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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农园小鸡蘑菇窗口的

李 师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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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即将在这个园子度过第5个年头
的老人，常常光顾农园二层。所以
当昨晚熄灯的时候在人人网上看到
李师傅病逝的消息时，眼泪就止不
住落下来。今天中午我和研会生活
部的同学特意去农园调查了一下这
个事情，从农园经理和厨师长那里
确证了这个消息。
    

师傅全名叫李建华，是“十一”假
期期间突发脑出血去世的，年仅33
岁。
对每个人来说，在这个园子里总有
一些熟悉的陌生人，可能直到离开
这里，谁也没有打破这冰冷的界
线，可能因为自己的生活尚无暇被
照顾周到，也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交
圈子已经容纳不下一个“无关紧

要”的小人物……但是李师傅却用
自己阳光般的笑容和亲切的东北口
音问候，和许多长期光顾“小鸡蘑
菇”窗口的同学建立起了淡淡的情
谊，所以他过世的消息，才会引来
那么多同学的关注。
今天听餐饮中心的工会主席介绍到
一个细节，真的使我很有感触。
“建华一点不像三十多岁的人，每
次早例会他都踮着脚走路，我问
他，他还笑着说这样不会显得他在
人群中太矮……”这是对生活怀有
怎样的期待和热爱，是多么努力想
把平淡的人生过得再有情趣一点！

李师傅为北大服务多年，五冬六
夏，在煤气灶面前为大家热坩埚和
铁板烧，可至今仍是北大的一名临
时工。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他的离
去不仅留下了一同北漂来京的妻子
和尚在家乡的孩子，也断了家庭的
主要收入来源。据了解，农园的叔
叔阿姨们自发为他捐了一点钱。我
们北大研究生会生活部正筹备于下
周为李师傅举办募捐活动。

 除了给予李师傅家人一些力所能及
的现实帮助，我们也希望给他们带
去一些情感上的支持—— 一本纪念
李师傅的小册子，内容之一即是北
大同学们对李师傅的印象描述和祝
福。希望等两个孩子长大，能记得
自己的父亲是个怎样伟大的平凡劳
动者！

如果你也听说过他，如果你也曾经
被他的笑容鼓励，如果你也觉得他
坚持了一份美好的事业，如果你也
觉得他的精神在人情淡漠的大机器
社会十足珍贵，如果你和他曾经有
过短暂互动，那么希望你可以为他
留下祝福，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
他的故事。

欢迎将你与李师傅交往的短小故事
站内给我们，也欢迎直接留言，我
们会将这些东西一并记录下来，在
募捐活动结束后转交给他的家人！

谢谢！



之前看到农园小鸡炖蘑菇师傅去世
的消息，还难以置信，和韩轩姐姐
说就这么一条状态，是假的吧，他
还那么年轻。今天看了一个师姐去
食堂经理和工会调查的日志，看来
确切是真的了。在上托福课的时候
用手机看到，眼泪就掉了下来。
 
李建华师傅是长春人。
 
我刚刚上大学第一次在这个窗口吃
饭，因为口音真是一模一样，李师
傅就问我，你是哪里人哪？我说我
是东北人啊，他说东北哪啊？我说
长春，他就说，我也长春人呢。说
出的都是我太熟悉的地名，实际上
我们都住在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
他在47街区，我在51街区。他特别
感慨地说，我在北京六年了，很久
没回去了，还是家里好。咱是老乡
啊，今后要常来呀。那是2010年的
夏天。
 
那段时间正好赶上25分的期末考
试，身体也很糟，人际也很糟。每
次中午去吃饭，只要是去他的窗
口，他微胖的身体迈着欢快的步
子，语气和神情永远都是那么愉
快，让人感觉心里很舒服，觉得这
个偌大的园子还是有人可以说上几
句话，可以毫无条件地给人温暖和
愉悦。
 
后来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那个窗口吃
饭。今儿吃点啥呢？李师傅经常这
样问我，我还没有回答，他就会

再见，大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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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热情欢快地说，今儿吃个红酒
牛肉吧，今天的牛肉特别好！或者
点那个石锅拌饭的时候，李师傅就
问，要一勺酱还是两勺酱啊？两
勺？恩，咱东北人口重哈~不够再来
添~那时候的农园还没有现在这么
挤，我总是喜欢赶着晚上快六点人
更少的时候去吃晚饭，那时候总是
傻了吧唧的拎着电脑去吃饭，挂着
笔记本的手腕端小火锅的时候手抖
来抖去的，李师傅嘴里面会“哎呦
呦呦呦”的叫着让我小心，那时候
晚上的阳光透过农园的玻璃墙，焦
黄明亮，记忆尤深。
 
10级到来之后农园越来越挤，我
也越来越宅，便很少去农园二楼吃
饭了。偶尔路过的时候，还可以看
见李师傅在窗口里面，忙碌的快步
走来走去，脸上还是那么灿烂的笑
容。唯一后来去那个窗口吃过一次
饭，没有看见李师傅，是一个年轻
的师傅端给我的。
 
我真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再也见不
到他了。大一下学期夏季期末总去
那个窗口吃饭的时候，那时候第一
次看到师兄师姐穿学士服照相，就
曾经想过，毕业的时候要穿那大黑
袍子找李师傅照相，还要找包子大
叔照相。真没想到，李师傅就这样
从园子里消失了，也从这个世界上
消失了。我本以为他呆在这个园子
里的时间会比我还要长。其实我现
在回想，头脑里已经完全记不住李
师傅的面容了，只是还记得他的话

语，和他的笑声。

忍不住眼泪一直淌，现在能回忆起
来的，全都是一些欢快愉悦的细
节。大约这也就是李师傅的特点，
带给人的全都是，火热的美食和温
暖的问候。

那个师姐的日志里面写李师傅的两
个孩子，大的才刚刚上小学。我估
计这样一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就要回
家乡了吧。也看到说李师傅在食堂
干了这么久才只是个临时工，可我
总觉得他那种气势和神态，早就可
以当厨师长了。
 
也许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
生命的消逝在众多的卡扎菲和小悦
悦们的冲击下依然和他生前一样平
凡而不起眼，并且迅速被人遗忘，
小鸡炖蘑菇的窗口大概还会继续开
下去。但是和卡扎菲、小悦悦以及
这个繁杂而遥远的世界相比，李师
傅带给我的温暖是最真实的温暖，
难过也是最真实的难过。
 
写日志的师姐说希望能收集一点同
学们对与李师傅生前交往的回忆带
给他的家人，于是我就写在这吧。
实在是不知道该些什么，该怎么
写。回忆太少，印象太深。很久没
有掉过眼泪了，不知道是不是趁机
哭一场。
 
再见了，大厨师。

七律  悼李建华师傅

记得当年农园景，一锅笑靥满相迎。北国严冬驱寒意，幽燕烈日赠凉清。
今君不幸别人世，膝下妻儿苦难撑。八方齐助济斯难，善意共聚慰天灵。



唉……不想抒情了……抒情让人太
难受……就说说故事……把轻松的
事记下来，以后想想也会觉得开
心……

大一的时候特别喜欢在农园二层吃
饭，其实十有八九都是去吃锅仔，
总觉得李师傅都是笑呵呵的，人很
和善。我一向是不懂得如何与陌生
人打交道的人，就算我明知道别人
热情我也总是不好意思跟他说一句
话，顶多是特别开心地笑笑。听得
出来，李师傅是东北人，我猜他大
概也听得出来我是东北人，所以我
每次去那个窗口打饭都很开心，吃
得到热气腾腾的锅仔，还听得到乡
音。后来大概是考试周第一周的一
次，打饭的时候人少，我排着队，

也说说农园的李师傅
韩轩 08 中文系    2011/10/23 00:03

李师傅突然问我你们啥时候放假啊
啥时候开学啊，然后我才跟他说了
第一句不是关于“小鸡炖蘑菇”和
“可乐炖排骨”的话。

后来听大蒙姐和月月说他是长春
的，好像还住在汽车厂附近，我们
仨聊着聊着就觉得特开心~但是之后
每次我打饭的时候还是不好意思跟
他攀攀老乡多聊聊天……

大二的时候就好像和他很熟了，但
还是话不多……因为每次中午我去
都跟他说只打一两饭，他就总是
笑呵呵地跟我说：就吃一两啊！然
后又笑呵呵地单独盛出一两的饭。
有一次中午人特别特别多，我还说
要一两饭，他忙得不可开交地说：

“唉呀同学现在人太多了，就吃二
两吧，二两又不多！大中午的！”
东北味儿特别浓厚。

再一件事就是大二时候评十佳，那
一年他们家推出红酒炖牛肉，打饭
的时候他就跟每个打饭的童鞋说帮
我们投票吧谢谢啦。然后排到我的
时候他说：“不用说你肯定会投票
了吧！”哈，当时我冲口而出一句
特东北的话——“必须的！”自己
都觉得兴奋，大概是终于觉得自己
可以做点什么回馈他一向很东北式
的热情和好吃的锅饭吧。
 
如果不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如果不
是刚才看了王雪妹妹的日志，恐怕
我永远都不会想起来这些事，现在

把这些事写出来，印象都有点模糊
了，记忆中都是一个个场景，而没
有太多的情节。从小到大，很幸运
的是我没有亲近的亲人离世，也更
天真地希望以后都不会有。只是记
得高中的时候，听说一个初中的同
桌不在了，再有就是这次……可惜
我太不擅长把自己想的表达出来，
每次遇到开心的事和人也很少主动
表达自己的开心，每次听说不幸的
事也都不会把它们写出来，所以现
在总是想，如果当初自己可以不那
么不好意思讲话，事后是不是就不
会觉得好像有说不出的难过……毕
竟，让人觉得温暖的人和事过去就
真的过去了，不想总带着遗憾的心
情回想这些……



最熟悉的陌生人
——再见，再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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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怎么来码这些字。

刚刚在农园吃过“铁板咖喱牛肉饭”。6元。

我想我就是Holden说的那个没带卡直接端走的女孩。

昨天晚上去学一吃完饭，匆忙赶去上课的途中瞥见贴在学一门口的海报。
错愕。

之前看见农园小鸡炖蘑菇窗口有个新的师傅，还很奇怪原来那个热情可爱的
师傅哪去了，是不是临时有事换班了。实在没想到世事竟是如此无常。如此
无情。

从我刚开始在农园里那个鲜有的挂着很多十佳菜肴的窗口尝遍各种美食时候
起，我就对这个可爱热情、与众不同的师傅印象深刻。他的嘴角、眼角总是
微微上扬的，似乎一直在笑，真分不清是他天生就长了这么一张亲切的脸还
是这么多年的热情服务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呢！他对每一个来窗口吃饭的
人都很热情。很多人都是他的窗口的忠实顾客，包括我。所以他的窗口才永
远都那么多人吧！到现在我都还很好奇，他真的能记住每一个常来他的窗口
吃饭的同学么？尽管我们每次跟他说的话基本上都只是菜名而已。他的服务
不似其他员工的平淡，较之包子大叔的叫喊更温润。

真诚。这是我隐隐感受到的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我们当今社会十分缺乏的品
质。在一天忙碌的学习工作中面对各种压力后，能在他的窗口感受到一丝淡
淡的平和与温暖，即使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也是愉快的享受和巨大的满足
吧！

十一前的2个星期中的某一天，大概是9月21日，下午下课后我到农业小鸡
炖蘑菇窗口买“铁板咖喱牛肉饭”。恰好太阳卡里没钱了，只带了校园卡。
看到农园里正好新装了刷校园卡的机子，于是就排队了。没想到等排到的时

候，却被告之校园卡还不能用，因为机子还没调试好。但是，大师傅却说他
认识我，说我总在他的窗口吃饭，让我直接端走就好，下次再刷卡就行了。
我非常震惊！绝不敢想象在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别说校外，就是学校里经
常光顾的食堂窗口——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欠缺人情冷暖的社会里，
在大师傅的身上，我感到一种巨大的信任！在这个看似危险的社会丛林里，
他卸下了所有防御，用最稀贵的真切来对待所有人！而他理所当然就能得到
别人的喜爱！

谁能说不是呢？有人说社会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
龇牙咧嘴，它自然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可是我很后悔。

那天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补上那6元钱。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想最
近恰巧没在农园吃饭，但以后有的是机会，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
但是，原来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周一下午，终于又到了农园二楼。却不曾
想，大师傅不在小鸡蘑菇窗口，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陌生的面孔。当时只是
很奇怪，也很可惜没能再还情的时候跟大师傅道声谢，却绝没想到是这样戏
剧性的意外！

原来，有些事不能等，有些人不再等。世事无常。有些事，一不小心让它溜
走了没抓住，便再也没有机会寻回了。

吃饭前，到农园门口的募捐点捐了60元。6×10。如果我能做更多。

大师傅，我想跟您道声歉。我要跟您道声谢！您能听到么？

愿您一路走好！上帝的诺亚方舟可舒服？



此生未完成
杜娟  2007级历史系本科生

今年7月，我从北大毕业，现供职于某咨询公司，挽起袖子去挣面包与米饭，却更加怀念大学时的理想与浪漫——母
校的人、大学的事、食堂的菜、燕园的书，离开了却更难舍。惊闻李师傅去世的消息，却发现4个月前的一句“再
见”竟那么抵不住时间的考验。

李大哥，相信您不曾记得起我，毕竟那时每天那么忙，人来人往。

但有一件事，我却是常常念起。大二时，我中午下课到您的窗口打饭，碰巧
后面有个国际会议团，一位美国教授想买饭，正手口并用地费力解释；而您
嘴角挂着一贯的笑容、眉头却紧蹙地盯着他，希望能从他的手舞足蹈中找出
点信息。当老教授无奈地摇头、摊手时，您开始着急了，目光转向我求救。
这时，我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悔自己反应迟钝，没早为您解围。我和教
授交谈了几句，然后告诉您他想买什么、饭量多少。本以为已经结束了， 但
您还“不依不饶”，“同学同学，我请你吃饭吧，然后你教我几句英语”。
我也痛快，“行啊，那我先去吃饭啦，下次得您来埋单”。您嘿嘿一乐，
“好嘞，记住啊”。虽然英语没教成，但我已养成“去农园、只吃小鸡炖蘑
菇”的习惯。当然，不为免单，只为吃着舒服，你言我语，有家的温度。

当了3年的学生监督员，我清楚地知道社区服务、餐饮员工的辛勤付出，也
理解在一个自己说了不算的单位，服务窗口总是首当其冲，承担着没来由的
抱怨、不满、怒气有多苦。毕业时，还特意去找到熟悉的餐厅师傅、修车大
哥、澡堂的大叔道别。跑到您的窗口，跟您说声再见，还说我会当“啃校
族”，馋了就杀回学校再吃小鸡炖蘑菇。

而此后的近半年，我每次回学校，都没来得及再吃顿正餐，更没想到这句
“再见”竟永远不能“再见”。

也许您在天有灵，会对我们现在的所思所感、所言所行，感到诧异；外人也
会说，人走了，你们才肆意去搜罗信息、美化回忆、拔高意义——这也就是
学生的矫情与北大的刻意。但我想说的是，“局内人”才真正懂得，自己是
出于真诚地感恩与善意地珍惜——正是与您的交集足够美丽，使得我们追忆
往昔都会沉浸在那饱含温度与香气的笑意；正是您对本职工作的付出、对
家庭的责任，我们才更觉得对别人付出是种美好，爱人所爱不能光靠“布
道”。
而于我个人而言，我更不觉得，此时我的言语有任何过分雕琢、些许唐突之

处。

一则，您的处世态度，我很推崇。之前与您接触，后闻您离世的噩耗，读到
了您对家庭的付出，我总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无论做什么，
都能用劳动赢得尊重；无论何种处境，都能坦然承受所有的一切，勇敢真诚
地面对生活。您于自己的孩子，就像我的父亲于我，即使在“拼爹”的时
代，不能用钱/权铺路，但那种坚毅、承担与善良则是我为人的准则，谢谢您
们。而在一个能用“星-腥-性”博眼球、用“权-钱”做杠杆的时代，什么
能靠得住、什么能走得远、什么入得了心、什么是真正的意义，北大让您与
我都懂得！

二则，你的工作原则，我十分敬佩。7月离开学校，我投身到社会的大熔炉
里继续学习。大学时，我愿心系天下、相信兼济者达；而今，面对新的价值
观、新的行事准则、新的评判规范，我一时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大学时，
我以为，在繁琐的工作中，始终保持向上的动力和乐观的心态，这是基本的
准则；而今，我会慨叹这可以是一种境界了——我常想起您的笑容，那么干
净、那么真诚，本职工作也能做得有声有色，被无来由地抱怨多多也能安之
若素、更好地工作，这实属难得！

三则，嫂子现在的心情，我有同感。3年前，我最爱、最爱我的人因车祸离
开，我跪在急救室里，听着体温从指尖滑落的声音，心碎如泥。那是我第一
次体悟到“欲哭无泪”与“无可奈何”。家人不让医生把他带走，拉着担架
扑到地上哭诉着“天塌了”，我也就更清楚逝者有多么不舍、存者有多么难
过。所以，想着嫂子此刻的心情和处境，回想起3年前的那一刻，我竟然连
续一周失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种“痛”、更深刻地知道今后的路有
多“难”。而此刻，或许我们无力做得更多，但我们希望，用文字、用行动
让嫂子知道——爱在接力，人心不冷，您的此生未完成！

李大哥，一路走好！嫂子、孩子，挺住别哭！我们，继续保持自己心的温
度！



发信人: Holden (小耗子),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3:21:42 
星期六), 站内信件

李师傅记忆力很好，还给我展示，我随便在排队
的人中指个人，他都知道点了什么。一次一女生
没带卡，李师傅叫她直接端走。

祝一路走好。

发信人: damon (东方小胖),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5:14:11 
星期六), 站内信件

虽然不知道这位可敬的李师傅，但是他的故事让
人感动。

发信人: Bobshen (风),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5:55:00 
星期六), 站内信件

这位师傅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并且记性很
好。我有段时间去实习，没怎么去农园吃饭，实
习结束后，再去吃小鸡蘑菇，他都能记起，说我
好久没来了。。。

bless！

发信人: chchrischris (chris),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9:19:45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师傅，还总给我们多加点肉，
每次去就跟见到熟人一样打招呼，真的人特别特
别的好。。刚知道他是四平人，想着自己还去过
一次四平。。。唉，缅怀这么温暖这么伟大的一
个人。。。这段时间老想去吃那个窗口都因为人
太多没去，太遗憾了，这学期都没能见到这个师
傅。。bless……

发信人: xujw (蘅芜草),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21:11:30 
星期六), 站内信件

我记得，李师傅给同学们盛好铁板的时候，会嘱
咐一句，“端稳了，小心别烫着……”

寄信人: pkucici (安望星空)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1:24:29 
星期六)

只要是他在窗口打饭，都会有眼神的交流，还有
温暖的笑容…感觉特别亲切…

有一次好久没去了，他说，“你好久没来这个窗

口了。”我特别惊讶，他半开玩笑地说，“来这
个窗口打饭的人我都记得。”我想哪怕不是真的
每个人都记得，也是真的能记住很多吧…感觉
打饭不仅仅是他机械的工作，而是我们都融入
到了他的生活中…那种感觉让人得生活一下子
丰富了好多，温暖了好多…怎么突然就都消失了
呢……………………

特别后悔没多对师傅笑一下，没多说几句话TT…
bless师傅一路走好…

寄信人: dreamt (Mandy)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8:56:03 
星期六)

因为经常光顾那个窗口，李师傅也算是认得我
了。每次去那儿李师傅都很热情地问一句：“下
课了啊？”有时候去晚了没剩下什么料，师傅
总是很亲切的说：“今天来晚了，明儿早点来
呀！”有一次去那儿吃咖喱牛肉饭，师傅皱着眉
头说：“没什么肉了，明天多给你点儿。”于是
第二天我又去了，师傅指着那些盘子说“你随便
挑”。听说这个消息后，昨天中午又去了农园，
买了咖喱牛肉，但是一直没敢问这事儿。如今落
实了这消息，脑子里满是李师傅热情地笑容，非
常难过。

寄信人: DONGWU (冬舞夜未央)

轻轻的你走了
正如你轻轻的来
却永远留在我们
记忆的舞台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3日00:21:34 
星期天)

以前每次都是冲着他去那个窗口的，去的次数多
了他就认得我了，每次都会很热情地招呼我，问
我今天是要小鸡炖蘑菇还是可乐排骨，有时还会
多给我点肉。。后来有一段时间没去，还问我是
不是毕业了什么的。。bless，希望他家人节哀，
也相信他会在天上保佑他的妻子和孩子。。

寄信人: qinyijane (April Sky)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30日16:03:26 
星期天)

您好，师姐托我务必带到。如果小册子什么还来
得及的话，师姐很希望写上她的话：

“我一直还记得那次在路上，你骑车经过看着我
但没跟我打招呼。也记得到后来我再去吃你就会
很热情跟我打招呼，说：上次我骑车看到你哦，
不过我没穿工作服，你大概认不出我了。我笑笑
没说什么，其实我怎么会人不出来呢，那段时间
几乎天天在你的柜台吃的。

那么多次的小鸡炖蘑菇和樟茶鸭。希望你的孩子
长大以后，能够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骄傲。也希
望他们能记住，北大是我们的北大，也是你们的
北大，没有你们的北大，不是完整的北大！“

师姐是07国关的，现在在香港大学，不管能否用
上，希望把她的心意转达过来，谢谢！

发信人: beyondsunny (风在故乡), 信区: 
StudentUnion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3日17:28:23 
星期天), 站内信件

我很少去农园，但看了李师傅的简要介绍，我被
这种精神深深感动。生活不需要树立惊天动地的
志向，努力做好我们喜欢的工作，才是每一个人
应有的追求。祝李师傅在另一个世界开心快乐，
依旧笑容满面！祝嫂子在悲伤之后能坚强生活，
像李师傅那样开心快乐！祝李师傅的孩子能像父
亲那样认真对待生活，对待生命，踏实地做着自
己一生喜欢的工作！

发信人: vickey (dancing!吾爱尘世), 信区: 
StudentUnion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3日22:32:35 
星期天), 站内信件

师傅一路走好！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如果
捐钱的话，怎么捐2年之前，还常常在小鸡炖蘑
菇窗口，吃遍各种口味，偶尔忘记带饭卡，或者
饭卡里面钱不够，师傅都说下次刷吧，然后满满
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蘑菇还记得寒冷的冬天吃小
鸡蘑菇的日子，吃完暖暖和和的几年前，每次评
选，小鸡蘑菇都是十佳菜肴。

谢谢师傅！

发信人: yuantuan (汤汤), 信区: StudentUnion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4日13:50:40 
星期一), 站内信件

2009年我考研蹭在北大。那年冬天时由于备考紧
张，我每天吃饭去得晚，为了吃口热的就去李师
傅的窗口吃小火锅。去得多了，李师傅就记住我
了，每天老远看到我就很亲热的笑问“还是红酒
牛肉”，我总觉得他给的分量总是更多一些。等
着小火锅加热时，他还会说多煮一会不急吧，冬
天得吃热乎点”。今天去百度输入“北大”看到
下面有个新闻，

“小鸡蘑菇”厨师去世，特别害怕是他，因为
十一去农园时就没见到他。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
么。

看看同学们的文章，更是看得大哭。李师傅是北
大带给我的第一份温暖，他在那个园子里，我才
觉得那里的湖光塔影是吸引人的。

发信人: feitigking (billy), 信区: StudentUnion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7日09:56:32 
星期四), 站内信件

那年冬天，回东北的春运火车上偶遇他夫妇，老
乡、同龄；

到天津的暂短卧铺，之后拥挤车厢一夜立谈。

看到帖子标题心中一紧，为什么脑中闪入的是
他！开朗乐观，怎么可能。。。突发脑出血？！
每次去农园都不好意思经过他的窗口，每次他都
叫着老乡递上满满的菜。

燕园路上常偶遇，以为时日还长，总是招呼即
过！还说两家人要一起party，而我早早离京回
乡！举笔无言，人生营营苍黄，惟愿老乡魂安！

发信人: thinkingfish (pass by|旁观者不清), 信
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4:19:35 
星期二), 站内信件

吃了好多小鸡炖蘑菇和可乐炖排骨的……深切
bless这位师傅~~

发信人: yilvchaxiang (茶),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4:32:14 
星期二), 站内信件

看到“农园小鸡蘑菇”的时候心里就揪了一下,暗
想不会是那个总是满脸笑意、勺中满满的小师傅
吧（一直以为李师傅年纪比我们都小呢）？当看
到帖子后面的照片和照片中曾经熟悉的笑脸，我
的心中一遍又一遍感慨着人生无常……

在校时，每当天气露出寒意，我们总是冲进农园
二层，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待温暖美味又实
惠的小鸡蘑菇。实验室的师弟们还将这个卖小鸡
蘑菇和可乐排骨的窗口定义为自己的Default。 

秋风又起了，农园的锅仔窗口肯定又是每天长队
了，可再也看不到李师傅忙忙碌碌却乐乐呵呵的
身影。

谢谢您，李师傅！感谢您热情的招呼，它比热气
腾腾的锅仔更能温暖学生们的五脏六腑；感谢您
真诚的笑脸，它早已成为我的北大岁月的一部
分，留在记忆里……

发信人: Alexlau (发呆),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5:28:47 
星期二), 站内信件

怀念李师傅！

李师傅是全校食堂里面唯一我比较熟的师傅。
每次见到我就笑呵呵的，偶尔饭卡没钱了，欠着
也能打到饭，真可惜了这么一位好师傅！

发信人: xiaopengyou (とうやまかずは远山和
叶),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7:55:12 
星期二), 站内信件

那时候最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有海鲜饭，感觉
冬天晚上6点多下了课去蹭那“锅底”的最后一
大份特别幸福，还能跟李师傅闲扯两句。可惜已
经不在北大好多年了希望有别的方式募捐吧，毕
竟现在工作日的中午根本不可能过去。



发信人: JayZ (precioustower),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7:58:59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一路走好 我们会想念您的

发信人: nianshaoqing (随风),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8:50:24 
星期二), 站内信件

: bless

小鸡炖蘑菇的窗口的那个师傅吧，很热情友善
的，很喜欢他！师傅，一路走好~

发信人: hymike (CS07->CSG11||火星猫), 信
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9:21:32 
星期二), 站内信件

bless...

表示在农园只吃小鸡蘑菇或者铁板。。每次看到
李师傅的笑容就感到心情舒畅。

正值壮年辞世真是可惜啊。难道说大船上的北大
校友也想吃小鸡蘑菇了么。。

表示一定会去捐款的！

发信人: kwoek (neway),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9:47:18 
星期二), 站内信件

当时经常去吃，他都认得我了，和他短暂聊过几
句，愿他一路走好！

发信人: drunky (倒霉的赛季),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20:40:50 
星期二), 转信

bless 李师傅

记得以前有次在路上走觉得有个人眼熟，还打了
招呼，不过怎么也没想起这个人，直到晚上去农
园吃饭才想起来是李师傅，这么亲切的人怎么就
走了。。。心痛

发信人: phoebepp (phoebepp),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20:43:05 
星期二), 站内信件

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

祝福。

发信人: sjyang (哈哈奇),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20:58:59 
星期二), 站内信件

看到题目就有点揪心，怎么会真的是他！

曾经一个冬天的学期，基本每天都去吃小鸡蘑
菇，热情的笑容，利落的动作。竟然一直不知道
他的名字，不想今天以如此方式得知~

最近好久没去农园二楼了，明天要过去，尽自己
的一份心。

谢谢你，一路走好~

发信人: ruoyao (小小灰),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22:49:50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以后看不到这个师傅了，人超级好的，每次都特
别和气。一路走好。

发信人: hailada (丑小鸭|hope|@lele),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23:09:12 
星期二), 站内信件

我知道这个师傅，只是当初不知道他的名字...我
老爱吃他家的排骨....他卖饭的时候可逗了...我说
呢 这学期去吃不见他了...原来....为什么会是他
呢...人那么好，工作又有热情...

哎...世事无常...愿他的家人一切都好....也希望同
学们都爱惜自己的身体

发信人: CaptainNiu (老船長),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23:09:35 
星期二), 站内信件

bless, 我也想捐点 没时间回去，不过我看到了惊

人的对比100000:2000 基层服务人员的辛劳啊！

发信人: qazplm (忘不了),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09:16:24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农园去的非常少，但去了总要去吃可乐排骨。

记不得这个师傅，但看到介绍还是要来怀念一下
祝李师傅一路走好，李师傅家人节哀保重。

发信人: akkame (happyfish),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3:04:35 
星期三), 站内信件

我入学那年在窗口和他聊过天，五年后的某一
天，又在窗口碰到，他问我，你好像快毕业了
吧？当时心里各种感动啊。

真的觉得他的干劲很高，很热情，怎么就这么突
然地走了呢。

一路走好........

发信人: emmaxie (emmaxie),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3日09:35:19 
星期天), 站内信件

不曾刻意想起你，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祝福！

发信人: SunMath (昼夜查户口的小子),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01:42:58 
星期六), 站内信件

bless。。。很热情的一位师傅，每次见面都会寒
暄几句。

发信人: chaomi (chaomi_87),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01:57:56 
星期六), 站内信件

sigh～李师傅，一路走好～

发信人: jiuyueshouyi (九月|LAW09|重度拖延
症患者),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09:36:24 
星期六), 站内信件

农园很好吃的窗口啊~总是很多人~~~

有一次吃小鸡蘑菇卡里剩的钱不够了，就不想要
米饭了。然后打卡的GG说算了吧，下次再说。很
少在学校感觉到这么温暖的事情~~~

发信人: JayZ (precioustower),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0:02:28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祝福他一路走好。

发信人: jiuyuecao (九月草|面包|各自远扬), 信
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0:38:44 
星期六), 站内信件

bless~~~以前经常去的窗口，很好的师傅

发信人: pkucici (安望星空),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1:17:08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笑容特别温暖…长时间不去了他还会说，好久没
来了啊…再也见不到了TT……………………
bless一路走好…

发信人: rar (小新and樱桃小丸子), 信区: 
Triangle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2日17:42:59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祝一路走好~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坚强的活下去~
小鸡炖蘑菇~挺好吃的~

发信人: snowleopard (雪豹),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5:32:57 
星期二), 站内信件

农园唯一有印象的师傅，一般只在那里吃~哎~真
怀念~bless~~

发信人: cape (小斗笠),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6:09:44 
星期二), 转信

bless 大师傅，真的是农园唯一有印象的师傅
了。伤心啊。

发信人: llmzvic (古苔青绿),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6:33:17 
星期二), 站内信件

是啊。同bless。
我 们 还 曾 经 在 拍 北 大 故 事 的 时 候 给 他 照 过 相
的。。。。很好很好的师傅。。。想不到。。。
伤心。。。。

发信人: leoliuxin (LEO),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6:34:14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人真的特别好，bless~

发信人: bela (西明),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6:56:09 
星期二), 站内信件

sigh。。。。一路走好

发信人: lovejay (斗牛&小女生),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5日17:28:44 
星期二), 站内信件

bless,走好。原本觉得这里都是冷漠，却发现还
是有很多的温情的！

发信人: cwl (桔子熟了),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6:55:18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很热情的师傅……唉……伤心……
李师傅，再见！

发信人: wuyanyi (好啊),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7:25:24 
星期三), 站内信件

自从课不多了就没怎么去农园吃饭了，想不到竟
然发生此事，以前吃得最多应该还是小鸡炖蘑菇
吧。

发信人: zly (查良長|Double Shift 6~),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7:50:23 
星期三), 站内信件

bless...常吃啊...谢谢您...

发信人: sfyy (somewhere on the road),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4:52:29 
星期三), 站内信件

bless...这个师傅服务态度真的很好，对他印象很
深

发信人: caohuaiqing (TwinklingFirelight), 信
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5:10:51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很熟悉这个师傅。当初听到是“农园小鸡蘑菇”
窗口的时候心里揪了一下，没想到真的是……
唉，以后再也见不到李师傅了……
李师傅走好

发信人: axiao (-3-),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5:36:18 
星期三), 站内信件

bless
看到照片发现是很熟悉的师傅啊，以前去那窗口
的时候师傅总是很热情

发信人: kaiwind (夹|CS07|凯风自南), 信区: 
Food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6日16:19:56 
星期三), 站内信件

bless....
特别特别好师傅……
一路走好……



再见，大师傅！
——为农园李建华师傅募捐活动

上周末，为农园小鸡蘑菇窗口大师傅李建华收集祝福的帖子在bbs上引起了
许多同学的关注，我们不仅收到了许多同学的纪念短文，还有一些同学主动
报名成为这次募捐活动的志愿者。从默默帮我置顶帖子的好心版务，到热心
帮忙设计海报的派设计协会同学和主动发来李师傅工作照的师兄，再到好几
位愿意周三至周五中午来农园门口做场务的北大学生……同学们自发地“网
祭”，表达对大师傅的感激与怀念。

为了了解李建华师傅更多的情况，我们今天与餐饮中心领导、北大农园食堂
负责人以及李师傅生前共事过的同事进行了简短访谈。在此我们将更正一些
基本信息，并补充一些大师傅生前的生活点滴。希望适应碎片化阅读习惯的
我们，能有足够的耐心读完它们。

李建华，农园小鸡蘑菇窗口员工，老家在吉林的农村，家里有一个80多岁的
奶奶，父亲瘫痪在床，母亲一个人种20多亩地，兄弟四个，他是“老小”，
但是却更像老大。李师傅的妻子在清华的食堂工作，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
在老家寄宿小学上小学三年级（之前说他有两个孩子是我们得到的信息有
误），一年至少要花费一万元。他本打算明年春节过后就和妻子回家照顾孩
子，还在老家买了房子，至今贷款还未还完。而李建华师傅一个月基本工资
1100多，加上加班费每个月2000多元。李师傅的几个哥哥都在家里务农，
没有经济能力照顾老人，春种、秋收需要钱的时候，总是李师傅往家里寄
钱，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刚刚向同事借了1000元钱寄回去。农园的厨师长和
史大姐都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这孩子是个大孝子，心里想着爹
娘”，听他们的口气我们总觉得李师傅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迹。

李师傅2006年来到北大农园，为北大师生服务5年多。和他一起工作过三年
的农园前经理任师傅说：“这孩子干活儿不惜力，他每次都一个人搬一箱米
饭，其实以他的身高和体重可能完成不了的。夏天他们档的温度都在50℃以
上，干一上午的活儿衣服都完全湿透。”可是，李师傅留给去小鸡蘑菇窗口
打饭的我们，却始终是一脸笑容。

“我们窗口以炖菜为主，为了保证食品充分加热，防止内生外熟，一定要把

握好时间，保证菜肴的质量。由于窗口缺少员工、菜量又较大，烹饪的重任
就完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每天200多斤的不同肉类，以及大量的蔬菜，
要经过焯水，过油，炒，炖等步骤，为了在师生就餐之前及时做好，这就需
要我同时在三个以上的灶上烹饪不同的食物。原料按顺序摆放，烹饪过程严
格按照菜谱进行，同时一定要用心烹饪，最典型的是有些菜需要炒糖色，这
就特别需要注意火候和上色的最佳时机。同时在这么多灶上工作，保证菜肴
质量的同时还得时刻注意安全，要时刻做到心中有数，稳而不乱。”（转引
自李师傅生前参选优秀员工时的自述材料）

史大姐说今天上午李师傅的妻子过来交病例，史大姐鼓励她要为了孩子好好
活着，“抢救李师傅花掉了6万多元，这个家庭太需要钱了，孩子懂事，说
想要回到农村的不寄宿学校，这样可以省钱，可是当妈的怎么舍得，再说也
没有人接送，住寄宿学校放假了可以回姥姥家，从小就在姥姥家长大……工
作的压力太大，（我们窗口）一个月10万（营业额），就三个人，重活都
是他干，我现在每次喊排队头都涨，烫了谁都不行，每次干活都想起他的样
子，总觉得他没有走。”我们没有办法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笔者只知道史
大姐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流眼泪，其他在场员工安静地听着。
目前，餐饮中心正在积极帮助李师傅的家人处理医疗报销方面的事情，农园
食堂的员工也自发为他捐款，听农园的师傅说他妻子还会留在北京打工，以
负担孩子的学费。
    
在此，我们倡议为于北大服务五载的农园李建华师傅募捐！
    
如果你也听说过他，如果你也曾经被他阳光的笑容和亲切的东北口音的问候
鼓励，如果你也认同他坚持了一份美好的事业，如果你也觉得他的精神在人
情淡漠的大机器社会十足珍贵，那么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延续生命的意
义，留一句祝福、献一份爱心，尽绵薄之力帮助这个园子需要帮助的人，让
一线后勤服务群体感受到北大学生对他们的关注和感激。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
                                                      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会



发信人: everyday (加油！), 信区: PKUPA
标  题: 为农园李建华师傅募捐第一天活动小结及账户捐款账号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7日09:59:42 星期四), 站内信件

昨天，为北大厨师李建华师傅募捐活动在农园举行。募捐活动从中午11点开
始，短短两个小时，满载着大家的爱心的善款就塞满了两个捐款箱。截止到
下午一点，有八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捐款活动，奉献自己的爱心。北京大学校
长周其凤也通过研究生会向李师傅捐款。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会和餐饮中心方面的代表
农园食堂的共同统计，仅捐款第一天，就收到善款人民币21632.01元以及港
币100元。善款中的一分钱是一位学生的。他当时没有带足够大面额的钱，
便把自己钱包里所有的零钱统统捐出来了。

前来募捐的人群中，还包括两位北大退休老教授。在得知李建华师傅事迹
后，他们深为感动，冒着严寒，专程赶去学校的餐饮   中心办公室捐款，在
得知农园门口有正式的募捐活动时，又匆匆前往农园献爱心。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活动现场放置了留言本，以方便大家表达对李师傅的怀
念之情。在留言册上，有同学写道“一路走好，谢谢你的笑”。话语虽然简
短，但是却体现了李师傅的服务态度和同学们的感恩。全部活动结束后，我
们将会把写满同学们对李师傅感恩和怀念之情的留言册送给其家属作为留
念。
    
此次捐款活动将会于10月26日至28日（周三至周五）中午11点至13点连续
三天举行，每个捐款者都会领到一张“回执—感谢信”，所得善款将全部交
给李建华的家属使用。
    
因为许多已经毕业或没有时间至现场的北大学子在bbs上表达了自己希望为
李师傅捐款的强烈愿望，所以我们特别问到了李师傅妻子的银行账户以方便
大家账户募捐：*建设银行：6227 0000 1064 0100 865 李秀杰 （大家记得
核对好姓名再捐）
    
最后，谢谢这个园子善良的大人小孩！

发信人: everyday (加油！), 信区: PKUPA
标  题: 为农园李师傅募捐第二天活动小结及关于纪念册制作 ...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28日01:28:48 星期五), 站内信件

2011年10月27日，为农园李建华师傅募捐活动的第二天，感动在燕园延续
着。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会和餐饮中心方面的代表
农园食堂的共同统计，募捐活动第二日共收到善款人民币17314.90元。与
第一天相比，今天前来捐款的人群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身影。两位年轻北大
女教职员工代表他们身边的老师递上了一个厚实的装着善款的信封，却不愿
透露身份；一位在北大工作三年的保安得知李师傅的事情后特意前来捐款，
还深情留言到：“作为北大的后勤人员，我们在这里感到很温暖，谢谢北
大”；被现场研会同学认出来的社会学系老教授留下捐款的钱便匆匆离去；
一位在北大工作的李师傅的老乡在捐款时更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而泪水盈
眶……短短两天，我们在活动现场特别放置的留言簿已经被同学们的祝福与
怀念填满。待全部活动结束后，我们将把这本写给李师傅家人的话，连同全
部善款和特制纪念册一并转交给李师傅家属。

其实，从前期的准备到正式的活动，已经有不少北大同学自愿帮忙，这种引
起强烈、广泛共鸣的自发活动在今日的北大校园也许称得上“难得”。在
此，我们欢迎志愿者报名，与我们一起完成那本慰藉李师傅家人的小册子。

大家通过各种方式留下的所有短文与故事（包括bbs回帖）我们也都会一并
收入纪念册。周五将是募捐活动的最后一天，期待温暖在这个园子里继续升
级。

发信人: everyday (加油！), 信区: PKUPA
标  题: 为农园李建华师傅募捐的活动总结与后续安排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10月31日15:52:02 星期一), 站内信件

连续三天的募捐活动，共募得善款62570.41元人民币以及港币100元，还有
一位阿姨送给李师傅孩子的一袋笔记本。本周北大研究生会同学、社会学系
研究生会同学将与餐饮中心老师一起将大家的心意带给李建华师傅的妻子，
如果有同学希望一同前去探望，可以站内联系我。   

这里，要非常感谢北大派设计协会，他们志愿协助我们制作纪念册，待下周
纪念册完成，我们将单独把这本满载北大师生感激和怀念的小册子送予李师
傅妻子。后续进展，定再与各位分享，我们一定把心意带到，让整个活动完
满，不辜负大家的委托！也许正如有同学留言的，我们不曾刻意回忆，却永
远记得您，大师傅！
    
以下，是北大新闻网同学对本次活动的总结记录，谢谢他们的认真工作，连
续三天陪着我们在募捐现场见证这个园子的温情。

“再见，大师傅”。在农园门口，醒目的展板，捐款的桌子，熙攘的人群，
爱心的善款源源不断地进入捐款箱内。

10月26号到28号，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为李建华师傅募捐活动连续三
天开展，共募得善款62570.41元人民币以及港币100元。据不完全统计，共
有3000余人参加捐款。从26号到28号，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工作人员
在现场设置两个捐款箱，接收大家的爱心捐款。每接收一笔善款，工作人员
都会满含微笑，小心翼翼地递上一份“回执—感谢信”。除此之外，组织人
员还在活动现场放置了留念册，以便大家表达对李师傅的怀念之情。北京大
学校长周其凤也通过北大研究生会向李师傅捐款。

一些北大已退休老教授在得知李建华师傅事迹后，非常受感动，专程赶来学
校捐款现场奉献自己的爱心。27号的募捐现场有一位专程赶过来捐款的老教
授。“一看有这个事情，我特意赶过来。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多一点儿爱
心……我就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多爱心，更多正义。如果有什么活动，我
看到我还会来的。”这位老教授深情地给记者说道。很多的北大老师默默地
为李师傅捐款。捐款箱里塞满了来自不同院系老师的善款信封。工学院某
老师说：“不管做什么工作，能够把工作做到极致，就是受人尊敬的。”
与李师傅一样普通的北大职工也通过各种方式捐款，帮助李师傅家人度过难
关。很多职工表示，李师傅的事迹深深感染了他们，大家对李师傅为人赞不
绝口。北大学生对李师傅的关注，积极组织为他的家人捐款的行为也让他们
感觉到“自己受到尊重”。“你自己虽然很平凡，但是你用真诚的心去对别
人，别人会记住你。我向来做事就是说，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希望能让每个
同学感到，我们虽然很平凡，但是也能为他们做些事，我们也真是很高兴。
我最感动的是，他走了能让很多人记着他。”一位学校某实验室的职工说
道。

捐款箱旁的留念册上写满了同学们对李师傅的祝福和怀念：“一路走好，谢
谢你的笑容”、“笑容在天堂也依旧绽放，一路好走！亲人节哀！”、“虽
然我从来没在小鸡炖蘑菇窗口吃过饭，但希望您能安息。也希望您的儿子坚
强振作！”话语虽然简短，但是却体现了李师傅的服务态度——用微笑服务
每一位同学；也表达了同学们对李师傅真诚笑容、温馨问候的感恩之情。
    
据悉，此次捐款活动所得善款将全部交给李建华的家属使用，留念册也会一
并送给李师傅的家属作为留念。（文/新闻网记者 董海明 裴苒迪 孙可）



为了给李建华师傅的家人募捐，我们已经对李师傅
的情况陆续进行了介绍，但是碍于篇幅限制，省略
掉许多信息，作为纪念李师傅的最后一贴，笔者希
冀让大家了解一个完整、真实的李师傅，还有北大
其他的一线员工，这是在写他们的故事，也是在映
射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前期的访谈中，我们总希望可以看到李师傅不平
凡的事迹，好像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他
能给我们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即使餐饮中心和农园
食堂工作人员面对此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表情
也没有使我们停下寻找“大事迹”的脚步。募捐的
时候，农园一层厨师长一句无意的话让我突然意识
到：李师傅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
地的大事，他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安全、
卫生、节约食材、菜品口味，还有微笑服务、团队
合作和与其他员工的良性互动，只是他每天面对至
少600名学生，每天早上7点之前到岗，晚上7点后
才有时间吃晚饭，一个月公休四天，很少迟到、早
退、请假，农园的经理和前任经理提到他都忘不了
他的爱岗和敬业。正是这份耐性和坚持打动我们，
因为他是在完成大量的体力劳动和协调自己窗口工
作之后还能做得更多，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上面所说
的所有内容真得太难了。

李师傅刚来农园是在小鸡蘑菇窗口切菜，去世前是
这个窗口的领班，切菜的工作每天要切300-400斤
的大白菜，还有葱头，“别看小鸡蘑菇好吃，蘑菇
的根要一个一个摘掉”。厨师长说他好学、要强，
一边切菜一边练习炒菜，“有人一年出徒，有人三
年也出不了徒”以下三段话摘自李师傅参与2010年
餐饮中心优秀员工评选时的个人陈述，之所以选择
这三段话，是因为它们十分贴切的表达了我们在访
谈农园工作人员时它们对李师傅的记忆和评价，任
何其他的语言都显得多余：

“（我）坚决做到不矿工、不迟到、不早退。我作
为4号窗口的领班，在工作中更是要起到表率作用，
在工作中我鼓励同事们一起努力工作，把大家凝聚
成一个和谐友爱的集体，工作中相互配合，提高效
率。每天提前到岗，做好计划，给员工合理分配工
作。督促他们配菜严谨，刀工精确，不浪费每一克
的原料，同时心中牢记‘活完下脚清’。”

Thank you and goodbye
刘静东 北大社会学系2007本、2011硕

“在实践中创新，这是我不断进步的途径。尽管窗
口的菜经常都能获评为“十佳菜肴”，但我清楚的
知道，要想得到师生们持续的喜爱和支持，就不能
满足于现有的成绩，必须不断创新。工作之余，我
阅读大量的菜谱，学习各种新的烹饪技巧，不断的
进行尝试，先后推出了‘锅仔红酒炖牛肉’和‘铁
板饭系列’。其中‘红酒炖牛肉’在2009年被评为
十佳菜肴，广受师生称赞。而铁板饭得到了大量师
生们的喜爱，尤其是双菌肉片，刚开始是用清水
炖的，同学们反馈说颜色和口感都欠佳，于是我
不断尝试改进，最后发现将小鸡炖蘑菇的汤煨在双
菌肉片里，然后放在小火上炖，不仅使口感更好，
而且增加了营养，同时能够节约成本，可谓一举多
得。”

李师傅还提到“耐心提醒同学们锅仔食物温度较
高，并指导大家有序的打卡和拿饭以避免烫伤” 。
小鸡蘑菇窗口的史大姐告诉我锅仔温度高，之前曾
经烫伤过人，所以才有一个 “小心”的牌子挂在
那边，如果不排队，打饭的时候很容易烫伤其他同
学，现在，李师傅的工作由她接手，每次喊着排队
她都觉得头大，因为人太多了，她更害怕如果真得
烫到哪个同学怎么办，我们也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去
小鸡蘑菇窗口打饭的时候自觉排队，注意安全。

“家庭和工作带给他太多的压力，可是很少听到他
抱怨，没有，心里压着多大事，都不表露，他的压
力太大，想的事情太多、太累了”，史大姐说。

李师傅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却留了下
来，无论前期宣传：申请bbs进站、bbs校园热点、
征集故事、募捐当天发传单，还是后期的纪念册制
作，都有许多不愿留下姓名的志愿者自发参与。我
们感谢他为我们服务五年多的精神，也希望为他做
一点事。与此同时，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和李师傅一
样的人。

北大食堂一线员工大概有500-600人，由于现在食
堂缺人，他们每天除了完成8小时的工作，还要经常
加班，我们还了解到整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都面临
着招工难的问题，而且由于工作太累，人员的流动
性也是一个问题，北大食堂的许多一线员工在工作
几年之后都默默地离开，就像当初默默地来一样，

从本科到现在，我已经见证了好几个食堂的员工来
来去去换了好几拨人。李建华师傅一个月基本工作
1100多，加上加班费每个月2000多元，我们推论其
他员工的收入结构应该也差不多。餐饮中心主任说
食堂的普通员工，捡到电脑、手机、钱包之类的物
件都会主动交给食堂经理，这些东西的价值对于他
们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只是往往他们听不到我们说
的那句谢谢。

农园夏天为了同学们十一点半来吃饭时凉快，十一
点的时候就打开空调，但是厨房的后厨里是没有的
空调的（这是行业规定不允许安装）！像学一、学
五这样提供早餐的食堂，早餐员工凌晨三点就得到
岗蒸包子、熬粥……还有很多人默默地在自己的岗
位上为我们服务。

我们还了解到北大餐饮中心和各大食堂的负责人每
天必做的事情就是逛bbs和其他同学们提意见的网络
渠道，每当有同学在网络上反映某某食堂的问题，
餐饮中心都会介入调查，要求改进工作，最终一线
员工都会面临压力，他们本身的体力劳动已经负担
很重，如果我们能更包容的对待这些，会不会更好
的应对批量生产与质量保证之间的两难？

我们可以不做很多事，但是不可以不生活，一日三
餐，食堂的员工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物理世界里，
但是他们又好像离我们那么遥远，农园的经理说农
园的一线员工，像李师傅这样外向、热情的人是
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内向，不善言辞。一句“谢
谢”、一个笑容，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对他们
却是一种关心和肯定。马斯洛说人有五个层次的需
求：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
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我们相信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

无论将来我们是否记得李师傅、是否记得自己曾经
为李师傅的家人捐款，也不管我们将来会从事什么
职业、会不会为生活的奔波和无奈而倍感艰辛，我
们都曾经参与到一件美好而伟大的事业中来，并且
可以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关注身边默默为我们服
务的一线员工，以心灵特有的方式照亮心灵！

Thank you and goodbye！



2010年度
餐饮中心优秀职工评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好，  

我叫李健华，是农园食堂二楼4号窗口的一名普
通员工，一转眼来到这里已经四个年头了。

很骄傲能有机会在北大的食堂工作，也很荣幸今
天有机会和各位领导评委分享我工作的一点感
想。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却是无比快乐的，因为
我耕耘的同时也收获着、进步着。

作为农园食堂的一名员工，最基本的就是严格要
求自己，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及餐饮中心
的规章制度，坚决做到不矿工、不迟到、不早
退。

我作为4号窗口的领班，在工作中更是要起到表
率作用，在工作中我鼓励同事们一起努力工作，
把大家凝聚成一个和谐友爱的集体，工作中相互
配合，提高效率。每天提前到岗，做好计划，给
员工合理分配工作。督促他们配菜严谨，刀工精
确，不浪费每一克的原料，同时心中牢记“活完
下脚清”。

我们窗口以炖菜为主，为了保证食品充分加热，
防止内生外熟，一定要把握好时间，保证菜肴的
质量。由于窗口缺少员工、菜量又较大，烹饪的
重任就完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每天200多斤
的不同肉类，以及大量的蔬菜，要经过焯水，过
油，炒，炖等步骤，为了在师生就餐之前及时做
好，这就需要我同时在三个以上的灶上烹饪不同
的食物。原料按顺序摆放，烹饪过程严格按照菜
谱进行，同时一定要用心烹饪，最典型的是有些
菜需要炒糖色，这就特别需要注意火候和上色的
最佳时机。同时在这么多灶上工作，保证菜肴质
量的同时还得时刻注意安全，要时刻做到心中有
数，稳而不乱。

在实践中创新，这是我不断进步的途径。尽管窗
口的菜经常都能获评为“十佳菜肴”，但我清楚
的知道，要想得到师生们持续的喜爱和支持，就
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必须不断创新。工作之
余，我阅读大量的菜谱，学习各种新的烹饪技
巧，不断的进行尝试，先后推出了“锅仔红酒炖

牛肉”和“铁板饭系列”。其中“红酒炖牛肉”
在2009年被评为十佳菜肴，广受师生称赞。而
铁板饭得到了大量师生们的喜爱，尤其是双菌肉
片，刚开始是用清水炖的，同学们反馈说颜色和
口感都欠佳，于是我不断尝试改进，最后发现将
小鸡炖蘑菇的汤煨在双菌肉片里，然后放在小火
上炖，不仅使口感更好，而且增加了营养，同时
能够节约成本，可谓一举多得。同学们满意的微
笑，就是对我不断的努力的最好回报，同时也激
励着我再接再厉，继续的不断创新。

在服务中收获，这是我不断进步的动力。用最真
诚的笑容为每一个北大师生服务是我自己许下的
承诺。

在提供可口的饭菜的同时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为大
家耐心细致的服务，由于师生对我们窗口菜肴和
服务态度的认可，排队的人较多，我在努力提高
自身工作效率的同时会耐心提醒同学们锅仔食物
温度较高，并指导大家有序的打卡和拿饭以避免
烫伤。我在热心的服务中得到了师生们的认可，
连续两年被评为“十佳服务员”，这个称号是对
自己这几年来工作的最好的认可同时也必将激励
我继续前进！

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以一个北大职工的身份和大
家分享自己的感悟，要感谢领导的培养，感谢同
事的支持和帮助，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工作，积极
要求进步，再接再厉，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师生
们对我的信任，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广大师生提供
最贴心、最真诚的服务！

谢谢大家！

农园食堂：李健华
20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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