册，总字数达到7800多
万，雍支胜汇成16本读书笔记。在校园学生眼中，雍
支胜俨然大隐隐于市的“扫地僧”一般的存在。而在
生活中，做过数学教师、以副校长身份退休的雍支
胜没有经济压力，当宿管老师主要是打发时间，雍
支胜本人也享受校园氛围，“在外面，很少有这样的
氛围，随手可以借到书，时间空闲，人也沉得下心。”

在大二建筑工程管理专
业学生杜茂霖眼中，雍支胜俨
然是现代“扫地僧”。“他看的
书都会跟我们交流，也会给我
们推荐，现在的《社会学》就是
他推荐的。”杜茂霖还记得，进
校时第一次见雍支胜是在岗
亭里，“当时看到他周围有书，
就觉得不简单。后来每一次见
到他，周围都有书。”

学生肖哈哈（化名）觉得，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让我们这些学生很惭愧。”雍
支胜看书的身影，也让很多学
生印象深刻，学生康康（化名）
印象中，“在校期间都能看到
雍老师看书的身影。”而图书
馆工作人员透露，几乎每个图
书管理员都认识他。

对于“扫地僧”的称
号，雍支胜直摇头，“我只
希望能够带动学校学生们
的读书氛围，我哪里是‘扫
地僧’那种级别，名头太大
愧不敢当。读书就是自觉
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摄影记者 陶轲

连续两年“校园读书冠军”
3年312册汇成16本读书笔记

评选
5月22日，在四川现代职业学

院年度读书评选活动上，学校62岁
宿管大爷雍支胜作为全校借阅量
最多的人站上舞台。他准备了3页
钢笔手写演讲稿，讲述自己的读书
心得：“读书使人明智，使人聪慧，
使人高尚，使人文明，使人明理，使
人善辩。”

这并非他第一次站上舞台。去
年雍支胜也是作为学校图书馆借
阅量最多的人获得“读者之星”的

称号，也是这两年来唯一上榜的学
校职工。

这样的评选活动是基于学校
图书馆借阅数据，学生、教师、职工
均可参加。2013年12月11日，宿管
大爷雍支胜办理四川现代职业学
院借书证，第二天，雍支胜就出现
在校图书馆，借走8本书。5天后，雍
支胜又出现在图书馆。

校图书馆成为雍支胜常去之
地，从工作地学校男生院日新楼到

图书馆只需要步行3分钟，校图书馆
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认识雍支胜。

2013年，40本；2014年，53本；
2015年，115本；2016年，104本，雍
支胜的阅读数据显示，他频繁到图
书馆借书，并且，他看书，还保持着
一个好习惯：做读书笔记。

“《社会学》，英国安东尼·吉登
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学就
是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
的科学研究，它是一项令人着迷而

欲罢不能的事业，因为它的主题就
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我们自己的行
为。”写在本上，雍支胜的钢笔字龙
飞凤舞。像这样的读书笔记本，雍
支胜有16本。

三年时间，总借阅图书312册，
总字数7800余万，汇成了雍支胜16
本读书笔记。从一开始的废旧纸背
面，到后面的专门笔记本，雍支胜
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做好专属标签
方便查阅。

雍支胜的读书类型五花八门，
历史类《中国简史》、《画说中国近代
史》、《大明王朝》，养生类《养生长寿
指南：中老年保健防病手册》、《蔬菜
养生堂》、《饮食本草：家庭健康营养
全书》，国学类《易经》、《大学》、《老
子》，传记类《毛泽东传》、《刘伯承
传》……

他借阅最多的是关于学生管
理方面的书籍，“我在中学教书时，
师生关系更多是靠规章制度，老师

给出规定,学生无条件服从。但大
学不是这样，我希望能够学到更
多，用关心、关爱和爱心来跟学生
沟通，更有效。”

雍支胜每次借书，一定会借上
一本跟学生有关的，可能是《好老
师这样教学生》，可能是《教师要掌
握的沟通技巧》，也可能是《教师怎
样与学生做朋友》。

作为共产党员，雍支胜还熟读
《中国共产党章程》，“有一次，一个

同学问我团员和党员的区别，我就
可以简单地说上几句。”

每天上午7点半是雷打不动的
寝室查房，雍支胜负责的3层楼78个
寝室，他每天都要走上一遭，“检查
寝室卫生、查看安全隐患、提醒贵重
物品存放。”就算是每个寝室花上3
分钟，一层楼也需要一个小时，等到
查寝完毕、相关记录存档，差不多已
是中午了。

定期的轮岗、收取水电费、处

理突发事务，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
10点就是雍支胜的阅读时间。幽默
笑话之类一两天就可以翻完，涉及
时间、地点、人物、文化经济的《中
国简史》20册，雍支胜花了5个月才
啃下来。

2013年，刚刚干宿管工作的雍支
胜眼镜度数200度，3年多过去攀升到
300度。容纳75万册书的图书馆，雍支
胜每个星期都要去逛一圈，“提前想
好看哪方面的书，去了后再借阅”。

中小学副校长退休当宿管
喜欢大学里随时可以借书的氛围

历史国学养生传记都有
每次都会借一本跟学生有关的书

学生
每次看到他
周围一定有书

还给我们推荐好书

5 月 24 日，成都树德中学宁
夏 校 区 的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推 送
了一则特殊的“广告”，是来自校
内 高 一 学 生 们 成 立 的 4 家 学 生
公 司“ 新 品 发 布 ”，太 阳 能 便 携
灯、数据线收纳器……这些学生
公 司 的 CEO、COO、CFO 等 ，绝
大部分都出生于 2000 年后，是标
准的 00 后。

你认为一盏灯可以是什么样
子？太阳能续航、能折叠压缩、自动
充气、拎在手里没有一支钢笔重
……成都市树德中学高一年级同学
们亲自动手制作的这款灯，大概会

超乎你对传统灯具的想象。
“拉开按钮，挤压一下，内外

的气压差就会给灯自动充气，顶
上就是太阳能板。”太阳能便携
灯的技术总监兼公司 CEO 李洋
旻拎着便携灯，轻轻一按，16 个
LED 小灯泡就亮了起来。今年 3
月，李洋旻从网络上获得灵感，
萌生了做便携灯的想法，与团队
小伙伴们一拍即合后，他网购电
池板、灯泡等所需材料，在爸爸
的帮助下，亲自动手焊接成一个
四四方方的“灯笼”，证实了理论
可行。但首次使用的外膜是透明

的，光线刺眼，并不实用，第二代
更新为铝膜天花半透明膜体，但
手工焊接无法保证；第三代灯罩
换成磁铁自弹式灯罩，还增加了
USB 充电功能；但第四代产品舍
弃了这一点，考虑到室外使用时
的安全问题。在多次试验和征求
意见后，产品增加了特殊功能，
长 按 电 源 按 钮 ，灯 能 自 动 发 出

“ 三 短 三 长 三 短 ”的 SOS 求 救 信
号。“如果野外使用遇到危险，这
点很实用。”李洋旻说。

别以为这些产品都是闹着玩
的，李洋旻团队的便携灯，已经申请

了实用专利号。今年3月，同学们还
开始组建自己的创业团队，牛刀小
试。别看只是学生公司，但在组织架
构上可一点也不掺水。高一的同学
们共组建了四家公司，分别是“I
Light公司”、“E BOX公司”、“日汐
公司”和“L F公司”，每个公司成员
在 8 人左右，均由来自高一不同班
级的同学自由组合，在之前，他们甚
至对彼此都不太熟悉。除了总领大
局的CEO，每个公司都设置有人力
资源总监、产品总监、财务总监、策
划总监等多个岗位，几乎是一家常
规公司的mini版。

6月初，这四家学生公司的产品
将参加JA中国成都赛区的选拔赛，
优异者将推选到全国乃至亚太地区
比赛。什么是 JA 大赛？JA（即 J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组织），是全
球最大的致力于青少年职业、创业
和理财教育的非营利教育组织，每
年有 1000 多万学生接受 JA 的教育
项目。“比赛不会设置名次等级，我
们不是以名次分数来评价同学，而
是设置运营、策划等特别奖项。”JA
中国成都办公室项目与发展经理刘
倩倩说。

梁梁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1岁女童被开水烫伤
交警驾警摩6分钟送医

1 岁女童在家中不慎被开水烫
伤双腿，家属急得不知所措，送医途
中幸好有交警相助，将女童快速送达
医院救治才脱离了危险。5月24日下
午3时许，正在新南路与林荫中路路
口执勤的成都交警一分局民警李东
昊遇到中年女子慌忙求助，称孩子烫
伤了急需送医。李东昊立即驾驶警
摩，搭载着伤者前往医院，全程4.6公
里耗时6分钟后，顺利将烫伤女童送
至医院。

5月26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上李东昊，他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
紧急一幕。李东昊回忆，5月24日下
午3点19分，一名中年女子抱着孩子
朝正在执勤的他跑来，气喘吁吁地
说：“警官，我外孙女不小心被开水烫
伤了，急需送医。”李东昊看到女童正
嚎啕大哭，双腿已经大面积起泡，中
年女子右手臂上也有烫伤痕迹。于
是，在向指挥中心汇报后，李东昊让
两人坐上警摩，迅速朝成都市第二人
民医院疾驰而去。6 分钟后，他将伤
者送达急诊室，由于家属出门慌忙，
并没有带钱。李东昊帮助家属挂号、
找医生，办理治疗手续，直到将孩子
交到医生手里后才离开。

对于被烫伤的小女孩，李东昊一
直关心着她的情况，26日上午，他再
次来到医院看望小女孩，送来了一份
儿童节礼物。被烫伤的女童叫轩轩，
今年一岁零两个月，烫伤的双腿已被
包扎好，母亲在病床旁照看，精神看
起来不错。“太感谢李警官了。”孩子
外婆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家住在中和，
那天下午，她抱着外孙女走进厨房，准
备看饭煮好没，不小心滑倒在地上，撞
碎了两个水瓶，她和孩子都被开水烫
伤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你认为一盏灯可以是什么样子？
这群00后告诉你：可以自动充气、太阳能续航、能折叠压缩

类型

缘由

雍支胜边读书边记笔记

雍支胜获得该校2017“读者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