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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

2017-2018学年，百年职校继续深入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培训当地职业

学校教师、接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入学、复制输出百年职校模式等方式，以

优质职业教育全力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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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一个学期就过去了，我改变了不少。因为身
体不适应的原因，生了好多次病，反反复复。我都快要坚持不住了
，可老师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给我关怀。这是除了爷爷奶奶，我第一
次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关怀。坚持让我收获了更多的关爱。

在学习上，我愈来愈珍惜有书读的机会，遇到不懂的问题我积极请
教。为了牢记英语单词，我反复的读、反复的写，只为让它与我更
加熟悉。在生活上，我学会与同学们相处。当同学需要帮忙时，我
会积极的帮助他们，因为在我脚伤不便时，同学们一直细心照顾我
。我希望我也能为他们多做一些。

——胡烯烯 三亚百年职校2017级学生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一年学习，一路成长

截至2018年7月，来自贵州雷山、甘肃渭源、江西石城、湖南桑植、陕西安康、淳化、旬邑、长武、永寿和云南广

南县等国家精准扶贫重点地区的135名通过2017专项招生进入各地百年职校学习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已经

完成在校第一学年的各项学业任务，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年6月，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文洪专县长前往三亚看望当地扶

贫办推荐到三亚百年职校学习的两位咸阳籍贫困家庭学生胡烯烯和

岳博涛，两位同学与县长分享了自己在百年职校的学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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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再出发

——国家级贫困县专项招生

在2017年国家级贫困县专项招生基础上

，今年夏天，由百年职校教师、志愿者和

在校学生共同组成的招生工作团队再次出

发……

− 深入 9 个国家级贫困县

− 行程超过 14,000 里

− 面试和家访学生 307 人

− 发出录取通知书 200 份

雷山 石城

桑植

长武

永寿 淳化

旬邑渭源

岷县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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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参与招生工作的百年职校学生

在北京学校就读的甘肃渭源学生许伟东返

回家乡参与招生

莫小梅、高成洋、石一程、李胜金、王时春5位同学来自雷山，分别在梅州和武汉学校学

习，此番回到家乡，他们的成长变化成为对新一期报名学生最好的激励。

在今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专

项招生工作中，16名各校

同学返乡参与，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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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学校就是为您孩子开的——招生手记(2018.06.20)

靠手机的光亮探着路，来到一户建档立卡的家庭。文爸爸已经年迈，腿有残疾，见到我们非常激

动，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感谢扶贫干部和政府。女主人在我们进来时马上回屋，换了一件外衣，

虽然很旧，但看得出来是有着苗族的服饰特征。同来的扶贫干部小声说，“这是‘礼服’”。

文妈妈热情地比划着拉着我在小板凳上就坐，原来她是位聋哑人。爸爸骄傲地给我们看墙上的学

习奖状，告诉我们，大女儿学习出色，已经参加高考，为了挣上学的费用，这几天外出打工去了。

小儿子今年中学毕业，不太喜欢读书，想学一门技能尽快帮助家里。我问站在爸爸身边的小文想

学什么？‘烹饪’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小儿子能学一门技术，自己养活自己，我们也就放

心了’文爸爸补充说。

昏暗的灯光下 环顾四周，看见堆放的饲料和谷物，还有地上的这几个小板凳，别无他物。但墙上

挂着的学生奖状格外显眼，还有文妈妈的笑容和刚为我们换上的“礼服”，我感到这个家庭对教

育的渴望。

“咱们学校就是为您孩子开的，请明天到学校参加百年职校的面试吧！”我说着，文妈妈好像明

白我在说什么，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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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龙龙

龙龙，来自甘肃岷县，一个
极度贫困的家庭，父亲离家
出走，没有音信，他和妈妈、
弟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近期也因病去世，家中
的收入仅靠妈妈打工维持。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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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龙龙被百年职校录取
，换上了崭新的校服，开始
了崭新的生活。

今年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家里的房子和外公种的庄稼，也差
点冲毁了一家人生活的希望。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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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项目启动，助力职教扶贫

2018年5月13日至19日，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委托，百年职校

对来自贵州雷山、甘肃渭源、江西石城等国家级贫困县的中职

学校骨干教师进行培训。

通过百年职校职业教育模式经验输出分享，直接参与到农村职

业教育发展中，为提升农村中职教育贡献力量。

第一批5位来自三县职业学校的教师、校长来到百年职校，先后

在北京和郑州学校，通过专题介绍、座谈交流、观摩课堂、参

与活动、实习走访等形式了解百年职校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

育人模式、资源开发、管理制度，特别是在教学运行及教学法

层面的创新实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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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是教育理念的直接体现

教学法是提升课堂效果的核心要素

自主学习需要文化推动

自治是学生能力成长的优选路径

校企合作让实习真正成为教学的延续

百年职校学习交流五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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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模式落地贵州雷山

2018年7月21日，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雷山县教科局的推动下，百年职

校与贵州省雷山县中等职业学校在北京正式签约，合作开办雷山百年职校，

将百年职校公益全免费职业教模式输出到多彩贵州，也是学校第一次尝试

直接落地在农村地区。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11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12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启动线上报名，面向全国招生

在2018年招生工作中，百年职校首次启用线上报名，

实现了通过PC或移动端在线申请，大大方便了边远地

区贫困家庭学生报名和志愿者组织推荐工作。

同时，报名端口与学校管理系统后台数据连接，经审

核的报名资料将直接进入学生档案，从而大幅提升了

工作效率。

本学年共有1,070名学生报名，各地学校共录取学生

717名，来自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20个不

同民族。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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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坚持创新

坚守为贫困年轻人提供最好职业教育的使命，

探索新时代下用职业教育助力青年成长的解决方案。

持续进行教师培训，实施“全员教学”，强调教学的关联性；

建立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评价体系；

关注学生个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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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教学概况

本学年各地学校共开设人生技能和职业技能课程科目579门，完成教学授课34,538课时。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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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教师团队和教学文化

【广泛性】

本学年462名任课教师参与了百年职校的教学工作，

其中来自企业、学校、社会机构等专业人员395人；

兼职教师保证了百年职校的课程广泛性和教学专业化，

特别是与实际工作场景的密切联系。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全员教学】

学校的一切工作围绕着教学，学校全职团队都参与教
学。本学年百年职校全职工作人员共计67人直接参与
一线教学工作，占全职团队的80%。各校校长基本都
承担了部分教学工作。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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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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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教师团队和教学文化

【关联性】

基于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之目的，通过教学研讨、大

纲交流等形式，建立不同科目间、课上与课下、理论

与实操的相互关联，形成一致的教学大环境，使每个

学生受益。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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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培训】

百年职校坚持通过持续、高质量的教师培训，传递先
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走出去”结合“请进来”，
以此建设一支与时俱进的教师团队。本学年举办教师
培训及教学研讨会共37次，包括北大附中参观考察、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四级培训师认证课程培训（10位百
年职校任课教师获得澳洲职业教育培训师资格）等。



17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17

全人教育的人生技能课程体系

进一步丰富入学教育、核心课程、校本课程和学生活动四大课程模块内容，其中，入学教育模块确定由安全教育

、纪律教育、校园文化、个人学习计划四个科目组成，推出统一大纲，各校同步实施。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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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就业的技能课程体系

结合市场需求和各地教学资源设置6大门类课程，注重课程间的交互融合、资源共享，并初步形成基础能力、专

业能力和拓展能力的阶梯式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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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新

【社区服务课程】

综合酒店服务、养老护理、中医康复、社会工作等多

项技能，建立社区服务课程并在北京学校率先试点。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19

职业技能课 2017级课时 学年1 学年2

养老服务概论 20 20 0

医学基础导论 48 0 48

人体认知 48 20 28

中医基础导论 48 0 48

老年病护理 120 0 120

老年生活照护 120 97 23

认知障碍照护 28 0 28

中医特色疗法 96 0 96

体能训练 40 0 40

康复技能 40 0 40

小计 80 0 40

健康评估 20 0 20

老年营养 20 20 0

职业安全 40 0 40

服务心理 48 0 48

活动策划及服务 48 0 48

餐饮服务 48 0 48

客房服务 48 0 48

社会工作实务介绍 20 0 20

社区服务 20 0 20

剪艺 48 0 48

花艺 48 0 48

厨艺 48 0 48

咖啡 48 0 48

烘焙 48 0 48

总计 1936 314 1582

社区服务班课程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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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新

【楼宇设施运维课程】

将原有综合电工、智能楼宇、空调运行等课程进行整

合，形成一套新课程，不仅拓展了课程外延，同时，

在施耐德支持下，提升了智能化方向的内容。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行业和建筑附属设备设施介绍 40 40

数学  24  96

制图识图 40 40

CAD 64 64

低压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258 258

低压电工考证 40 40

土建实操 40 40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16 16

智能楼宇基础 48 48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24 24

安全防范系统 24 24

综合布线 32 32

智能照明系统 64 64

弱电维修技能实操 80 80

制冷与空调 256 256

288/256 288/256

管工 32 32

水工 88 88

音响 72 72

健身教练＋康复体育 56 56

花艺 48 48

剪艺 48 48

厨艺 48 48

烘培 120 120

咖啡 48 48

500+

40 426 288/256 500+ 1426+/1394+

进阶模块课时小计

总计

楼宇设施管

理技工职业

技能课程

基础技能

模块

基础技能模块课时小计 466

专业技能模块

拓展技能

模块

专业技能

模块

（智能楼宇

/空调制

冷）

百年职校楼宇设施管理技工职业技能课程设置计划

教学领域 科目名称

科目课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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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交流

− 三乐游学基金会资助三名百年职校学生参加《暑假社会人文游学》活动。

− 德国ISA公司Sergej Klein老师在北京百年职校开设德语课程，4名学生通过德语A1考试，9月13日前往

德国进行养老护理与园艺方面的专业实习。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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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百年职校学生赴印度艺术学习展》 《走进博物院，感受艺术之美》 《暑假社会人文游学》

Sergej Klein老师

为百年学生上德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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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生个性成长，实施个人学习计划

本学年以北京、银川为试点，各地学校陆续开启

了个人学习计划的实施工作。

学生不再依据班级安排统一的教学，而是根据自

己的实际水平和意愿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自己适

合的课程。

原来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英语、计算机、数学等

基础科目分层教学，职业技能课程也开放给不同

专业的同学。

学校教学的组织工作加大了力度，学生增加了学

习的自主性。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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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个人学习计划 分层教学科目

合计 452份 24门

北京 56 英语、Office软件应用

成都 64
英语、数学、Office软件应用、应用文写作、文学

阅读

大连 N/A 数学、英语、计算机

丽江 72 英语、数学

梅州 65 英语、数学、电钢琴、舞蹈

三亚 50 英语、数学

武汉 19 英语

银川 59 英语、数学、音乐

郑州 67 英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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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成四维度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师：【教师自我评价】

确立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对于任课教

师的意见予以充分尊重，评价内容包括：教

学内容设置（教学大纲）、教学管理实施、

教学目标达成、整体满意度自评、建议和意

见等。

23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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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及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学生：【学生满意度评价】

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从5个角度进

行评价，参与调查学生1,363人次，

评价教师/授课科目677项，平均分

值达4.61（满分5）。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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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及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第三方：【第三方听课评价】

本学年听课合计768人次，共完成听课
1,466课时。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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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及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实习单位：【实习单位教学评价】

本学年首次邀请实习企业对各教学科目进行

线上评价，104家实习单位参加评价课程科

目179门，为学校的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

以及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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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树信息管理系统

【功能拓展】

从单纯的档案信息记录和数据统计，拓展到教学实施运行。

如：教学大纲和计划的编制审批，校历学期课程设置表、周

课表的编制和执行；教学和听课记录，以及教学质量评估等，

目前，系统有7大子系统，36个功能模块，43个统计报表，

系统总数据83,333条。

【范围扩大】

范围覆盖全体教师、学生、实习单位等，甚至在招生报名中

直接面向社会，当前系统总用户2,225人

【推进革新】

从事后跟随到事先领先，系统刚刚开发了“入学教育”功能，

将百年职校个性化学习的理念和一系列改革措施纳入其中。

职业教育，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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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坚持创新

与资助企业开展教学合作

• 新东方支持学校英语课教学； • 壹季体能训练营支持学校体育课教学；

• 中国通信摄影协会开设“手机摄影”课和“教育的瞬间”摄影展； • 奥体中心国奥俱乐部支持北京学校开设足球课程；

• 中伦律师事务所支持学校法律教育； • 艺美基金会支持“艺·境”艺术课程；

• 康明斯（中国）支持英语教学及艺术历史课程； • 北京幸福琳文化交流中心支持学校“咖啡制作”课程；

• 同梦基金开设“同梦计划”课程； • 付军剪艺支持学校开设“剪艺与化妆”选修课；

2017-2018学年工作报告

• 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为北京百年职校提供酒店服务课程； • CJ集团中国区总部为北京百年提供烘焙课程。



职业教育 全员德育

通过辅导员和教官制的全面实施在各地学校将全员德育理念扎实落地，

配合个人学习计划的制订，营造更加自主的校园文化和学习空间，

开放更多校园服务岗位，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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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概况

2017年9月，在校生总人数1,351，其中

一年级631人，二年级123人，实习生597人

2018年7月，在校生总人数1,265，其中

一年级556人，二年级118人，实习生591人

各地学校2015级毕业生共计591人

截至目前，百年职校已经为超过6,800名贫困年轻人提供了全免费职业教育机会，

学校毕业生总数达到4,114人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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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辅导员+教官制

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落实“全员德育”理念，本学年，各校全面实施辅导员制度，全职团队成员参与辅导员

工作，负责引导学生的学业成长，共10人担任教官，负责严格检查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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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自治管理

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工作，设置、开放大

量校园服务岗位，提升承担责任的意识和实

际工作的能力。本学年各学校共设校园服务

岗434个。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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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学习

结合个人学习计划的实施，给学生营造更多自主学习空间，引导学生制订成长计划，从被学校安排过渡到学会自

己安排；同时，推动校园内学生社团的建立和活动开展，本学年各校共建立学生社团55个。

33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百年爱心合唱团录制新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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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会服务

作为百年职校的传统，在各地

学校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

全学年共652名同学参加了义

工服务，总工时15,537小时，

人均21.6小时。服务范围涵盖

助老、环保、赛事服务等多个

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义

工服务从最初的学校统一安排，

逐步发展为学生自主发现、联

系甚至开拓义工服务事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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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各地学生获得政府有关部门及校外单位表彰54人次

⚫ 丽江：马金春--2016年度全国最美中职生

⚫ 三亚：田可欣、李富荣、孙香--海南省2016-2017学年度中等职业学校优秀学生奖学金

⚫ 郑州：2人获得省级“优秀团员”

⚫ 武汉：谷叶--获得2017-2018学年度武汉市级优秀学生干部

⚫ 大连：李世楼--大连市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

⚫ 大连：陈雨佳--大连市中等职业学校三好学生

⚫ 梅州：张宇--梅州市“优秀学生干部”、梅州市梅县区团委举行的《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征文比赛荣获“优秀奖”

⚫ 梅州：蜂建清--梅州市梅县区“三好学生”

⚫ 郑州：冯妮—郑州市教育局《国家资助•助我成长》征文比赛一等奖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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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馈

百年校友积极参加教学及校园文化活动并通过返校服务、小额捐款等形式积极回馈母校，历届校友累计捐款达人民
币187.14万元

36

职业教育，全员德育

学校 捐助金额（元）
所占总捐助金额

比例

北京学校 505,623.34 27.02%

成都学校 171,869.30 9.18%

大连学校 76,125.40 4.07%

丽江学校 42,639.00 2.28%

南京学校 185,894.25 9.93%

三亚学校 330,335.00 17.65%

武汉学校 185,427.50 9.91%

银川学校 75,569.00 4.04%

郑州学校 297,891.50 15.92%

总计 1,871,374.29 100.00%



社会支持 品牌建设

学校办学得到社会各界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强化在预算执行、教学实施、系统使用等多环节的检查督导，保障管理质量，

通过公益活动、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推动品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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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及物资捐赠

截至2018年8月31日，2017-2018学年共计募捐

17,334,398.52元，计价捐物12,837.00元。

其中：企业和各类单位捐款7,617,663.30元、个

人捐款5,124,509.51元（含校友捐款354,627.90

元）、通过各类基金会募集资金3,554,725.71元、

各地政府政策性补助1,037,500.00元。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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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物品捐助数量36,015件

郑州 8,864

北京 5,557

梅州 560

丽江 4,957

大连 4,262

武汉 3,642

三亚 1,342

银川 1,278

成都 5553

共计 3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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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部分实施服务及教学资助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英语教学项目

北京四季酒店酒店服务教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审计服务

中伦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

施耐德电气（中国）电工教学实操室

洲际酒店集团资助三亚百年酒店服务实操室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养老护理教学

专项资助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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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部分实施资金专项资助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资助三亚百年职校

成美慈善基金会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卡特彼勒基金会 Equip Future 项目

美国国务院英语奖学金项目

启皓北京资助启皓·百年爱心合唱团项目

康明斯（中国）公司英语及艺术历史项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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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百年爱心慈善音乐会成功举办

2018年1月29日晚， 2018百年爱心慈善晚会在北京
保利剧院温暖落幕，来自各地百年职校的239名同学
们登上百年爱心的舞台，用歌声和舞步讲述他们的
蜕变之路，汇报百年职校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成果，
向长期支持百年职校的资助者、志愿者和老师们感
恩致谢！

本届晚会共为学校公益办学募集善款总额人民币
11,575,301.41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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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团队建设

− 本学年各校新增注册志愿者人数343位，

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1,086位；

− 志愿者为学校提供服务累计4.54万小时。

− 与美国Muskingum大学合作项目持续开

展，在项目志愿者的支持下，完成《志愿

者工作手册》的重新修订和英文版的编制。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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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

本年度共进行一次内部审计、两次外部审计。

• 2018年初，各学校当地事务所对九所学校进行了

2017 年度的现场财务审计，按照国内会计准则出具

中文财务审计报告9份。

• 在2018年5月，理事会财务组组织有专业经验的志愿

者对9所学校进行了内部审计，按照百年职校内部控

制制度的要求，出具内部审计报告9份。

• 2018年8月，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九所学校进行了

2017-2018学年的现场财务审计，按国际会计准则出

具英文审计报告9份。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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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预算执行情况

经理事会批准，2017-2018学年9所学校及理

事会办公室总预算20,753.02万元，至2018年8

月31日实际支出19,422.51万元。

本学年预算的制订、执行采用以教学科目为基

础的方式，提升了预算对教学的指导性，更加

直观、精确地反映出直接教学成本和支持性成

本间比重，以及各类课程教学的成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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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传播工作

【学校网站改版】

实现PC和移动端在后台的同步，使页面更适合手机阅读。

【官微信息推送】

各校官方微信推送316条，阅读总量超过214,862次。

【主流媒体关注】

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人民网、凤凰卫视、

网易新闻、搜狐新闻、新浪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内

容涉及安哥拉百年职校、“教育的瞬间”手机摄影比赛、

精准扶贫案例、复制雷山学校等。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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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案例社会分享

百年职校作为社会创新的典型范例，受邀在多个涉及社会发展、精准扶贫、教育改革等议题的国内外活动中进

行案例分享，学校模式进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减贫案例库，并在“2018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上分享。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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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百年之光》

2017年12月18日，音乐人邢天溯来到百年职校参观，聆听学校故事，与同学们共处、交流，感受温情和成长，

写下歌曲《百年之光》，这首满含深情且富于力量的作品将作为百年职校校歌献给所有为爱心办学付出的力量。

2017.12.18 采风、创作；

2017.12.22 央视录制节目；

2018.01.29 慈善晚会演出；

2018.09.08 《唱给你听》节目在央视国际频道播出，正式发布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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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百年职校

− 全年总课时2,454课时，其中人生技能课1,450课时，职业技能课1,004
课时，实习期3个月。

− 安哥拉学校现有中籍管理人员2人；安籍教师10人，其中全职教师7人，
兼职教师3人。

− 2017年入校50人，2018年毕业47人，40人毕业后实现就业。

− 2018年入校新生75人，其中工程电工班 15人，酒店服务班 20人，机械
操作与维修班 15人，铝合金型材生产加工班 25人。

− 学生参与义工服务共计960小时，人均义工服务20小时。

− 百年公益职业教育品牌得到各界认可，凤凰卫视-龙行天下栏目组、安哥
拉华人报、安哥拉日报对安哥拉百年职校进行专题报导。

社会支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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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学校出现在中非论坛峰会主

题宣传片中



教育照亮人生 技能立足社会
Education Lights the Journey of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