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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的故事“签动”百年城

2008 年 7 月 26 日，记述百年职校成

长的报告文学作品《用梦想填平沟壑》

在大连百年城举行了售书捐赠仪式。

阳光透过百年城巨大的玻璃幕墙洒入

现场，数百名热心读者和到场嘉宾共

同完成了这次百年爱心的大连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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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起幸福的骊歌
Sing a Song of Graduation

唱起幸福的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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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第二期毕业生
The Second BN Graduates

维修一班 Maintenance Class one 

鲍秋硕，工程维修工

Bao Qiushuo, Maintenance Worker
程佩佩，电工

Cheng Peipei, Electrician
董岳光，综合维修工

Dong Yueguang, Maintenance Worker
郭    飞，自谋职业

Guo Fei, Looking for employment on her own
何远建，综合维修工

He Yuanjian, Maintenance Worker
姜旭日，电工

Jiang Xuri, Electrician
李    称，电工

Li Cheng, Electrician
李世博，电工

Li Shibo, Electrician
刘凡振，电工

Liu Fanzhen, Electrician
刘汉秋，工程文员

Liu Hanqiu, Secretary
刘磊磊，电工

Liu Leilei, Electrician
刘通贵，综合维修工

Liu Tonggui, Maintenance Worker
吕盛英，电工

Lv Shengying, Electrician
庞智光，综合维修工

Pang Zhiguang, Maintenance Worker
屈章兵，空调工

Qu Zhangbing,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宋志新，综合维修工

Song Zhixin, Maintenance Worker
谭荣平，电工

Tan Rongping, Electrician
吴    云，档案管理员

Wu Yun, Secretary
徐    涛，综合维修工

Xu Tao, Maintenance Worker

徐桂花，中控室监控员

Xu Guihua, Safety Controller
杨    涛，综合维修工

Yang Tao, Maintenance Worker
张海洋，电工

Zhang Haiyang, Electrician
周    兵，电工

Zhou Bing, Electrician
周子轩，文员

Zhou Zixuan, Secretary

维修二班 Maintenance Class two

陈会斌，空调工

Chen Huibin,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崔新旺，综合维修工

Cui Xinwang, Maintenance Worker
狄    舰，管工

Di Jian, Maintenance Worker
范天生，自谋职业

Fan Tiansheng, Looking for employment on his own
韩凯鑫，技术维修工

Han Kaixin, Maintenance Worker
黄    杰，空调工

Huang Jie,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贾冰峰，自谋职业

Jia Bingfeng, Looking for employment on his own
兰    伟，管工

Lan Wei, Maintenance Worker
李华洋，水工

Li Huayang, Maintenance Worker
李新春，空调工

Li Xinchun,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李振华，空调工

Li Zhenhua,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刘    磊，电器销售

Liu Lei, Sale Promoter

刘洪超，综合维修工

Liu Hongchao, Maintenance Worker
刘鸣阳，综合维修工

Liu Mingyang, Maintenance Worker
刘智辉，管工

Liu Zhihui, Maintenance Worker
卢智成，综合维修工

Lv Zhicheng, Maintenance Worker
师义杰，空调工

Shi Yijie,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王    舰，水工

Wang Jian, Maintenance Worker
王朋龙，技术维修工

Wang Penglong, Maintenance Worker
王亚军，空调工

Wang Yajun,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严    勤，综合维修工

Yan Qin, Maintenance Worker
张龙柏，暖通

Zhang Longbai, Maintenance Worker
周    舵，综合维修工

Zhou Duo, Maintenance Worker
朱紫伟，综合维修工

Zhu Ziwei, Maintenance Worker

服务班 Service Class

陈莉莉，餐饮服务

Chen Lili, Waitress
董文娜，物业前台

Dong Wenna, Property Management Receptionist
窦国玲，会议服务

Dou Guoling, Conference Receptionist
窦筱晴，前台

Dou Xiaoqing, Receptionist
段娅娅，餐饮服务

Duan Yaya, Waitress
高    方，前台

Gao Fang, Receptionist
韩    瑜，制服室工作人员

Han Yu, Uniform Cleaner
蒋启华，客房服务

Jiang Qihua, Housekeeper

李    婷，客房服务

Li Ting, Housekeeper
李    雪，自谋职业

Li Xue, Looking for employment on her own
李桂莲，前台

Li Guilian, Receptionist
李瑞珍，餐饮服务

Li Ruizhen, Waitress
李祥琳，公司前台

Li Xianglin, Receptionist
李玉荣，客房服务

Li Yurong, Housekeeper
刘丽华，客房服务

Liu Lihua, Housekeeper
刘文娇，客房文员

Liu Wenjiao, Receptionist
孟秀秀，自谋职业

Meng Xiuxiu, Looking for employment on her own
牛丽竹，客房服务

Niu Lizhu, Housekeeper
裴    佳，客房服务

Peijia, Housekeeper
齐    款，文员

Qi Kuan, Secretary
任建巧，文员

Ren Jianqiao, Secretary
田秋静，洗衣房工作人员

Tian Qiujing, Uniform Cleaner
汪新雅，总机话务服务

Wang Xinya, Receptionist
王    娜，客服前台

Wang Na, Front Desk Receptionist
杨    梅，餐饮服务

Yang Mei, Waitress
杨乐乐，文员

Yang Lele, Secretary
张    舸，中餐厅服务员

Zhang Ge, Waitress
张    燕，中餐厅服务员

Zhang Yan, Waitress
张玉玲，洗衣房工作人员

Zhang Yuleng, Uniform Cleaner
赵会英，客房部文员

Zhao Huiying, Secretary

唱起幸福的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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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VS Students take donations to CYDF: On May 21, 
2008, BNVS students from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reas 
took financial donations from BNVS to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y hope their donation will be 
used to rebuild the schools in Beichuan--the most seriously 
damaged town-so that students can resume their schooling.  
An additional 68,250 RMB was donated by the BNVS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 families of BNVS students 
who were affected by the earthquake. These students, 
however, decided to donate the money to students from other 
disaster 

● 5 月 21 日 在校灾区学生转赠捐款支援家乡

百年职校来自四川地震灾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将一

笔沉甸甸的捐款送到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以

此帮助重灾区北川的学校修复校舍，使受灾的孩子重返

校园。地震发生后，百年职校的老师和志愿者一直十分

关注学校受灾学生家庭的情况，在获悉其家庭受灾情况

后，立即组织起来向受灾学生家庭捐款共计 68250 元。

然而，背负着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因地震灾害更加贫

困的家庭，同学们却发出了同一个心声：把捐款送到更

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大家一致决定，将捐款送到中国青

基会，用于在北川地区修建希望学校，并连夜起草了一

封致北川同学的慰问信。

● 5 月 13 日 参与“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劝募行动”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百年职校的同学们一直心

系灾区，二期学生董文娜、裴佳作为代表，参与了由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劝募行

动”，志愿担任热线电话接线员，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

的救援工作。

BNVS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work to aid the 
Sichuan earthquake victim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Dong Wenna and Pei Jia, second year students, joined the 
Hope Project Urgent Rescue Action, sponsored by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y served as telephone 
operators on the hotline. 

● 5 月 15 日 赈灾义卖《新京报》

百年职校三期全体学生走上街头，义卖《新京报》，

通过劝募活动，为抗震救灾筹款。同学们积极劝说过路

行人“予人玫瑰，手留余香，买一份新京报，为汶川献

爱心”。当日共卖出《新京报》966 份，所得义卖收入将

通过中国青基会全部转给灾区人民。

BNVS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Charity Sale: On May 
15, 2008, BNVS students sold 966 copies of "The Beijing 
News" at over 35 newsstands in Beijing. All of the income 
went to the Disaster Relief Fund established by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s the first Vocational 
School solely funded by private donations, BNVS students 
want to repay society not only by studying and working 
hard, but also by their own charitable giving. 

● 5 月 19 日 降半旗，全校师生悼念地震遇难同胞

上午 8 时 30 分，一次特殊的升、降旗仪式在百年

职校举行。学生代表在半旗下献词，表达了同学们对灾

区人民的祝福；下午 14 时 28 分，百年职校全体师生和

全国人民一起为在“汶川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 3 分钟；

其间，防空警报响起、机动车辆鸣笛，以寄托大家的深

切哀思。

BNVS Mourns Sichuan Earthquake Victims: At 8:30am 
on May 19, 2008, the national flag was flown at half mast in 
remembrance 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victims. At 2:38pm, 
all BNVS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aff joined the whole 
nation in 3 minutes of silence to mourn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 5 月 23 日 百年职校及爱心志愿者紧急筹款支援甘肃

文县灾区

姚莉理事长通过著名作家邓一光获知，甘肃文县

地震重灾区目前救灾物资严重匮乏，灾民急需帐篷和彩

条布遮风挡雨。百年职校迅速组织、联络北京银达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和百年爱心志愿者在两个小时

内筹集款项 21.1 万，在西安购得重 12.2 吨、总长度达

21800 米的彩条布，并委托正在当地的百年爱心志愿者

代表邓一光先生于当日运往甘肃文县的抗震第一线。

BNVS & Volunteers participate in a disaster relief 
fundraiser for Wen Township: On May 23, 2008, BN 
Vocational School, the Beijing Communist Party Division of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and volunteers raised 
200,000 RMB to purchase 12.2 tons (21800 meters) of fabric 
for shelters in Wen Township, Gansu Province. The fabric 
was transported by Mr. Deng Yiguang, a famous author, 
who earlier in the day had informed Ms. Yao Li, President of 
BNVS, about this urgent need. 

亲爱的北川县的同学们：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

灾降临我们的家乡。作为四川人，身在北京的我们，看

到了镜头中满目疮痍的家乡和痛失亲人、伤心欲绝的乡

亲，我们感同身受、心如刀绞。

我们都是来自四川农村的贫困家庭，在汇聚了社会

各界爱心的北京百年职校中学习、成长。这次地震后，

学校的老师和爱心志愿者得知我们来自四川灾区，第一

时间为我们捐款，希望帮助我们尽快重建家园。可是我

们觉得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这笔善款来修复校舍、重返课

堂。

我们知道这次地震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有至亲

教育重燃希望 百年传递爱心

5·12 地震后⋯

至爱的家人、教人不晦的老师、朝夕相处的朋友。但我

们也坚信，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没有失去希望，因为我们

看到了一个民族在灾难面前凝聚起创造奇迹的力量，感

到了来自全国各地鼓舞和支持。

今天，我们将百年职校老师和志愿者们奉献的爱心

传递给你们，因为：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手拉手的伙伴；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肩并肩的挚友；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心连心的亲人。

                        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灾区学生

                                         2008 年 5 月 21 日

百年职校灾区学生 致北川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相信爱

相信爱
Believe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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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学习。

在招生现场我们播放了学校

的宣传短片，也许是镜头里这栋

不断发生故事的砖红色小楼将与

他们未来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同学们都显得格外专注。

百年职校的成长

得到了绵竹市教委的支持，

我们的招生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

推进。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的手

续需要办理；此外，关于学校、

关于专业、关于孩子，家长们有

太多的问题需要了解，有太多的

嘱托想要表达。在这里，姚莉、

封如怡、回春雨、贾光辉这些自

百年职校建立以来忙碌至今的身

影，让我看到了百年职校的品格，

感慨于百年职校的成长。

百年职校的成长在于对公益

组织性质、作用更为深入的理解。

这次百年职校赴四川灾区招生打

破了学校原有的招生惯例，但并

没有背离学校为贫困青年人提供

教育机会的办学

宗旨。公益组织

服务于社会，应

依据社会需求调

整运作方式，这正如企业依据市场需求

调整经营策略。百年职校及时洞悉地震

灾区贫困学生的失学问题亟待解决，又

基于对机构特点（职业教育）和性质（慈

善学校）清晰定位，故而此次招生在对

象上并未拘泥于在京贫困农工子女。

百年职校的成长在于对突发事件

的敏锐洞察。公益组织是社会团体，任

何一个公益组织都以解决某种社会问题

为己任，尤其是在政府尚未涉及或者说

没来得急涉及的方面。以汶川地震为例，

我们很难要求政府在地震发生后就对从

抗灾到重建的一系列问题都做出迅速反

应。而公益组织应有足够的敏锐察悉这

种缺口，换句话说，民间力量的彰显往

往体现在“查漏补缺”上。此次地震对

当地教育事业的打击是沉重的，而职业

教育尤甚。相比于普通教育“书本加课

桌”即能复课的状况，职业教育因大量

实操设备的损失而难以迅速恢复，再加

上传统教育观念对职教的轻视，对于灾

2008 年 6 月 6 日，当我作为百年爱心招生、慰问团

队的一员在成都双流机场登上返回北京的航班，“汶川

地震”以来发生在我周围一切关于抗震救灾的记忆在脑

中一幕幕闪现，看着身边即将和我们一同返京的灾区学

生，我很想知道他们心里对于这过去的一个月有着怎样

的记忆。不过我可以肯定，这段记忆不仅关乎灾难，也

关乎爱心，而我们要做的是把他们爱的记忆延续。

我们从北京来

6 月 5 日，我们百年爱心招生、慰问团队一行 9 人

抵达蓉城，在信达公司成都办事处的大力协助下，一辆

挂有“教育重燃希望，百年传递爱心”字样横幅的大客

车载着我们驶向绵竹。绵竹市教委的临时办公地点设在

了绵竹中学内，这是当地的一所重点中学，主教学楼上

清晰的裂痕是灾难留下的印记，而经历了这次劫难的 20
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也正在此等候，从他们的眼神中我

读出了焦急、疑惑，还有期待。

姚莉理事长来到人群中，她告诉大家，我们从北京

来，北京有一所专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职业教育机

会的百年职校，我们来到这里是希望帮助那些愿意接受

职业教育的灾区贫困学生尽早恢复学业，是要接同学们

相信爱

川籍希望工程班
区正在接受或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而言，这无疑是

雪上加霜。百年职校在此时此景入川招生，用“雪中送炭”

来形容亦不为过。

百年职校的成长在于“主动公益模式”的发挥。优

秀的公益组织可以成为一个社会资源的调节器，对可控

的公益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而

从国内现状来看，一个具备一套运行模式通过资助实现

公益目标的社会组织，其运作都相对被动，犹如一辆在

两站间运行的地铁列车，哪怕是中途停车都很困难。因

为这些公益组织往往由某基金会或某企业支持，运作首

先需符合支持单位的公益理念、愿景，导致自由度相对

较低。而百年职校在这一点上有着先天的优势，“百年

职校属于全社会”，使得学校在公益资源的分配上主动

性较强。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百年职校能够做出迅速

的反应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相对独立的运作状态。

抗震棚里的歌声

中央电视台的朱迅老师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邢云

老师作为学校的志愿者也加入我们的团队一同来到绵竹

灾区。身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她们很快便融入到孩子们

中间，驱散了不安与迷惘，带来了温馨与坚强。

朱迅老师富于亲和力的微笑总让人印象深刻，整个

下午，在孩子们面前她一直都在微笑，这不是镁光灯下

电视人的职业表情，而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爱的表达。“用

微笑回答所有的迷惘”，在这个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

朱迅老师的微笑做到了这一点。

邢云老师是我见过的最敬业的记者了，从飞机降落

开始，录音笔、相机就随着她忙碌起来。邢云老师有心

理学的基础，她来到孩子们中间，和他们聊天、交谈，

也帮助他们进行着灾后的心理疏导。

同学们围在两位老师身边，手拉着手唱起歌来，“阳

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

我们的社会需要朱迅、邢云这样的新闻工作者，而

我们的社会又需要一个怎样的百年职校呢？我想这次赴

川招生便是百年职校给出的答案：一个懂得如何承担社

会责任的公益组织，一群“相信爱就是改变力量”的人。

社会需要怎样的百年职校？
文博—百年职校赴川招生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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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籍希望工程班”开班仪式上，教育部职

业教育司副司长王继平寄语百年职校：
“在这么一个最小的职业学校，我正经历一个特别

的开班式，见证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刚才听理事长说

百年职校的在校生还不到 100 人，而当我也了解了学校

办学的理念，我又感觉到这个学校是最大的，为什么说

是最大的职业学校？因为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是真正的

职业教育。

我想对百年职校提点希望，这个学校非常有特色，

特别是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刚刚在开会之前，我参

观了咱们学校的实验室、课堂。理事长说太小，但是，

我敢下这个结论，这还是一所职业学校，而且办的是很

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名副其实的职业教育。我希望，我

们灾区的 20 名孩子过来后，能够把他们的学习、生活

安排好；在两年以后，把工作、职业安排好，这是很重

要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们讲职业教育一定要以就业为导

向。四川受灾以后，我们要去救职业教育，要去救灾区

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我们还要办好职业教育来救灾区。”

2008 年 6 月 11 日，百年职校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开班仪式，20 位来

自四川绵竹灾区的新同学正在这里努力走出“震痛”，并且已经在继续求

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作为百年职校面向地震灾区招收“希望

工程班”录取的第一批新生，他们都是经当地民政部门推荐，来自在地

震中受灾严重的贫困家庭。教育部、中国青基会、市慈善协会、东城区

民政局、区教委、区团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开班仪式。

希望工程班成立以后，社会各界的爱心帮助源源不断，让孩子们倍

感温暖。

BNVS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Sichuan Project Hope Class: On June 
11, 2008, an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Sichuan Project Hope Class was held 
at BNVS. The students are all from the earthquake affected zone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guests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 Beijing Charity Association, 
the Dongcheng Civil Affairs Bureau, the Dongcheng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the Dongcheng Youth League.

敬爱的王学勤叔叔：

我是百年职校来自四川

绵竹灾区的希望工程班学生

袁佳。在北京这一年的中秋 ,
我真正意义上体会到了“每

逢佳节倍思亲”这句古语的

含义，以往文人悲秋，是因

为秋天的悲凉，如今我也悲

秋，却是因为今年的中秋不

能在家和亲人一起赏月吃月

饼，回想起以前每年中秋都

和家人一起在月下吃着月饼，

其乐融融，如今却“独在异

乡为异客”，禁不住心头一阵

悲凉。

临近中秋，您在百忙之

中依然挂念着我们，想着我们，为我们

送来了月饼，让我们过一个圆满的中秋

节，吃着您送来的香甜的月饼，感受

到深深的心意与厚重的爱，我们的心

里无比温暖，我们要深深的感谢王书

记和所有那些关注、关心我们的好心

人们，虽然今年中秋不能和家人团圆，

可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你们，有你们

的爱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家人

般的温暖和温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

孤单，你们虽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谢谢你们！

天灾无情，让我们家园尽毁，和亲人骨肉分离；人

间有爱，让我们重拾希望，再次面对新的生活。四川地

震震惊世界，我们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关怀，也让我

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在我们绝望无助之际，

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了我们，我们

是不幸的，可同是我们又是幸运的，百年职校容纳了我

们，而百年的后面，是那无数坚信人间有爱并且将这信

念付诸实施、用自己的爱温暖人间的好心人们在支撑着，

他们用他们的爱温暖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也知道了

爱，真的会温暖人间！在这里我代表“川籍希望工程班”

同学，对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谢谢！

                                                   百年职校学生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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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新闻出版局赠书

Municip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donates books

▲ 在国家大剧院向顶级演员学芭蕾

BN students learn ballet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 东城区统计局送来生活用品

Stat is t ics  Bureau of  Dongcheng 
District donate daily necessities

▲ 著名主持人朱迅与同学们在一起

BN students with volunteers Ms. Zhu Xun 

百年职校，最小的学校？最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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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爱心合唱团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是百年职校

的学生艺术团体。

作为中国第一家为贫困农民工子女开办的职业学

校，百年职校在全社会的爱心支持下为贫困农民工子女

提供免费职业教育机会。在这所慈善学校里，学生们不

仅重视学习实际技能，同时要接受完善的社会人文教育，

融入城市文明，其中，音乐教育是百年职校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

秉承“以旋律陶冶情操，用歌声表达感激”的理念，

百年爱心合唱团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多次参加各

类公益合唱演出，以此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让同学

们理解音乐的魅力在于那动人的旋律总能在人世间架起

和平、友谊的桥梁，总会让博爱、平等的真谛在人们的

心田流淌。

百年爱心合唱团的学生来自贫困的农民工家庭，生

活的艰辛让这些孩子更加懂得珍惜拥有音乐的幸福。美

丽的歌声让他们体会了艺术的高贵，也培养了集体荣誉

感。音乐给学生们带来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相信：在

歌声中，他们必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

BN Charity Choir
BN Charity Choir is a Student Art Club at Beijing 

BNVS. 
Being the very first charity vocational school in China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BNVS 
provides totally free practical skill training, academic 
and ethical education with the help and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Edification on music is highly valued in its 
quality-oriented moral cultivation.   

Believing that music builds up character and melody 
expresses gratitude, BN Charity Choir tries to foster students' 
passion for music, develop their enjoyment in fine art and 
teach them that beautiful songs can bring peace, friendship, 
philanthropy and equality into the world. The pleasant 
singing of these impoverished children promotes their self-
esteem and gives a new hope to their future. 

BN Charity Choir hopes to show its sincere gratitude 
by its wonderful performance to the people who have always 
been supporting BNVS.

今天走上舞台的是一个在歌声中微笑的合唱团，而明天走向社会的是许多在各个岗位上为大众

服务的普通技术工人。他们依然会微笑，因为他们心中拥有音乐，因为他们热爱生活。

百年爱心合唱团：为公益歌唱

乘着歌声的翅膀
百年职校学生登上国际合唱节舞台

一场汇聚了国内外 50 多个专业合唱团体的音乐盛

会，一群生活在城市贫困线边缘的农民工子女，这两条

似乎永远不可能相交的轨迹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的

舞台上汇聚到了一起。

来自百年职校的学生艺术团——百年爱心合唱团的

孩子们从这里走进了艺术的殿堂，这些笃信“技能立足

社会”的贫困青年人，用歌声表达了对音乐的向往，唱

出了对生活的热爱。

对于能够参加此次合唱节的比赛，同学们激动地

表示：“在学校，音乐让我们变得乐观和坚强；在这里，

我们用歌声表达我们的感谢，述说我们的梦想。”

合唱团艺术总监、指挥郭志强是中国合唱协会理事、

国家一级指挥，作为专业的艺术工作者，他志愿参加百

年职校的音乐教学，与学校老师通力合作，悉心执教，

呕心沥血，把音乐教育渗透到学校育人工作中，用合唱

艺术提升学生的品德修养。经过不懈努力，原来完全没

有声乐基础的孩子提高了演唱水平。动人的旋律和孩子

们对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感被融入到演唱中，将《在灿烂

阳光下》、《向往西藏》和《只要我拥有音乐》这几首参

赛歌曲演绎得细腻、感人。

而让同学们尤为感动的是，学校的理事、爱心志愿

者、校外辅导员、全体老师都十分关注大家的表现，都

希望给初登国际比赛舞台的孩子们些许鼓励，分享他们

成长中的这一分精彩。

在这届为期 6 天的合唱艺术盛会中，百年爱心合唱

团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发挥了自身的表演水平；通

过国际合唱节的舞台，更多人了解了百年职校，正如合

唱团员、一期毕业生安晓琼所说：“我们用歌声让大家

记住了百年职校、百年爱心合唱团，让大家知道，在这里，

农民工的孩子也能唱好歌。”

合唱团员对于能参加此次盛会非常自豪，因为他们

觉得自己是作为中国农工子弟的代表来到这里；学校的

全体老师也非常自豪，因为过自己的工作能打开一扇小

小的“和谐中国”的窗口，让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社会在

消除贫困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让世界都能看到中国贫

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权

利得到了保障，他们同样

能享受良好的艺术教育。

同时也能唤起更多人对社

会“非优势群体”的关注。

此外，百年爱心合

唱团还积极参与合唱节期

间的志愿服务工作，在荣

获“优秀表演奖”的同时，

还赢得了组委会的称赞，

圆满结束了本届中国国际

合唱节的“音乐之旅”。

只要我拥有音乐

▲ 北京电视台赈灾义演

BTV Disaster Relief Benefit Performance

▲ “爱尔兰周”王府井表演

The Irish Week performance  at Wangfujing

▲ 雨中高歌迎奥运

Singing in the rain for the Olympic Games

只要我拥有音乐
As Long As I Hav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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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爱心讲堂”系列讲座是百年职校人文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小小的讲台汇

聚了社会各界精英志愿为学生讲课，成就了百年职校教学的一大特色。

百年爱心讲堂

▲ 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国粹进课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来到百年职校，以平生开办的第一次京剧知识讲
座把国萃艺术送到了农民工的孩子们身边。热心慈善事业的李维康老师希望通过京剧的普及让孩子们，特别是这些
贫困家庭的孩子了解中国文化艺术，激发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提升孩子们的艺术修养，而将京剧的相关知识带入
课堂是对京剧艺术普及的一次有益尝试。
Peking Opera Artist Ms. Li Weikang Gives Lecture at BNVS: Ms. Li Weikang, a famous Peking Opera star, gave a lecture 
at BNVS. She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basic elements of Peking Opera, as well as demonstrated som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Her lecture evoked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is traditional art form.  

▲
 央视名嘴王志、朱迅论“合作”：2008年

6月2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志、朱迅
夫妇来到“百年爱心讲堂”，为三期学生做
了一场关于“合作”的讲座。两位老师论及
了合作的重要性、合作与独立的关系、合作
中的主要问题，并指出生活中的合作问题是
复杂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合作实
践中要注意把握主要矛盾，同时也要调整好
心态，与人为善，寻求积极有效的合作。
On June 2nd, 2008, CCTV Hosts Mr.Wang 
Zhi and Ms. Zhu Xun gave a lecture entitled 
Cooperation and answered BN students 
questions. 

▲  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邢云讲述“在感动
中成长”：2008年5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
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邢云老师来到百年爱心
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以“在感动中成
长”为主题的讲座。讲座过程中大家始终保
持着积极的交流与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On May 14, 2008, Ms. Xing Yun, a hostess 
from Beijing Renmin Broadcasting Station gave 
a speech about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

▲  百年职校师生听傅佩荣教授讲国学；2008
年7月21日下午，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教授
以“传统、现代与灾后中国人的心灵建设”
为主题，为百年职校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思想精髓。
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21, 2008, B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tended a lecture entitled, 
“Tradition, Moder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ople's mind after the earthquake” 
given by Mr. Fu Peirong, an expert of Chinese 
studies in Taiwan.

▲
 奥地利驻华大使夫人为百年职校学生带来讲座：2008年

4月9日，奥地利驻华大使夫人欧娜女士为同学们带来了一
堂生动的奥地利人文风情讲座。奥地利客人用丰富而幽默
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展示了一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度。
Spouse of the Austrian Ambassador to China lectures 
at BNVS: Ms. Jamara Otounlaeva, the wife of Austrian 
Ambassador Dr. Martin Sajdik, gave BNVS students a 
lecture on Austria. She introduced Austrian music, history,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百年爱心讲堂
BN Charity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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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职校举办职业技能竞赛

2008 年 6 月 20 日，为提高学生

的操作能力，展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

习成果，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学校三

期同学迎来了一次“实战演习”，百

年职校三期职业技能竞赛在学校计算

机室、实训中心等多个赛场依次展开。

本次竞赛共有六个项目，三个班的同

学分别参加本专业的竞赛项目。

经过了一年的在校学习，同学

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职业技能，面

对这模拟得十分真实的工作场景，他

们大都表现得非常从容。虽然还能听

到有同学因细小的失误而发出的叹息

声，但写在每个人脸上的自信却分明

告诉老师：实习生活，大家准备好了！

Professional Skill Competition 
is Held at BNVS: To prepare the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2007-08 school 
year for their upcoming internships, 
a professional skill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June 20th.  All three trades 
were involved:  Hospitality Services, 
Electrical Repair & Installation, and 
Plumbing/Air Conditioning Installation 
& Service. There were six areas in 
which the students competed.  After 
only one year of study, the students 
performed without difficulty in the 
competition. Although there may have 
been a few small errors, the students 
showed that they grasped the basic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onfidence 
requir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eir 
internships. 

▲  三期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成功举行

2008 年 3 月 6 日，由校学生会组

织的三期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成功举行，

29 位同学先后登台一展风采。比赛中，

选手们演讲主题丰富，表现形式多样。

这次活动有助于提高同学们对英语学

习的兴趣，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

自我的舞台。

The third class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BNVS hold an Engl ish Speech 
Contest: On March 6th,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who enroll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07-08 school year, held a Speech 
Contest in English. The contest revealed 
the progress they had mad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heightened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communicate in the language. 

▲ 百年职校三期服务班全体同学都顺利通过了国家计算机

一级等级考试。

BN students pass the National Computer Rank Examination 
Level 1

【作者系中学数学特级教师，百年职校创建伊始便
志愿担任数学教学工作，根据百年职校的学生特点和职
业教育的数学教学需求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并
据此编著《实用数学》教材。2008 年教师节前夕，史树
德老师获首届“新公民园丁特别奖”。】

百年职校是面向贫困农民工子女的免费职业学校，是一所
充满关爱、奉献、诚信的公益学校。我有幸加入百年职校的任
课老师志愿者团队，深感责任在肩，义不容辞。自建校起，我
已经历了三年多教与学的相互促进，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些质朴善良、渴望求学的农民工子女，经过刻苦努力掌握专
业知识和技能，经受了实习的检验，最终走上了就业岗位，让
我们这些老师饱尝丰收的喜悦，感到无比兴奋、自豪。师爱是
巨大的教育力量，这种无私的真爱应延伸
到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

一、 真情关爱，注重赞赏、帮助
“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教

育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真情实意的关
心爱护，热情帮助自己的学生，源自对国
家教育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没有关爱，
谈何师生心灵上的沟通，谈何民主平等、
互信的师生情谊。简言之，没有关爱就没
有真心的教育。

观察和分析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和表
现是关爱学生的真谛。比如在课堂上是积
极动手动脑，还是低头不语发呆；对所学内容是或提问或踊跃
发言质疑，还是冷漠若有所思？对课外作业是工整正确完成，
还是草率漏洞百出？当天未来校上课，是病假，事假，还是有
其他原因？询问、掌握、关心是热爱学生的必然，教师的使命
感激励我们，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展开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再据此妥善决定工作方法。以二期学生李华
洋为例，入学数学考试 7 分，开学后上课常常皱着眉头，两周
反馈测试 12 分。我在当天便找到他，先帮他分析试卷指出错在
何处，怎样改，上课应如如何听讲、做笔记等；约定两周内面
交作业，面批面改。经过他本人的努力，四个月左右，已达到
班内中等水平。这是爱心转化，热心帮扶的一个具体事例。

坚信每个学生都有发展潜能，坚信他们渴望学习，积极向
上。表扬往往能唤起积极进取的活力。要善于捕捉每个学生的
闪光点（自信上进的因素），适时地赞赏或表扬。每学年开学
的 1-2 周都要表扬一批课上聚精会神听讲，踊跃发表个人观点，
认真按时完成作业的同学；那些正确、工整同学的作业将贴在
教室前的公告板上，供大家学习、模仿，“有样板”引路，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与数学相关的爱好、特长，选择时机予
以赞赏。如三期二班的向先鹏，每次选做的题目，他都能完成，
表现出学习的自觉性；一班宋旭东作业书写得工整，字体清秀，
三班沈芳芳耐心回答别的同学提出的问题，并愉快承担为同学
补习功课的任务。对于基础差，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同样需要
鼓励他们点滴进步。如三期一班叶发斌同学经过一个寒假的刻
苦学习，在第二学期初补考，获得 76 分，我特意到他们班宣布
补考成绩，给予表扬，他激动万分。

课堂之外更需要热心，多种形式的关心和帮助。有准备、
有目标的师生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肯定他的成绩，指
出努力方向或某些不足是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如与三期党楠
做过类似的交流。事后他的辅导员告诉我，那次谈话让党楠深
受感动和鼓舞。另外，同学们因故缺课后的补课时间尤应珍惜，
在补课过程中应帮助他们澄清模糊概念，学会公式的正用、逆
用和活用，学会反思、剖析自己的成败的因素，如一期三班的
陈丽霞的数学就是这样逐步提高的。

二、因材施教，求实逐级提高
因材施教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现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异

造成学习状态和成绩不同，教学上要面向多数人实际讲课，兼
顾学习出现暂时困难和学有余力的学生；二是从学生的志趣、
爱好、追求等差异出发，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在不同方向上
发展提高。

结合北京百年职校近几年的生源实际情况，我们的学生多
数属于前一类暂时学习困难的弱势群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早
就指出：“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
有爱迪生。“应以民主，平等的姿态，尊重和体贴学生。从发展

和变化的观点看，学生是处于发育成长中，尚未成熟的人，他
们都有进取心，有培养前途，可能获得成功。当然学习压力大、
成绩较差的同学存在自卑感，遇到学业中的困难和挫折时，容
易产生畏惧心理和厌倦情绪，往往破罐破摔、自暴自弃。这恰
是学生培育者——教师应该承担的思想工作，也是神圣的职责。
而因材施教可以从一下几方面着手。

1. 用通俗、幽默的语言或生动诙谐的比喻，诠释某些公
式、概念，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习情趣。例如，指数概念

中   把 比喻为房屋，从房屋走出来到

院子中（化去“ ”，|a| 表示在院子中）；怎样走出院子到街上？
身体强壮（a ≥ 0）直接走出，体格虚弱的再加一件上衣（负号 -），

在风趣谈笑中，诱导大家记忆、理解、思
考新知识。

2. 课堂教学实行“低起点，搭台阶，
梯级升，勤互动，促成功”的教法，帮助
学生克服学习和心里障碍，积累“小成功”
汇集为“大成功”。其中低起点可以从初
中数学起步学习；搭台阶即先复习推理变
换中应用的关键知识点承上启下，逐级认
知梯次提升；勤互动指师生间质疑，研讨
活动要持之以恒；不断创设促使学生学习
成功的氛围。

3. 设计鼓励性、扶持性的个性教学
法。编写和设置适合不同层次、各类水平的问答题或练习题，
让那些成绩暂时落后或中等程度的同学在课堂有机会与老师对
话、交流。在教师指点下，学会较为完善的分析与解答问题，
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和喜悦。与此同时，老师要不失时机地
对学生予以具体地肯定和适度的表扬，以增强自信心和克服困
难的毅力。

4. 个别补课和局部范围的小组型补课是查缺堵漏行之有效
的途径。百年职校一期的补课采取自愿报名，分为初一、初二、
初三按年级补课。补课内容由任课教师提出建议，再与学校聘
请的补课教师（志愿者）商讨确定。时间是每周两次，一次一
小时，占用下午放学以后的时间。半年后总结征求师生意见时
发现：各年级的数学基础差同学需要补习的与补讲内容的口径
对不上，兴趣不浓。总体看来，初二程度的补课班效果较好；
由于初中学习基础彼此相差很大，初一程度的补课班状况较差；
初三程度班的生源较杂，有读过高中或数学素质较好的同学，
也有读到初二、未学初三课的，还有个别随着初三关系好的同
学报名的，水平悬殊，所以初三班补课效果一般。百年职校二
至三期，采用集体与分散补课结合的办法。那些读过高中或素
质较好的同学要伸出奉献、友爱的手，一两个人承包一个成绩
暂时后进的同学。补课内容由“后进”同学提出，可以是当天
或前面的课程、作业等。时间可选择午饭后，或课间。这种结
对补课法，涉及知识面窄，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还要提倡各
班的学习小组内，前后、左右邻桌同学研究讨论，互相帮助，
共同促进。另外，集体补课侧重为专业课服务的初中数学。

5. 科代表是老师教学与同学学习之间沟通、联系的纽带，
教师要对课代表进行具体的指导，细心的点拨与培养。每天交
作业时间应向老师说明：哪些人因何原故没交？哪道题容易
做？哪道题完成较困难？同学们对老师教学有什么要求、希望
等。要精心培养科代表逐步成为数学学习的标兵，成为“小老
师”，不仅能在平时为同学答疑解惑，订正作业；还能在每周二
早餐上课前带领个各班同学复习或测试基础知识，及时总结与
老师交流。

那些数学基础较好，名列前茅的同学，也应抓紧，与时俱
进。如布置这些人自学‘阅读与探究’中与课堂所学相关的内
容，有疑难问题自己找老师解决。又如组织指导他们自办《学
数学小报》，结合与全校（或班）学习同步的内容，写出个人的
学习体会或收获。对全校同学会起到鼓舞、鞭策、引领、开阔
眼界的作用。像刘晓明写的“反思推广”，王君写的“数形结合”，
徐丽圆写得“一题四解”，于久云写的“应用问题集锦一”，杨
士伟写的“应用问题集锦二”，王林写的“我的学习方法简介”
等等。在各班同学中传阅后，反映很好。多数人谈到同样学的
内容这些作者写得深透、灵活，不少人说很受启发和感动，小
报是校园文化中的一朵鲜花。

百年职校数学教学中的

感悟与启示
史树德

百年爱心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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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多，队伍有 10 多米长，但我们还是毅然加入了这支

队伍。在商店里，不管是 T 恤还是杯子，都印着一只只

大熊猫，当时感觉太自豪了！水族馆虽然面积不大，但

展览的海洋动物很有特色，其中我最喜欢海马和海龙，

它们的模样和陆地上的马和传说中的龙一模一样，大自

然太奇妙了！

学习，在美国的一流大学

在美国期间，英语学习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然而

十分幸运的是，我们的课程能在两所美国一流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进行。每天早

上的 9:00 ～ 12:45，我们都会有英语课。英语课大致的

内容分为两部分：一、英

语练习，包括小组会话、

写日志、写短文、话题讨

论等；二、美国文化，包

括美国政府和美国历史

等。

8 月 5 日是我们第一

天正式上英语课。这里的

课堂非常自由，只要你做

的事情与本节课的主题有

关，她都不会干涉。记得

有一次上课时，同学们都

在阅读短文，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老师，却看不见她

的身影。四处找她，却发

现她正在教室的一个角落

吃黄油面包。原来她为了

准时赶来给我们上课还没

吃早餐。当时我觉得特别

逗，想想在国内恐怕是找

不到这样的老师吧。不光

她自己，如果学生在上课

时饿了也可以吃零食。有

的时候我们还在课堂上学

习一些游戏，有一次，老

师发给我们彩笔和白纸让

我们画世界地图，结果我

们全把自己的国家画在了

白纸的正中央，而把其他

国家的地理位置都搞混淆

了，之后我们都大笑起来。

在课上我们还学习、

探讨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下面我列举

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1、Hurry, Hurry, Hurry，（快，快，快）。几乎每一

个美国人都会带一块手表，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也都会有

一个挂钟。你也经常会听到他们说：“Be on time（守时）；

Don't waste  time（不要浪费时间）；Time is money（时间

就是金钱）；Time waits for no one（时间不等人）。美国

人厌烦迟到，即使上司或者老师迟到也会引起雇员或学

生的不满。不过这种争分夺秒也常常使得美国人难以放

华盛顿·费城·圣地亚哥

华盛顿、费城和圣地亚哥，我们的美国之行就是围

绕着这三个城市展开的。

在华盛顿我们参观了印第安人博物馆、美国国会

大厦、白宫、杰弗逊纪念馆和林肯纪念堂，这些都是华

盛顿非常著名的景点。我觉得华盛顿的每一个建筑物都

十分雄伟美丽，值得欣赏。但我发现在华盛顿并没有特

别高的建筑物，听老师说这是源于一条不成文的惯例：

华盛顿的任何建筑物高度都不得超过华盛顿纪念碑的高

度。所以，在华盛顿就没有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了。但

华盛顿的自然环境特别美，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一大片一大片绿地，放眼望去，全是绿色，给人清新自

然的感觉！不过，华盛顿

的天气总让人琢磨不透，

早上还是阳光明媚呢，下

午就下起了雨，更有意思

的是，有时下完雨后，地

面居然会飘起一层薄薄的

雾气，此时天空会挂着一

弯彩虹。

费城是美国的诞生

地，因此许多建筑和博物

馆都是关于美国独立和自

由的。在国家独立历史公

园里还完好地保存着议员

讨论和制定美国宪法时所

用的一些物品。我们还在

这个公园里参观了“Liberty 
Bell”（自由钟），有意思

的是在自由钟上有一道裂

纹。我和正在参观的美国

人聊天：在美国，自由对

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告

诉我：“我们有投票选举自

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

自由，生活工作自由”。美

国宪法中心则主要陈列了

一些关于美国宪法起草，

修改，完成过程的资料。

圣地亚哥位于美国西

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有

许多的海滩和椰子树，非

常漂亮，我觉得与我们中

国的海南有点相似，这里

也是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站。圣地亚哥的老镇、动物园

和水族馆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镇可是加利福

尼亚州的诞生地，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非常古老的一

个城镇。这里居住着许多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在

这里卖陶瓷、风铃之类的工艺品。最有意思的是一种来

自墨西哥的咖啡豆“jumping bean”，它会跳，还会发出

声音。在圣地亚哥最大、最著名的动物园，我们看到了

印度蟒蛇、非洲大象和长颈鹿、火烈鸟、开屏孔雀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大熊猫，排队观看大熊猫的人特

2008 年 9 月 17 日上午，美国助理国务卿 Goli 
Ameri 女士来到百年职校考察了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英

语学习奖学金项目”在百年职校的实施情况。

Goli Ameri 女士来到第一教室，在这里赴美参加培

训的百年职校学生王娜、胡波、孙强强正在介绍自己在

美国的学习经历和感受，在美期间他们曾受到了 Goli 
Ameri 女士的接见。Goli Ameri 女士认真听取了三位同

学的汇报，她告诉同学们英语是一门世界性的语言，学

好英语会帮助大家赢得一个好的未来，同时她也认为在

我们在美国

美国印象

晚上 7 点多，我们

抵达了华盛顿，而第二天

我们便迎来了第一次挑

战——英语水平测试，包

括听力、语法和阅读分

析。之后，我们完成了一

份调查《A Survey about your impressions of USA》（你对

美国的印象）。首先，需要用三个单词描述印象中的美

国人，我的答案是：friendly（友好的），independent（独

立的），tolerant（宽容的）；接下来的问题涉及你了解到

的美国人的价值观，我的答案是：1、Be independent, I 
know teenagers here who turns 18 years old will be cut off 
their families when they try to get a job to make money for 
themselves.（独立，这里的青少年当他们 18 岁的时候

会离开家，找一份工作挣钱养活自己）。2、Be on time, 
people here all think that time is money!（守时——这里的

人都认为时间就是金钱）。3、Teamwork,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everywhere.（合作——无论在哪里，合作

都非常重要）。

百
年
职
校
二
期
学
生 —

 

王
娜

美国助理国务卿 Goli Ameri 女士 百年职校考察英语学习奖学金项目

不知大家有看没看过一部迪斯尼电

影《爱丽丝漫游记》，在现实生活中，英

文名字恰好是爱丽丝的我也十分幸运地

经历了一段“奇遇”。2008 年 8 月 2 日，

注定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和

胡波、孙强强代表百年职校受“美国国

务院英语学习奖学金项目”资助前往美

国开始了为期 20 天的培训。

第一次站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

回想起接到通知那天的兴奋，回想起乐

得合不拢嘴的父亲和向我竖起大拇指的

弟弟，回想起宽宽姐带着外籍志愿者帮

我们“恶补”英语的情形，一种幸福感

油然而生，是啊，梦都没梦过的梦想实

现了，能不幸福吗？除了幸福，还有自豪，

记得登机时，一个工作人员看着身穿校

服的我们说：“百年职校这么厉害啊，学

生都去美国了！”我们三个会心地笑了，

带着笑容我们启程了。

梦
都
没
梦
过
的
梦
实
现
了

我们在美国
We are in the U.S.

这样一所出色的学校里学习英语是大家的幸事，并为同

学们付出的努力感到欣慰。

谈及此行的感受，Goli Ameri 女士在给姚莉理事长

的留言中写到：“You are also fortunate to be surrounded 
by so many intelligent and hard-working children.”（你非

常地幸运身边有这么多聪明而勤奋的学生。）

Ms. Goli Ameri, the United State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Visits BNVS.

On September 17th, Ms. Goli Ameri,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Thomas Farrell, Public Affairs 
Officer Don Q. Washington, and Regional 
English Language Officer Damon Anderson 
visited BNVS. After a guided tour of the 
school Ms. Yao Li, President of BNVS, gave 
the delega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US 
sponsored English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Program at BNVS. The visit ended with 
the BNVS students who recently had 
attended the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Student Summer Workshop in the USA 
giving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their trip and 
an exchange between all of the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students 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 活跃的课堂让王娜印象深刻

WangNa attended the Access Pro Student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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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来自 12 个国家

和我们一起来到美国的有来自 12 个国家的孩子，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俗，

但大家都特别友善，就像一家人一样相互照应，相互理

解，相互学习。我们的母语不同，但英语成为了我们共

同的语言。刚开始的时候，尽管我们说的都是英语，但

因为都带有自己国家的口音，谁都不太明白对方的意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大家都能相互明白所要表

达的意思了。

在美国的第一天早晨，同学都在宿舍的走廊里相互

介绍。当我做完自我介绍后，出于礼貌便和同学们一一

握手，但当我想和一个男孩握手时，他却坚决地说“NO”，

当时我特别尴尬，心想为什么呀。到吃午饭时，他向我

道歉并解释了原因：原来他来自塞内加尔，信奉的是穆

斯林教，穆斯林教徒在结婚之前是不允许和女孩握手的。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有时，他还教我说简单的法语，

我教他说简单的中文。

结业·离别

时光飞逝，8 月 20 日是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的主要活动是：毕业典礼！在仪式上，老师首

先祝贺我们顺利完成了这 20 天的英语学习，很高兴看

到了我们的进步，并希望我们回去后继续学习英语！接

下来就是我们介绍自己论文的时间了，同学们的话题五

花八门，有关于美国建筑的，有关于美国节日的，有关

于美国食物的等等，我的话题是：What  happens when 
someone here turns 18 years old ？（美国青少年 18 岁时

发生了什么？）。虽然上午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我还是

有点紧张，不过也算顺利完成了。在身着传统的学士服

拿到结业证书的那一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激动和自豪

了！

21 日早上，我们要各自奔赴机场了，同学们在一起

相互拥抱告别祝福，珍惜仅剩下的最

后一点时间。在一起朝夕相处 20 天的

老师、同学、辅导员在此刻就要离别了，

我们都黯然地留下了眼泪，我们不想

对彼此说再见，我们真希望时间能够

停止。在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的眼

泪又忍不住了，我朝窗外挥挥手：“再

见了，老师和同学们！再见了，美国！

我会想念你们的……”

在美国的 20 天时间，虽然非常

短暂，但每一天我都过得非常充实，

收获了很多。我见识到了许多新鲜的

事物，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实现了自

己的许多“第一次”，英语水平也提高

了很多。这 20 天的时光将会是我一生

的宝贵经历！感谢美国国务院和百年

职校给了我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会更

加努力的学习英语和其他文化知识 ! 
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并

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应用到自己的工作

和生活中！请大家看我的实际行动！

2008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6 日三周期间，作为

美国国务院英语 Access 项目中国地区教师，我参加了

该项目在美国的工作坊。工作坊是由美国国务院委托

AMIEAST，一家为中东和非洲地区提供英语语言和相关

职业教育培训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承办，并由俄勒冈州

立大学英语语言学院具体执行。

Access 项目（全称为 English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Program）是由美国国务院资助，致力于为中东、亚非洲

部分地区和国家的 14 岁至 18 岁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学

习成绩优秀的青少年提供英语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就业

竞争力。

2007 年 10 月起，百年职校成为中国地区第一个承

担该项目的学校，开始为 60 名贫困学生提供免费的英

语学习机会。Access 项目的英语教学的特色在于：注重

学生能够很快在生活或工作中应用语言；注重在与本国

文化对比中，了解美国文化

习俗；同时兼顾培养学

生自信心、团体协作

精神和领导能力。为

了在百年职校继续做

好这个项目，为将来

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

该项目提供经验，我

被派到美国参加今年的

培训。学习 ESL 教学的理

念； 了解 Access 项目在其他国家如何开展，对我们会有

怎样的借鉴；当然亲身体验美国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作

为双向交流，我也担负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责任，通过

了解我们的学校，了解中国也有一群人在为弱势群体争

取权益，填补人群间的沟壑，从公民的角度努力为社会

和谐努力工作着。

在美的前两周，我的身份是 OSU（俄勒冈州立大

学的简称）英语学院的学生。我们一共有两门课，美国

文化课和英语教学实践。美国文化课的内容涉文化生活、

政治、宗教、教育几个大的命题。上课的方式通常是，

前一天采访当地美国人询问相关问题，第二天对此进行

分组交流讨论。

学习美国人生活时，我们干脆就抡起胳膊学习打棒

球。

在学习性别、少数族群等权力的公平性的课堂上，

OSU 积极行动争取公平权利办公室的官员 Anne Gillies
女士被邀请来作讲座。之前在 OSU 的女洗手间，我拍

下过一张字条的照片，字条上写着“我的教授的笑话令

我不舒服，是不是我不够开放呢？——如果你遇到这

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这里的“我们”标注的就是

Anne 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每年都会全校范围内作调查

问卷，一旦发现有不平等，就着手解决。在美国，自由

和平等，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物质的富足是美国人最为重

视的。公民高度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至高无上。在之

后 DC 的参观学习中，从国会屋顶的自由女神像，罗斯

福塑像旁那些穷人塑像旁，镌刻的要为每个人争取权利

的文字，几乎所有重要和美国建国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

物都发出了这样的讯息。包括 Access 项目本身，也是美

国政府希望给与弱势群体平等的机会。当然，有的时候

这种平等也会造成另一种不平等，比如在同等竞争环境

下，有时不是以能力，而是以是否为少数族群作为衡量

标准。

Anne 很想了解一下其它国家在这方面的问题。我

告诉她中国正在经历着农村城市化的巨大变化，农民工

和他们子女在城市的处境，和自己所在学校就是致力于

提供农民工子弟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争取权利。缅甸

的同学 Nyein Ei San 的故事也许解释了她为何总安静少

言。因为缅甸是军事统治，人民很不自由，连她上课也

难保不会有间谍来监视课堂的内容，包括她这次来美国，

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有了悲壮的色彩。

巴勒斯坦西岸的 Sami 是当地大学的讲师，六十多

岁，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

他并没有具体谈西岸的

情况，相反他直接对整

个培训做了个总结，他

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

景，并由这些背景构成，

We are what we are. 这

是大家必然的差异性，

国家也是，这次培训结

果，极大可能是了解美国

的观念后，我们回去，仍然是我们自己。美国的情况不

见得适合其他国家。我多少被他的直接吓了一跳，年轻

的 Lis 老师赶紧笑着说他说的有道理。至少在课堂上，

我没听见他夸过美国。反而又一次，在交流他参加给穷

人做饭的社区志愿活动时，他提到美国人可以参考西岸

的做法，可以让穷人把饭菜领回去吃会给他们更大的尊

严。我猜测他并不喜欢在美国就表现出这里一切都好，

自己的国家远不如的感觉。他不顽固，他曾向我们的老

师 Mark 借美国的课本，课下的时候，一本一本的记下

书名。根据后来和 Sami 的接触，我了解他的这席话不

是所谓的被人要求的官方说法，是他的真实想法。他本

人年轻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如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

在意大利学习建筑，一个常去美国公出，他对西方国家

多少是了解的。他告诉我，他们国家动荡的政治环境让

他们的人民变得很 tough, 对于外界的，哪怕一点点侮辱，

会很快还击，决不忍受。我跟他讲中国的孔夫子，中国

的宽容。他礼貌地听了。在他的国家，经常要面临因为

武装冲突，突然被政府规定呆在家里好几天，中间被通

知只有 2 个小时买东西，要知道去商店本身并不容易，

能否买到东西也是未知，然后呢，又是没法出门。我们

俩最后的共识是，彼此可以借鉴，但是不见得实用，大

家的生存空间太不同。

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我的同学 Georges 来自

Burkina Faso，一非洲西南角的地区，因为宗教的原因，

基督教的孩子必须答应在 Access 的课堂上和伊斯兰教的

孩子一样戴面纱上课，才能参加。

我在 OSU 当学生
百年职校英语教师 — 许岩

松自己。还有他们想尽可能的节省时间，想高效率地完

成工作迫使他们不断地购买各种高科技机器，例如精确

计算器，照片复制器等。

2、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说你

所想的，像你所说的）。美国人信奉“诚信是最好的教条”。

他们很直截了当，他们要他们所想要的，没有任何遮拦。

在其他许多国家文化背景下，为了尊重拥有权力的人，

人们常常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然而在美国，

孩子可以和父母争论不同的观点；公民可以表达与政府

不同的意见；如果老师或老板错了，学生或雇员可以礼

貌地指出来；虽然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些行为有些粗

鲁，但在美国这些都习以为常。

3、The typical American is a person who does things  
that they haven't done before（典型的美国人做他们没有

做过的事儿）。他们喜欢尝试新事物，他们喜欢创新，

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4、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采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

度——“总统”是“执行机构”，“议会”是“立法机构”，

“最高法院”是“司法机构”。这三者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

美国有两大党派：Democrats（民主党）和 Republicans（共

和党）。2008 年新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在课堂上我们 25 名同学分成 2 个组，一组是民主党，

一组是共和党，围绕一个 Bill（议案）——为了给所有

合法的美国居民提供平等的医疗福利而增收 2 倍的财政

收入税款进行辩论。我们请来了 Kathy、Jo，我们的英

语老师做裁判，并分别画了象征“共和党”和“民主党”

的“象”和“驴”贴在的桌子上，足以看出我们对这场

辩论的重视程度。辩论气氛热烈极了，谁也不服输，争

相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共和党派获得胜利。通过这

次活动，我们不仅理解了美国两党派所坚持的基本宗旨，

还提高了我们敢说英语的胆量，提高了我们的思维能力，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 !

▲ 经过努力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

Receiving the graduation certificate 

我们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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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奥运会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而自己的身影能

出现在这百年梦圆的时刻，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奥运会

期间，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保洁员；但是作为奥运志

愿者，能为北京奥运的环卫工作尽一份力，同样是一种

荣光！

正如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一台精彩的晚会离不开

幕后工作者。没错，我们也是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幕后工作者，我们用双手为 08 奥运展开了绿色、洁

净的画卷！

在我们刚刚知道能为奥运会服务的时候，老师就已

经告诉我们这份工作的辛苦，可同学们还是十分原意吃

这份苦。常听人说“苦中作乐”，其实，在我眼里能吃

上这份苦本身就能让我偷着乐了。

我的工作是清扫落叶，扫垃圾和收垃圾袋，在烈日

下，有些同学中暑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半途而退，

大家全都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

为奥运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微薄之力。奥运会

能取得圆满成功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

每当看到游人、观众走在奥林匹克中心区洁净的道

路上，我真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那些是我

们的劳动成果。记得 8 月 8 日晚上，我们上早班的同学

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开幕式，当镜头转到整洁的景观大

道时，大家都高兴得欢呼雀跃，有同学兴奋地叫了起来：

“快看！那条街是我们扫的，多干净啊！”大家听后都

甜甜地笑了。

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在这期间我学会了许多。我学

会了如何做一名基层的劳动者，学会了用一颗平常的心

对待自己的工作。在残奥会上，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绝不懈怠，让各国友人都看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我们都是志愿者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漫天的焰火征服了夜空，征

服了世界，也许你不会想到，有一群年轻人为

了清扫焰火留下的爆竹片，让一条干净整洁的

奥运观光大道能在开幕后的第一天呈现在大

家面前，彻夜未眠。他们就是百年职校三期参

加奥运志愿服务的同学们。这是他们实习生活

的开端。对于这个如此特别的起点，同学们感

慨良多，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三期学生谢晓芸和

李平的奥运实习感受。

三期实习生 — 谢晓芸

实习，从奥运起步

我是百年职校三期服务班的一名学生，一个普通农

民工的孩子。在这个不平凡的夏天，平凡的我有幸成为

了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这段经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

光辉的印记，我将一生以之为傲。

当得知可以参与奥运志愿服务的消息后，我的心情

异常激动，一想到可以近距离地体验奥运、服务奥运，

我就越发期待对这一天的到来。

2008 年 7 月 24 日，我终于拿到了进入奥林匹克中

心区的工作证，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奥运志愿者。从那天

起，鸟巢、水立方、龙形水系、下沉花园、中国故事小

屋、祥云剧场这些北京奥运的标识性建筑就开始与我为

伴。每天在这么美的景色下感受着奥运的脉搏，我觉得

很幸福；尽管保洁工作很辛苦，可是自己能为奥运贡献

一份力量，我觉得很欣慰。

奥运会期间，中心区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产

生的垃圾急待清扫。由于天气炎热，一天工作下来，每个

人都汗流浃背，许多同伴的“白脸蛋”也变成了“茶鸡蛋”。

我和同伴们合作负责 3 区 2 号临时卫生间的清洁，

由于处在展区内人流密集的地段，往往连打扫都来不及，

只有在游人较少的间隙，我们才能进入打扫一下。虽然

工作很辛苦，可看看我们身边的其他志愿者还有安保人

员和武警同志们都在为奥运努力工作，我们也不由地干

劲十足了。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领导和游客的肯定，那种滋味真

是美不可言，让我觉得作为一名保洁员也是光荣的。这

段时间，我们百年职校涌现出了许多好人好事，有助人

为乐的，有拾金不昧的，得到了大家的称赞，这让我们

每个百年职校的学生充满了干劲。此时，我的心里只有

一个信念：努力工作，为国争光、为校争光！

2008年 8月 24日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闭幕，

面对即将开幕的残奥会，我会用一个全新的工作状态走

好实习工作的第一步！

三期实习生 — 李平

我们都是志愿者
We are All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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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三期

学生从 7 月起陆续

进入奥林匹克公园

中心区，作为北京

环卫集团北清分公

司的工作人员进行

环境清洁服务。这

既是一次服务奥运

的机会，同时也是

他们实习工作的开

端，身为三期辅导

员，我觉得同学们的实习能从这里起步真的很幸运。

同学们工作的区域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北侧的

绿地，奥运期间这里搭建了 30 个“中国故事”小屋和

祥云剧场，游人如织。同学们负责的工作主要有地面

垃圾捡拾、垃圾桶清洁和卫生间清洁，6 名学生被分

配到应急组，参与完成突发性的工作任务；此外，还

有两名同学先后到中国网通的赞助商展示区进行室内

保洁服务。

百年职校同学工作认真、彬彬有礼，得到了北京

环卫集团上下的一致好评，部分辅导员也来到中心区

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由于同学们工作的区域往来人员繁杂，不少同学

都捡到过游客或工作人员遗失的物品。根据北清分公

司的记录，上交捡拾物品的同学有：

7 月 28 日，申苗捡到一张交通卡，已归还失主；

8 月 10 日，汤秦捡到一部手机，已归还失主；

8 月 12 日，冉峰捡到一张饭卡、一把雨伞；

8 月 13 日，张丽楠捡到一条项链，任昊远捡到一

顶帽子； 
8 月 15 日，黄飞捡到一个腰包，内有钱包手机及

重要证件，已归还失主。

8 月 16 日，徐文强捡到一部奥林巴斯相机。

8 月 17 日，杨恩捡到一把雨伞。

8 月 20 日，任昊远捡到手机电池一个，李晓华捡

到扇子一把。

8 月 23 日，张丽楠捡到读卡器一个，张文涛捡到

雨伞一把。

虽然他们做的工作是奥运服务中非常不起眼的一

个部分，但又是大家都离不开的部分。工作本身是单

调乏味的，而且他们也不能够去参观各种展览，生活

不如学校那么丰富，但希望这段经历能够帮助同学们

从学习的心态逐步调整到工作的心态。

Keep Walking, 百年职校三期的同学们
百年职校辅导员 — 李菁

▲

 辅导员带领学生开展体育

活动：2008 年 4 月 19 日，百

年职校三期学生与辅导员在

东单体育中心举行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体育联谊活动。在

持续 3 小时的活动中，同学

们和辅导员一起活跃在羽毛

球场上、乒乓球桌前，辅导

员和学生的篮球友谊赛则更

是激烈、精彩。

Reunion of BNVS Students and 
Mentors: On April 19, 2008, 
BNVS third intake students 
and some of their mentors got 
together at Dongdan Sports 
Center. The students had fun 
playing basketball, badminton 
and table  tennis  wi th  the 
mentors. 

▲

 2008 年 3 月 21 日，香港九龙西区扶轮青年服务

团一行 10 人来到百年职校参观访问，并为同学们

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关于香港经济发展和文化特色的

讲座。

On March 21st, 2008, a group of 10 from the Kowloon 
West Rotary Club visited BNVS and gave a speech on 
Hong Kong's economy and culture.

▲  百年职校学生与辅导员携手登长城：

2008 年 5 月 10 日，百年职校三期学生和

14 位志愿者学生辅导员来到慕田峪长城，

辅导员们带领着学生一边攀登长城一边

解读长城，孩子们增长了知识，了解了

许多关于长城的古老故事。

On May 10, 2008, BN students and 14 
volunteers visited the Great Wall. The event 
broadened the students' view and deepen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volunteers.

▲  同学们正干得热火朝天

BN students at work

▲ 汤秦因为拾金不昧受到表彰

BN student Tang Qin praised for 
returning lost money sh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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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格 · 伍兹基金会向百年职校学生提供助学金：2008 年 6 月 16 日，泰格 . 伍兹基金会通过“希望工程

职业教育助学项目”向百年职校捐款人民币 9 万元，用作 50 名同学 2007-2008 学年的助学金。泰格 · 伍
兹基金会成立于 1996 年，由体坛巨星泰格 · 伍兹之父创建，筹集并拨付捐款达 3000 万美元至今已为全

球逾 1000 万青少年提供过资助。此次捐助旨在通过百年职校的慈善教育平台帮助农民工子女和贫困家庭

子女获得职业知识和技能，实现顺利就业，帮助家庭早日脱贫。

On June 16, 2008, the Tiger Woods Foundation donated 90,000 RMB to BNVS through the Project Hop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The donation will support 50 students at BNVS. Founded in 1996 by Tiger Woods 
and his father, Earl, the Tiger Woods Foundation empowers young people to reach their highest potential by 
initiating and supporting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that promote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of children. The 
foundation has raised $30,000,000 and has supported more than 10,000,000 children. 

● 2008 年 7 月 15 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百年职校捐款人民币 50 万元，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感

的乳品企业，自 2007 年 9 月以来，伊利北京分公司持续资助百年职校学生饮用奶，使同学们每天都能喝到一盒营

养早餐奶，确保了同学们在校期间的均衡营养。

On July 15, 2008 the Inner Mongolia Yili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donated 500,000 RMB to BNVS.  Since September 2007, 
Yili has been providing each BNVS student with a daily box of milk.

● 2008 年 3 月 28 日，北京网通公话中心向百年职校捐赠价值 50
元的 201 电话卡 70 张，公话中心为百年职校安装的电话亭也正

式启用。

The Beijing Netcom Public Telephone Center donated seventy prepaid 
phone cards valued at 50 RMB each, and installed public telephones in 
the school.  

● 戴克澜实验室揭牌仪式举行

2008 年 3 月 21 日，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先生来到百年职校，出席以他名字命名的高压实验室的揭牌仪式。

在仪式上，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中文致辞，勉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同时这也是今年北京“爱尔兰周”活动的一个

组成部分。

2007 年 10 月，爱尔兰驻华使馆获知，百年职校根据政府劳动部门要求培养电工应取得高压电工技能上岗证书，

需要增设高压电共维修实验室，以便学生学习操作技能。在戴克谰大使直接过问下，向百年职校一次性捐赠人民币

21.7 万元，用于建设高压电工实验室，以帮助农民工子女进行系统的职业教育。为了感激大使先生为百年职校所提

供的帮助，新建成的实验室被命名为“戴克澜实验室”。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Declan Laboratory: March 21, 2008, 
Irish Ambassador Declan Kelleher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Declan Laboratory at BNVS. 
Ambassador Kelleher addressed 
and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in 
Chinese. The Ambassador who has 
been one of the strongest donors 
and supporters of BNVS donated 
217,000 RMB for the building of 
this high voltage lab, named in his 
honor. The new lab will ensure 
that  s tudents  wil l  receive the 
training needed to pass the national 
electrician qualification exams.  

见
证
时
代
的
公
益
精
神

资助百年
Sponsorship

资助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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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 BNVS

制冷空调及管工班 Plumbing/Air-conditioning Class
崔延超 丁    辰 丁相涛 国    洋 何    鹏 贺国华 
胡志伟 霍元阳 旷    敏 李    阳 李军军 李言闯 
李振欣 刘志强 倪    佳 潘得兵 冉俊强 任    伟 
戎泽迁 王    宁 薛松松 张    兵 张    磊 张    明
张    禹 牟为通

物业及酒店服务班 Service Class
陈    贺 陈    静 陈    雪 陈    羊 何    瑶      何采怡 
贾蓉蓉 靳灿灿 李    扬 李文秀 李亚然 孟佳琦 
孟佳欣 钱澄澄 曲    娜 孙少波 王    希 王海棠 
王盼盼 魏青青 吴欣伟 闫    可 杨    梅
杨明明 翟小丽 张秀芸 赵    卜 赵昌灵

▲ 入学体检

Health examination
▲ 2008 年招生考试

The 2008 Enrollment examination

2008年 8月 4日，

戴玉媛等 11 名来自湖

南衡阳市南岳区贫困

家庭的学生被录取为

百年职校四期新生，

至此，百年职校今年

的赴湘招生工作圆满

完成。作为百年职校

和北大青鸟联合发起

的爱心助学活动的受益者，这 11 名南岳贫困学子将在

北大青鸟南岳潇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资助下，于今年

9 月进入百年职校开始为期两年的职业技能学习、实践。

百年职校赴湘招生工作团队于 8 月 2 日抵达湖南省

衡阳市南岳区，在当地教育部门和北大青鸟南岳潇湘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支持和协助下，于次日在南岳一中进

行了招生入学考试。

通过笔试、面试选拔的 11 名百年职校“湘籍希望

工程班”新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参加了与学校教师、资助

单位的见面活动。会上百年职校姚莉理事长对新同学的

加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为孩子们在京求学提供资助的

北大青鸟集团，对给予此次招生活动支持和指导的南岳

区政府、教体局领导，对充分理解学校工作的学生家长

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北大青鸟南岳潇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傅峥副总裁则

明确表示，公司还将多层面、多方位地参与到各种社会

公益活动中。他特别嘱咐孩子们要学习做一个充满“爱

心”的人，并希望他们学成之后能回报社会、改善家庭、

服务他人。

北大青鸟携手百年职校 爱心助学

▲ 南都公益基金会周庆治会长和徐永光秘书长

Narada Foundation Board members visit BNVS

● 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新公民计划

南都公益基金会（Narada Foundation）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

性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南都公

益基金会原始基金 1 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

集团有限公司。 
南都公益基金会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

资助优秀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促

进社会平等和谐。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通过

项目招标和接受申请的方式，资助优秀公益项目，

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目前已经开始实施新公

民计划和资助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 
以“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为计划宗旨，

南都公益基金会决定实施新公民计划，以项目招标

的方式，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心

灵关怀的志愿服务和公益创新项目，捐建民办非营

利的新公民学校。

● 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建立

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百年职校新公民分校）于 9 月 22 日迎来了第一批新同学，这是百年职校和南都公益基

金会合作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新公民学校项目，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帮助农民

工子女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百年职校是国内第一所专为贫困农民工子女提供全免费职业教育的学校，百年职校干

净、透明、高效的慈善机构管理理念与面向就业市场、注重学生实操能力的职业教育理念与南都公益基金会非营利、

重硬件、高质量、面向贫困农民工子女、促进社会融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吻合。双方合作能够有效地在北京

及全国复制百年职校成功的慈善职业教育模式并推动新公民职业学校的发展。经双方理事会同意并批准后，于 2008
年 3 月签订了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了该项目。

新公民分校 BNVS (New Citizen)

电工维修班 Electrical Works Class
白兴存 蔡金龙 陈    鑫 冯艳斌 高东阳 耿学斌 
侯建华 黄    刚 黄    浩 敬    荣 李政委 梁    锋 
刘辉顺 刘朋朋 秦    坤 阮朋朋 邵    新 宋    显 
孙海强 唐代浩 王    喜 王志龙 易仕义 余世顺

张殿臣 张旭阳 周振峰

智能楼宇维修一班 Intelligent Building Technology Class One
曹    罡 陈    洋 陈生龙 葛传洋 郝占勇 黄    琪 
惠瑾坤 景    东 旷靖杰 李    敏 李亚飞 刘登攀 
刘国友 刘平唐 刘晓龙 卢俊洲 罗相臣 毛    翔 
綦新初 任    桥 师亚飞 谭慧波 唐兴波 王    博
王    铎 文    江 袁    佳 张海强 张    松 左    旺

智能楼宇维修二班 Intelligent Building Technology Class Two
曹倩雯 陈    宁 陈文程 戴玉媛 高金凤 高    媛 
韩    烨 简云云 蒋凤林 李响响 刘荣艳 裴    雨
隋延林 汤彩虹 王    洋 王小影 席妍琴 邢    丹
熊    杨 杨    君 杨双双 杨素兰 赵瑞粉 张荷谱

熊家凤

百年职校第四期新生
BNVS Fourth Intake Students

培育百年新公民
BNVS (New Citizen)

百年职校第四期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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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制片人

Wang Zhi, Journalist, TV Host 
and CCTV Producer.

百年职校第一届理事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first BNVS Board was held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 06 级研究生，2008 年 5 月起

开始在百年职校展开调研工作，

从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学校的细

微变化，探寻蕴含在这些变化

背后的因素。】
认识百年，并最终成为百年的

一名志愿者，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从 5 月份到 7 月底的几个月我跟随

百年职校一起成长。时间上算来尚

短，然而，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

颇深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当

属学校三楼的两个重要场所——第五教室、校长办公室。

这两个场所仅几步之隔，却有着不同的功能和趣事，几

个月来我就是在这里亲历了百年的成长。

初识百年

从导师那里听说百年之后，我上网收集了一些资料，

主要是对学校的介绍和一些媒体对姚理事长、王校长的

采访报道。初步了解之下，觉得这个学校还真让人振奋，

一些字眼留在脑子里：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在校期间全

免费、大批专家做志愿者授课等。兴奋之下就想去看看，

正好课题组其他同学也有兴趣，于是相约一起去拜访。

4 月 3 日，我们来到百年，王校长从繁忙的工作中

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了我们。从王校长的详细介绍中我们

了解了百年的创办过程、学生情况、招生对象、教学队伍、

课程设置、学生实习及工作安排等。

学校处处体现着“技能立足社会”的校训。在一楼

拐角处，王校长指着走廊的地砖告诉我们，这么小一个

地方却用了不同的砖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教学——

不同的砖要用不同的清洁剂来擦，以此锻炼同学们的清

洁意识和能力；他指着窗外墙壁上各色的涂料（旁边是

学生名单）说这是实训课——同学们先刮腻子然后上涂

料，过两个月验收；他说这幢粉红色的小楼都是我们学

生的作品，每年学生都要刷一次，所以我们百年永远都

是新的。回校的路上，我们都很感动，也十分好奇一个

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职业学校竟可以办得这样好？而较

之其他同学，我则更为幸运，因为在感动和好奇中，我

成为了百年职校一名特殊的志愿者，有机会走进这里，

更多地了解这里。

 
生产快乐、合作、沟通的第五教室

第一次来百年王校长就向我们介绍第五教室，这里

不仅是百年的图书室、接待室，他还承担了老师们用餐

的重要功能。正因此，第五教室成为一个特别的场所，

在这里老师们不仅用餐，还能尽情沟通、交流。

由于上班时间大家都各有分工，所以第五教室也成

了老师聚集比较全、交流比较多的地方，每顿饭总会有

欢声笑语。大家相互聊着工作或自己遇到的趣事。

记得一天午餐时，负责三期学生计算机课程的胡老

师走了进来，姚理事长随即提议大家用掌声祝贺她，因

为胡老师指导的服务班同学全体通过了全国计算机一级

考试，一时间第五教室好不热闹。王校长说，我还真担

心有人通不过，因为去年有一名同学因为没有通过考试

被退学了。所以祝贺的掌声既是送给这位辛勤耕耘的老

师，也是给这些学生的，因为这是他们在这里顺利完成

学业，将来回报家庭、学校、社会的前提。

姚理事长和王校长往往是一些趣事的“始作俑者”。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讨论招生工作，有老师说现在身高

较低的学生可能不好就业，立即有老师举例反驳说有个

学电工的小个子同学因为个子小、灵活反而更有优势。

姚总打趣地说，“以后招男生王校长去，高于您的一律

不要！”，王校长接着说道，“那不是武大郎开小店吗？”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午餐在快乐的气氛中接近尾声，大

家也将以快乐的心情投入工作。

第五教室就是这样承担着多重的任务，但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在这里生产了快乐、同事间的理解与合作。那

天饭后我和王校长去了分校，路上说起了吃饭时的场景，

他说这是工作餐嘛，本来定工作餐就是为了讨论工作，

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协商决定的，从来就没那个气氛（指

严格的科层分化）。记得作组织行为的研究者实验发现，

组织内的非正式关系（人际关系）能促进组织绩效（此

前的一些组织理论认为日常的人际关系带入工作场所会

降低工作效率），此为一例证。

办公室调整：事情悄悄起变化

7 月 14 日，我在自己的田野笔记上写下“同样的办

公室，不一样的同事”时，并没有意识到百年发生的重

大变化。事实上，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 3 天

前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办公室调整起因于周老

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到新公民分校办公。

这一调整意味着，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筹建完成并

正式独立办公。她是依照“百年职校模式”复制的第一

所学校。正式办公后在百年职校理事会的领导下，相对

独立的展开教学工作。这次调整对于百年职校而言，我

认为有着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百年职校的管理与组织构架更明晰。我们知

道百年职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之前从

办公室的安排来看，至少在我所在的办公室既有理事会

的老师、也有百年职校老师和新公民学校的老师，可以

说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过渡形态。调整后，理事会的老师

在理事会办公室，百年职校负责老师在百年职校校长办

公室，新公民学校的负责老师则在新公民学校办公，实

现了职能上集中与分离，使得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这一构架更明晰。

其次，百年职校系列学校雏形已经形成。百年职校

的抱负是让职业技术教育惠及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所以

百年开办分校的构想从办学伊始就在考虑中。而新公民

学校则是第一所复制出的学校，新公民学校和百年职校

并列成为理事会领导下的学校，她的诞生将为以后的学

校复制创下范例和积累经验，这一雏形也预示着职业教

育的一种新的模式。

从认识百年到现在，我在百年收获了快乐、增长了

见识，也感受到了老师们的奉献精神、学生们的求知热

情。在新的学期开始，有理由相信百年职校将会阔步走

向更广阔的职业教育天地。

白思南

美国人

原克林顿基金会中国地区总监

E. Sabina Brady, American, Director of the 
William J. Clinton Foundation in China, she 
designed, implemented and managed the 
Foundation's HIV/AIDS programs.

王    志 白思南 朱茂元 朱德付 江    彪 吴云前 张兆南 张飒英 
张蓉晖 李百灏 邱成军 陈宗冰 季如进 涂    猛 

理事长：姚  莉

梁
自
存

百 

年 

印 

象

2008 年 3 月 30 日，百年职校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学校 2007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计报告和 2008 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

理事会讨论通过了百年职校与南都基金会的合作建立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的协议。理事会认为百年职校经过三

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教学管理模式，在 2008 年度开始进行学校的复制尝试是适宜的。

根据理事会规程规定，理事会一致通过新增王志和白思南（美国）为百年职校理事。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was held at BNVS: March 30, 2008, the trustees met and approved the 
2007 annual work & audit reports.  They also approved the 2008 work & budget plans. The Board determined that BNVS had 
successfully formulated its own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style, making this a suitable time to expand and build the Bai Nian 
New Citizenship Vocational School,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rada Foundation. The trustees also approved the selection of 
Mr. Wang Zhi and Ms. E. Sabina Brady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 按姓氏笔划排序 )

百年职校新任理事

百年职校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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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伟  作家

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它的力量来自爱和慈

悲，来自奉献和义无反顾，来自穿越贫富和贵贱的

众生平等及人的伟大的尊严，来自热血和理性及我

们国家在转型期的阵痛中因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而

拥有了旱地拔葱般的德行高度和人性光辉……这是

一本讲教育的书，同时它也教育了读者，如何思考

生命的真义、社会的公平和人类的进步，思考责任、

使命和对他者的担当。

何西来  报告文学作家

如果我们把姚莉的善举不仅仅看做是个人的

独立的、偶然的行为，而看做是一种现象、一种社

会文化潮流的代表任务，我们就能更好理解《用梦

想填平沟壑》的价值和意义。

苏文洋  媒体评论人

人类的最大梦想，莫过于世界大同。同一个

世界，源自同一个梦想。“百年职校”创办人姚莉

和她领导的志愿者团队，以及所有的支持者、援助

者，他们的共同梦想是“以公平教育沟通贫富”。

王志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在今天，慈善已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尤其在经历

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之后，慈善会成为越来越多善

良的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灾难的背后是痛苦，但我希

望慈善的基石是快乐——快乐地取，快乐地予。

朱迅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看书的时候，常常有地方让我怦然心动。比如说，

百年职校是教学生们做一个普通人！我们从小就喊着要

做伟大的人、科学家、艺术家、宇航员……好像喊得越

大志气越大，出息也会越大。但独立走了这么久，发现

不切实际的空想漫谈反而是长大后巨大的压力和包袱。

无论做哪一行，做到自己的最好就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李炳银  报告文学作家

《用梦想填平沟壑》是一部纪实的书。书中所记，

都是真实的人物行事存在。比起许多虚构的艺术表达，

也许不是那么的精彩和生动。但是，真实本身如果再加

进高尚道德行为的力量，就会大大地超过形式和技巧给

人的冲击和影响。

邓一光  作家

愉快在于阅读这部书和阅读别的书不同。无论虚拟

还是非虚拟，我喜欢看到人类苦难中高昂着的头颅，困

顿中不熄灭的明眸，蹒跚着不退却的步履，以及对一切

生命中的他者平等的爱意。我想这部书能够为我提供上

述元素。

革中孕育着的新的道德力量，呼唤更多人关注公益，参

与慈善。

我国当代慈善事业方兴未艾，慈善文化尚待深入研

究与普及，联系当前抗震救

灾捐助中出现的一些争议和

问题，本书关于慈善的理念

以及操作方式很值得思考借

鉴。如书内相关章节：《有

一种伦理可以沟通贫富》《善

良是一种能力》《慈善是一

种生活方式》《一瓶红酒的

提示》《当志愿者是我们全

家的习惯》《慈善不是富人

的专利》等等，相信会引起

广大读者共鸣，对我国慈善

事业和慈善文化的发展很有

现实意义。

作者姚莉已与北京出版

社联合宣布：本书稿酬和出

版利润，将全部捐赠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汶川

大地震灾区贫困学生的职业

教育。

《用梦想填平沟壑》是一本关于慈善文化的感人著

作。作者百年职校理事长姚莉以自己的亲身实践，生动

讲述了她和她的团队如何创办我国第一所专为农民工子

女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学校的全过程，具体阐释了他们追

求的慈善理念，积极倡导“干净、透明、高效”的慈善

文化，目前国内尚未见同类作品。经专家论证，本书于

2007 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重点选

题，2008 年被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评为北京市重点图书。

作者姚莉，2004 年起，带领一群极富爱心的白领人

士，放弃高职高薪，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贫困农民

工子女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职业技术学校——北京百

年职校。学制两年，不向学生收取一分钱，还负责安排

毕业生就业，从而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并大大提

高了他们家庭的生活质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

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本书所关心的话题触动人心，所讲述的故事平实质

朴却感人肺腑。在讲述中，作者又加入自身丰富的人生

体验和精辟见解，相信读者会从娓娓道来中获得许多新

鲜的人生启迪。通过这些，本书展现了姚莉及其志愿者

团队希望“以公平教育沟通贫富”，倡导“干净、透明、

高效”的慈善文化和宝贵实践，显示出中国社会巨大变

创办全国首家农民工子弟免费职校的感人故事

倡导“干净、透明、高效”的慈善文化

书 评 摘 录

▲ 书中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

BNVS Volunteers tell their own stories

姚莉：
Dreams Pave The Way

《用梦想填平沟壑》

姚莉：《用梦想填平沟壑》

▲ 百年职校理事为纪念版《用梦想填平沟壑》新书签名

Counselors sign copies of the memorial version of Dream Paves the Way

▲ 在大连百年城实习、就业的百年职校学生潘兴友、张文彬、

刘凡振向理事长献花

Graduates from Parkland give flowers to Ms. Yao Li, the President of 
the BN Board of Trustees

汤世生  宏源证券董事长

百年职校创办还只有五年，还只是苍茫暮色中的一

点微弱光亮。但它的精神理想充满人性的感染力，运作

模式富于制度的前瞻性，其意义远非“学校”这一简单

概念所能涵盖。通过这种慈善式职业教育，被剥夺了的

农民工子弟得以分享更多的资源，打破贫者恒贫，劣势

累计的循环，阻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创建一种更

为公平的社会机制；通过社会精英志愿参与教学，社会

精英凝聚一体，分享着追求公正的幸福，也分享着农民

工子弟的那份成长的艰辛与快乐；通过富人们自愿的财

富再分配，社会精英们以自身积聚的力量与智慧，承担

着政府之外的制度创设的开拓，承担着创造新社会的责

任。

北野  文化名人

“用梦想填平沟壑”，是一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浪漫

的表达，它也预示着一种艰难的社会实践。

陈建功  作家

就目前而言，百年职校还不能算是多大的事业，但

却是一个全新的、最打动人的事业。通过这本书，我们

看到姚莉和她的团队及所有为百年职校作出了奉献的人

们——官员、企业家、演艺家、新闻记者、教师、志愿

者、国际友人等等，怎样在爱心和使命的旗帜下，渐渐

汇聚成涓涓的溪流，这溪流，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与人生，

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和传播，也将滋润每一个读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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