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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久云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Jimmy, Electrician,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王林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Adam, Electrician,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母本亚  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Harry,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Green Riv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刘辉来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Tenny, Mantainanc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吕长霖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  电工

Barry, Electrician, Beijing Net Information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许建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Burt, Electrician,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吴磊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Boris, Electrician,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张伟辉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  电工

Billy, Electrician, Beijing Net Information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张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电工

Charlie, Electrician, China Mobile Beijing.

李志强  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  电工

Kevin, Electrician,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李孟杰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  电工

Terry, Electrician, Beijing Net Information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孟庆燕  国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工

Tina, Electrician, Guo Xin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郑现龙  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Paul,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Green Riv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姚金  大连百年城集团公司  电工

Toby, Electrician, Dalian Parkland Group Ltd.

徐丽圆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弱电维修

Candy, Electrician,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徐勇军  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  电工

Lance, Electrician,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莫沙沙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  电工

Alina, Electrician, Beijing Net Information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高雷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Ted, Electrician,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崔嵩  北京维通利机电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Frank, Electrician, Beijing Victory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谢超文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Robert,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潘兴友  大连百年城集团公司  电工

Bruce, Electrician, Dalian Parkland Group Ltd.

王虎  国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工

Sam, Electrician, Guo Xin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高雷

李孟杰

李志强

刘辉来

吕长霖

孟庆燕

莫沙沙

母本亚

潘兴友

王虎

王林

吴磊

谢超文

徐丽圆 

徐勇军

许建

姚金

于久云

张鹏

张伟辉

郑现龙

The First BN Graduates

崔嵩



百年校刊 2007 年第 6 期 �

于泽铭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David,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田建军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绿化养护

Bobby, Landscap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田晓焕  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公司  客服人员

Eva, Customer Service Clerk, Beijing Century Joy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刘佩乐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  空调工

Dave,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Net 
Information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张文彬  大连百年城集团公司  空调工

Andy,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Dalian Parkland 
Group Ltd.

张爱俊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Pat,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杨仕伟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Jim,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周万库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Tom,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侯超林  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及给排水工

Jeams,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and Plumber, Beijing 
Green Riv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高文陆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John,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彭琼  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Kate,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Green Riv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程利军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Peter,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

程班壮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Tim,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谢过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工

Alfred,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雍悦  北京裕京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空调工

Chris,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Yujing New 
Century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阎文华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及给排水

Mark,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and Plumb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师连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空调工

Ron,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China Mobile Beijing

杜云  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空调工

Kert,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Worker, Beijing Green Riv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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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前台服务

Lesly,  Front Desk Receptionist,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Co., Ltd.

母本珍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国贸饭店  客房服务

Allan, Housekeeper, Traders Hotel, Beijing.

刘晓明  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文员

Lucia, Secretary, BN Vocational School. 

刘沙沙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  客房服务

Lousia, Housekeeper, Shangri-La Hotel, Beijing.

曹倩  北京宝兴高尔夫俱乐部  餐厅服务

Helen, Waitress, Beijing Boxing Golf Club.

刘静  船舶重工大厦有限公司北京船舶重工酒店  餐厅服务

Summer, Waitress, Beijing Plaza Hotel.

吉倩梅  天地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促销员

Alice, Sales Promoter at Macro Supermarket, Taindile Food Co., 
Ltd.

安由由  北京康泰旅行社  业务员

Amy, Saleswoman, Hong Thai Travel Services Ltd.  

安晓琼  北京裕京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员

Anna, Secretary, Beijing Yujing New Century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江风华  北京宝兴高尔夫俱乐部  餐厅服务

Kelly,  Waitress, Beijing Boxing Golf Club.

牟如琼  船舶重工大厦有限公司北京船舶重工酒店  客房服务

Betty, Housekeeper, Beijing Plaza Hotel.

牟丽华  吉利大厦  客房服务

Malliss, Housekeeper,  Ji Li Plaza.

闫丽颖  船舶重工大厦有限公司北京船舶重工酒店  前台服务 
Robin, Front Desk Receptionist, Beijing Plaza Hotel.

蒲红梅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服务

Abby, Conference Receptionist ,  Beij 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李宏伟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国贸饭店  客房服务

Joanna,  Housekeeper, Traders Hotel, Beijing.

李淋  北京亮马湘临天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餐厅服务

Sally, Waitress, Beijing Top Hunan Gourmet Restaurant Co., Ltd.

汪海燕  自谋职业

Alina, Looking for the employment on her own.

汪维艳  北京裕京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员

Lana, Secretary, Beijing Yujing New Century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苏锦玉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  客房服务

Jane, Housekeeper, Shangri-La Hotel, Beijing.

陆蕊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服务

Lucy, Conference Receptionist,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陈志霞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收银员

Kitty, Cashier,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黄佩佩  船舶重工大厦有限公司北京船舶重工酒店  餐厅服务

Carley, Waitress, Beijing Plaza Hotel.

胡莺歌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前台服务

Heidi, Front Desk Receptionist,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赵玉静  爱博阳光多元文化国际双语幼儿园  幼儿教育老师

Carey,  Kindergarten teacher,  New Garden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赵哲  北京绿色长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餐厅服务

Linda, Waitress, Verandah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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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兰  制冷与空调课教师
Wang Qinglan, Chilling & Air-conditioning 
王宝超  电工与电子基础课教师
Wang Baochao, Basic Electronics & Electrical Works 
王宝华  焊工基础与焊工操作课教师
Wang Baohua, Fundamentals for Welders 
王作垣  房屋基础知识课教师
Wang Zuoyuan, Principle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s 
王桂云  中餐及宴会服务课教师
Wang Guiyun, Food & Beverage Service Skills 
王东健  西餐及酒吧服务课教师   
Wang Dongjian, Food & Beverage Service Skills
王飞  法律常识课教师
Wang Fei, Basic Law
马会军  法律常识课教师
Ma Huijun, Basic Law
方建芬  酒店前台服务课教师
Fang Jianfen, Hotel Front Office Training 
付天祝  酒店服务概论课教师
Fu Tianzhu, Hotel Service
叶桢翔  建筑设计入门课教师
Ye Zhenxiang, Basic Knowledge of Construction Design 
史树德  数学课主讲教师
Shi Shude, Mathematics
卢汝丽  房屋基础知识课教师    
Lu Ruli, Principle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s
刘方成  国学课教师
Liu Fangcheng, Chinese
刘洪玉  经济常识课教师
Liu Hongyu, Social Economics 
朱长庚  制冷空调实操指导教师
Zhu Changgeng, Chiller & Air-conditioning Operations
朱茂元  法律常识课教师
Zhu Maoyuan, Basic Law
向荣  礼仪课教师
Xiang Rong, Manners & Etiquette
许文良  植物护理课教师
Xu Wenliang, Plant Care
汤世生  经济常识课教师 
Tang Shisheng, Social Economics 
张天申  土建病害识别与维修课教师
Zhang Tianshen, Construction Fault Identification & Repairs 
张力  北京地理与风俗教师
Zhang Li, Geography and Customs of Beijing
张景生  客房服务课教师  
Zhang Jingsheng, Housekeeping
张力  房屋基础知识课主讲教师  
Zhang Li, Principle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s
张炯  法律常识课教师
Zhang Jiong, Basic Law
何基雄  家政课教师  
He  Jixiong, Home Economics
何育新  计算机课教师
He Yuxin, Computer  Applications
宋光志  应用文写作教师
Song Guangzhi, Chinese Writing
李卫东  体育课教师
Li Weidong, PE
李延  环境卫生与环境保护课教师
Li Yan, General Cleaning & Environment Management 

陈志杰  给排水基础课和管工操作技术课教师
Chen Zhijie, Plumbing, Drainage 
陈谨  客房服务课教师 
Chen Jin, Housekeeping
吴建良  计算机课教师
Wu Jianliang, Computer Applications
吴雷  酒店前台服务课教师 
Wu Lei, Hotel Front Office 
杨于北  土建病害识别与维修课教师
Yang Yubei, Construction Fault Identification & Repairs 
杨宁  音乐课教师
Yang Ning, Music
杨燕敏  物业管理概论课教师
Yang Yanmin,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Management
季如进  物业管理概论课教师
Ji Rujin,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Management
姜克  音乐课教师
Jiang Ke, Music
赵颖  语言沟通课教师
Zhao Y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赵黎   礼仪课教师
Zhao Lili, Manners & Etiquette
封如怡  安全与健康课教师
Feng Ruyi, Industrial Safety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祝丽杰  物业前台服务课教师 
Zhu Lijie, Property Management Front Desk Service 
贾光辉  安全与健康课教师
Jia Guanghui, Industrial Safety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姚莳菁  家政课教师    
Janet Yao, Home Economics
戚智勇  西餐与酒吧服务课教师
Qi Zhiyong, Food & Beverage Service Skills 
梁凤君  实验室土建工程操作课教师  
Liang Fengjun, Practical Construction Work
蔡倩  职业礼仪实操课教师 
Cai Qian, Practical Etiquette 
穆耸  法律常识课教师
Mu Song, Basic Law
周博恩  英语课教师
Brian Chowels, English
鲍雪侣  英文教师
Dr. Sally Borthwich, English 
Robyn Schipp  澳大利亚籍，英文教师
Robyn Schipp, Australian, English
Lilia Mouhoubi  法国籍，英文教师
Lilia Mouhoubi, French, English 
Paul Gillespie  英国籍，英文教师
Paul Gillespie, British, English 
Michael Parsons  爱尔兰籍，英文教师
Michael Parsons, Irish, English
Donna Sive  加拿大籍，英文教师
Donna Sive, Canadian, English 
Charles Saliba  法籍西班牙裔，英文教师
Charles Saliba, French Spanish, English
Christina  英文教师
Christina, English
张湘卫  中国籍，英文教师     
Michael Zhang, Chinese, English

（按姓氏笔画排列）

10 BN VOCATIONAL SCHOOL No.6 他们的世界在这里改变

“教育的产品跟一般的企业还是不一样的，它的产

品是人，周期长，反复性大，而且还有情感因素，再加

上我们的治国理念、和谐社会建设，加上我们在改革开

放中的国际化的程度，制约着我们的教育。对人的培养

几乎成了各级领导最关心、最重视，有的时候甚至也觉

得是最难解决好的一个领域、一个问题”。

“职业教育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所以由此来说，我们百年职校在职业教育

方面，是非常具有科学的眼光，而且非常具有一种人才

成长的前瞻性。一期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第一他们将

全部被抢光，第二有他们对学弟学妹的现身说法，同时

对我们的职业教育，他们会做出相当重要的贡献。当然，

更重要的我想我今天来到百年职校，还不是为了职业教

育，也不是为了民办教育，而是你们的特殊的生源（贫

困家庭和贫困农民工子女）。我觉得你们用职业教育的

方式，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做出贡献”。

“我觉得百年职校有一种引领作用、示范作用。当

然这种示范、这种引领最终的解决我觉得还要靠政府，

否则庞大的生源（贫困家庭和贫困农民工子女），一个

学校承担不了。所以，你们创造经验，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先走一步，创造这么好的经验，区里要帮着做些探

索、概括、总结，包括宣传。这个宣传是对我们整个教育、

我们和谐社区建设的事业；再有，也会对学校的社会募

集、社会慈善，可以带来一些影响。政府就应该做这样

的事，提供平台，创造氛围，提供这样的服务”。

“教委调研我去了特教学校，我说教育本来是最伟

大的，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百年职校的特殊教育更

加伟大。包括你们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是否有我们普通

公办学校的学习之处，虽然我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管

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凡是管理上创造经验的，也应该

是可以为社会各个团体、机构所学习的，不只是学校。

况且你们是学校的管理，只要你们在管理方面有成功之

处的，应该可以为其他门类所有的学校类管理所学习”。

“我到东城来，我有责任、有义务帮忙。因为你们

做的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工作，现在慈善事业是刘淇书记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与整个中央关心民生问题有关，

所以在爱心，爱与不爱之间，爱与规范之间怎么操作，

我觉得百年职校又具有示范作用。包括百年职校的考试、

开除，都体现了慈爱的宗旨和依法办事的准则。不是滥

用慈爱，否则社会就没法管理，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刚才我还特别感动的是你们把品德教育放在特殊性的位

置。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处在世界观的形成中，也不排除

某些人会反复，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有可能，但不会影

响整个的方向和你们这个事业的闪光”。

用职业教育的方式，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做出贡献

● 2007 年 4 月 25 日下午 2 点，中共东城区委书记王学勤及区委、

区教委有关负责人到百年职校进行调研。

On April 25, 2007, Wang Xueqing, the Party Secretary of Dongcheng 
District Local Government and other municipal leaders visited BNVS.

—— 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王学勤同志在百年职校的讲话

众手浇开
幸福花
Joint Effort and Support

百年职校首届学生任教教师 2005-2006
Teaching Team for the First Intak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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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15 日“百年职校 2007 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行，近百位百年职校理事、顾问、教师、

志愿者、以及相关政府领导、教育界特邀嘉宾、实习单位代表和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出席了会议。王作垣校长

及各位任课老师做教学总结，百年职校各位教学顾问作了点评。各实习单位代表对教学实习工作进行总结与评价；

会议特邀请教育专家及有关部门领导做了专题发言。

On July 15th, 2007, BNVS held an annual conference in Kerry Center Hotel to discuss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nearly a hundred peopl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members of board, advisors, teachers, volunteers, 
government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representatives from BNVS’s affiliated internship 
companies, and the president from the school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morning, BNVS’s President, Mr. Wang 
Zuoyuan and BNVS’s teachers summarized the school’s various classes and future goals. BNVS’s advisors then openly 
evaluated the curriculum and ultimately offered suggestions to better these programs and success of the school and its 
students. BNVS’s affiliated internship companies outlined and assessed the internship program. Then some other dignitaries 
summerised and evaluated the work for the last year.

2007 BNVS Annual Conference
—— 百年职校 2007 教学研讨会纪实

用最大的心力办好穷人的职业教育

百	年	职	校	 的	园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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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讨会摘录
Extracts from Speeches in 2007 BN Annual Conference

史丹胡  百年职校学生实习企业、船舶重工酒店人力资源总监     
“教学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和要求，新的趋势，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例 1：中餐服务和西餐服务是两门独立的课程，但实际工作中新的餐饮趋势确是中西餐结合。

如中西式自助餐，中餐西吃等，老师需要告诉他们中西餐的异同点和结合点在哪？如何服

务？例 2：前台服务和客房服务也是两门独立的课程，但实际工作中，这两个部门的工作

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很多酒店这两个部门是一个大部门称为客务部，教师在分别教授各自

课程之外，还应讲解与本课程有关联的其他边缘内容，告诉学生两个部门之间既相对独立

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异同点和结合点在哪里”。

“建议将奥运有关知识加入到相关课程中。开设《顾客心理学》或《服务心理学》课程。

加强外语课程的设置，从课时、内容上再加大力度。专业课程应注重“服务”方面的教学”。

姜婷  东城区教委职教科科长     
“百年职校是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慈善品牌和职业教育改革的品牌。我们说职业教育

改革，归根到底我认为就是要使教学与实际工作的零距离。那么百年职校在这点是做到了。

无论是各级领导对百年职校的关注、还是市教委对百年职校的批复，都体现了对百年职校

的关心和关爱”。

“我的建议：既然是学历教育，就要有做学历教育的规范性，使它更加的系统。在文

化课方面，北京市教委已经强调，学时要保证，因为我们百年职校的特殊性，极大的减少

文化教学的学时数，这个减少不应该降低到我们的最低限度以下，因为职业教育改革还有

一个方向——能够使学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这点是需要我们以后要进行沟通和加强的。

第二个就是专业课教学，专业课教学的实践性在百年职校体现的很充分。但是如何利用我

们强大的专业团队使我们的专业教学、我们的专业课教学更加的规范”？

“百年职校对学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点是无可厚非的。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对于职业学校学生基础差的特点，如何加强过程的评价，是我们教学中需要加强的。我们

把我们的教学划分若干模块和阶段，加强平时的教学评价，也能使学生增强信心和能力”。

付天祝  百年职校课程顾问、首旅建国酒店管理集团常务副总裁     
“我们培养学生，还是今后培养一些适用的人才、技术工人也好、服务人员也好，我

们要更注重适用性。我们一方面是在教学、一方面是在实践。所以教学跟实践方面的互动

也是非常的重要。我在管理工作中体会到，凡是大的、成功的、知名的、国际性酒店，除

了实操之外，他们更注重服务理念的交流，他们每个酒店都有自己服务理念的课程，这也

是他们各个集团的文化。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学习到的一些不同的服务文化和理念，也总结

出来，也是一个课程。这样更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同时帮助学生今后到了社会之后，更

直接、更快的融入到各个不同酒店的文化”。

周富强  百年职校课程顾问、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房屋管理课程学术委员     
“我不常来北京，但是自 2005 年到 2007 年期间，看到百年职校传来的教学报告及工

作会议等讯息，感到百年职校的领导、全体老师尽了很大努力、用心及在义务教育方面的

创新；百年职校获个良好的成绩是很不容易，但亦是必然的”。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香港的情况。香港现时职业培训的两个主流方向：第一就是「贴

近市场」。职业培训最终目的就是使学员就业，亦即是市场主导 (Market Oriented)；职能培

训学校在推行培训时一定要使学员学以致用：找到职位，肯定自己，服务社会。第二就是

「实际性培训」，跟随实际潮流环境编撰课程内容。我们要进一步对行业职能培训采取主动，

对主要的企业进行主动的访问，使相关企业明白培训有质素员工的重要。我们也给这些企

业培养人材提建议，为他们设立培训重点项目；互动交流，争取最大的集约培训效果。对

已经投入市场的毕业学生，我们也要定期对完成培训课程及已就业之学生做系列的辅助工

作如访问、报告等。作为继续推进、配合社会需求、完善学生技能培训课程的参考。使毕

业生感到母校的关怀，踏足社会后仍有支持照顾。另一方面，学校要定期举办复习班帮助

即将毕业的同学，增强工作知识、提高竞争力及维持操守”。

袁天沛  百年职校课程顾问、北京中研博峰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我们百年职校才刚刚开始，育人是像培育花朵，从培育到开花到结果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要贯穿对孩子的德、智、体全面的发展，使孩子们成为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才，这

是我们百年职校真正的成功。我们要默默地把工作做好，不能掉以轻心”。

姜克  百年职校课程顾问、原中芭交响乐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     
“百年职校认识到：艺术跟教育、跟整个的知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推动的。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学校，这么短的一个课程，我的责任是让学生们懂得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音乐史与人类史的关系。讲一些简单的知识，讲一些简单的交响乐的知识，我发现效果是

不错的，对提高学生的想象力是有帮助的。第二，音乐也可以让学生增加集体感，增加一

种交融感、和谐感；同时增加合作的感觉。我希望用音乐教育这把钥匙做到这一点”。

杨燕敏  百年职校课程顾问、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总工程师、房地产职工大学校长     
“学校已经是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学校，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要首先定位于中等

职业学校，要研究办学的目标、培养的要求和基本操作技能的要求。要研究共性的问题，

再结合我们本质的特性来解决我们教学问题。我认为从整个教学管理来讲，我们应该尽快

完善，建立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包括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我作为顾问应该

在这方面努力。百年职校今后的‘产品‘到社会上——也就是学生到社会上，要经受两大

考验：第一是学生的思想品德和作风的考验；第二是学生的技术、服务能力本身的考验”。

季如进  百年职校理事、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今天的研讨会，很多同志没有讲完，建议以后一年多开两次”。 
“百年职校教学应该具备什么个性？第一是职业教育。第二现在得到了社会和官方的

认可，是一个中等专业学历的职业教育。第三学生毕业以后走到社会上去有工作，能立足

社会”。

根据大家讨论的淘汰率的问题，“我想提几个建议：第一，教育不是万能的，我们不

可能把愿意来上学的学生，都培养成为人才，这是做不到的。第二、能够争取住宿，希望

政府支持，解决住宿的问题。争取集体生活。在一定的时候，我们要给学生提供一个严格

的环境。第三、主张加强淘汰、晋级”。

朱茂元  百年职校法律课主讲教师、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我建议学校要长期设置法律常识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教学方式，

还应当有所改善。一个是知识性的，一个是警示性的教育。知识性教育和警示性教育两者

之间不可偏废”。

“另一建议就是道德课、思想课和法律课是不可分的。能不能把这几个课程，结合在

一起，形成一个大课程。每个子课程里面分不同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这样大家互动，可能

对未来教学效果有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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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Furst  北京扶轮社总裁     
“我今天听到最有趣的话题就是有的百年职校的学生，在实习当中失败了。我想这个

问题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这并不是说学生的失败，而是说学生的期望和实际是有差距的。

例如，在哈佛和耶鲁也有毕业生在工作中没有坚持下去就失败了。这些毕业生是非常聪明

的，而且他们经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的高，他们希望在一到两年的时

间就成为公司的领导。同时他们的心理和他们本人性格方面并不成熟，所以造成这样的失

败。我当时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国际 MBA 培训主任，这也是我们当时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他们说非常容易找到一些聪明的 MBA 学生，但是学生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经过很好的

教育，却没有足够成熟的心理来解决工作当中的实际问题”。

“对我来说其实这是百年的一个成功，而不是百年的失败，这是整个社会当中出现的

问题以及学生个人的问题。百年可以给学生这样的技能和培训来帮助他们解决这样的问

题”。

“这是教育和培训之间的不同。如果百年是培训学生，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百年是来教育学生，不光要对他们的技能和知识进行教育，同时还有在做人各方面进

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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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  北京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 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姚理事长对学校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分析的非常好。通过她的分析能够

感受到学校在这两年之间付出的努力，让我很感动。我感觉有这么三点非常突出：第一

个就是百年职校打破了教育和就业部门常年在职业教育与就业这个环节当中存在的一个矛

盾。因为我在劳动部门从事职工培训的工作十多年了。所以在这方面非常的了解。之所以

百年职校是全国第一，和目前全国唯一，虽然现在具有中等职业教育的资质，但是不要再

去模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目前存在的弊病。不要单纯再去模仿学习规律，应该探索自己的

特色，如果说现在北京有这么十几所，全国有十几所就不是唯一的。既然是百年职校，有

自己的特色，现在就应该倡导你的特色和教学理念，甚至你自有的教材和教学计划、教学

大纲。否则的话跟职高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应该在众多关心支持这个学校发展的专家、教

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创办自己的特色。第二个就是大批企业的广泛参与，强化了课堂教学与

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社会上的一些实践，社会的一些东西直接代

入到学校，带给学生，使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时候，同时对社会一些东西了解更多。这个

对就业是有利的。否则的话，现在很多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只会书本的东西。即便是毕业

的时候也拿中等职业学历这么一个证，但是实际操作能力很差。第三个就是把素质教育与

传授知识，技能实现了一体化，真正实现教书育人。克服了目前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

问题。去年我参加创业研讨会的时候，见到一个博士生现在开了一个很小的餐厅，当餐厅

经理。他认为自我价值实现了。大学培养的人是这样的吗？难道不能够自己开餐馆吗？你

说博士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不一定我们百年职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每一个都要学

校介绍一个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单位稳定下去”。

吴云前  百年职校名誉校长、百年职校理事、大连百年城集团董事长     
“我说说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那么快，但从职

业教育这个方面我们觉得是很滞后的，很多用人单位都有这种感受的”。

“我觉得百年职校学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百年职校是职业教育的学校，实际

上我们今天在任何地方招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招的‘人才‘，都会有刚才所说的问题。这

些农民工子弟，他们有问题，我们会觉得这些孩子出身不好，大家用这种眼光看这个问题，

他们本身有自卑的心态，觉得我们是不是出身不好。其实这些学生都是平等的。这些问题

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企业，都会遇到，我觉得都会发生”。

“我们今天做这个学校，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今天百年职校的学生有三个在我们集团，

我觉得特别好用，我们方向是对的，我们可以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祝十一

百年职校学生实习企业、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建设银行计算机中心经理

“在实习过程中，我们经常与学员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在学校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结合他们在实习工作中的表现，以及对实际操作能力的掌握等各方面的情况，建议：1，
加强学习，扩大知识面。学员除了学习专业技术基础知识以外，还应学习相应专业的国家、

北京市、行业政策、标准等，以及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和规范，拓宽专业知识面。2、培

养自身特长，充分发挥青年生力军的作用。学员在学习阶段，教师不可能保姆式地管着学生；

学员在实习阶段，师傅也不可能包办代替。学员首先要培养自己的独立精神，发挥自身的

特长。特别要教育学员，在实习过程中，平时应吃苦耐劳，踏实努力地工作；关键时刻要

能冲得上去，顶得上岗，独立地面对困难，独立地决策、独立地解决问题，充分展示青年

人的风采，这对企业的员工队伍建设将起到一个很大的激励作用。3、加强与校方的沟通。

对学员各阶段的表现，实习方及校方应全面掌握，尤其是对存在一些问题的学生，应将努

力在平时纠正批评，加大教育力度，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总之，圆满完成百年职校实习工作，是百年职校和银泰物业公司领导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所有老师的积极配合和广大学员努力学习的结果，它凝聚着许多银泰物业公司各个相关

部门的领导和师傅们的心血。我们深深的感到：培养一个技术熟练、技艺精湛的劳动者与

培养一个知识广博的大学生相比，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

个崇高的职业，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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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杨  北京爱博阳光发展有限公司教学总监     
“很荣幸有一个百年职校的实习生到我们那里实习，做一个幼儿园老师。幼儿园教师

这个行业，在国外来讲、在亚洲地区来讲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专业”。

“我觉得所有的用人单位不要仅仅把他们当作人去用，而是要去开发他。所以，我希

望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看待所有的孩子，我觉得作为百年职校这样一个非营利组织一个慈

善学校，我建议不要过多的强调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我不相信只有农民工的孩子才有问

题，任何人都有可能有问题存在，所以要公平的看待这些孩子，毕竟他们还是孩子。我更

感动是说这些百年职校的孩子，他本可以马上出去赚钱，但是他来上学，不管是家庭因素

让他上学，还是他个人想进修，都是有意义的”。

杨越  百年职校学生实习企业、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人事部经理     
“在 2006 年，我们有幸加入到百年职校倡导的爱心行动中来，我们接收的实习生主要

来自于两个专业：空调水暖和电工维修。这些学生来到庄园后，首先以彬彬有礼的态度，

赢得了公司领导、员工和业主的广泛赞扬。此后，他们体现出了吃苦耐劳、积极好学、勤

奋上进的品质，应该说融入企业是很快的。当然，由于个体的差异，在实习过程中，大家

的档次逐渐地拉开了。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有些实习生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因此得到了

奖金，有的实习生由于表现出色也得到了提前转正的机会。还有的学生后来居上，不仅在

最终实习结束之前，达到了企业的要求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整个实习期间，百年职校一直和我们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多次沟通交流。及

时反馈信息，适时进行教育。到 7 月 1 日之前，所有符合公司岗位要求的学生，都已经跟

企业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成为公司正式的一名员工”。

“ 我们的几点建议： 一、继续加强百年职校成功的教育内容，如礼仪教育、守纪教育

等。二、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学习更广泛和更深度的知识，如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三、

最好在实习时已获取相关的上岗证，如电焊工证、高压电工证等。四、培养学生一专多能，

这也是物业行业的共同需要。五、提升综合能力。做为服务行业，沟通能力，心里承受能

力等都是直接影响工作绩效的非常重要的能力”。



储朝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温家宝总理曾经讲到：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各个方面的，面向各个阶层的，面向人

人的。那么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就业教育，我们办职业教育主要是要解决就业问题的”。

“现在有一个尴尬的现实状态是怎样的？供求方面，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不在于

他没有受到教育，而是需求问题，所受的教育与需求不对应。在培养过程当中，生产过程

与培养过程严重的脱节。在教育体系当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不协调，发展职业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建立面向人人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 
“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需求，我们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

所为的，必须找到自己的特色、找到自己的特点。百年的立足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的职业能力发展需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方面，转移到城市，为他提供一个发展机会，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对于刚才姚理事长说的困惑，我感到，第一办学一定要讲究质量，没有质量是无法发展的。为了提高你的质

量，就必须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方面，教育本身力量的是有限的，对于这些学生不能认为你在职业学校，

我就给你安排以后的工作。应该给学生选择其它工作的自由。同时学校要放手，不是简单的不管，而是尽力去帮助。

第三就是要理性，面对现实。那么教育工作不同于工业、不同于农业。教育工作效果往往在几十年、几十年之后才

表现出来，不能指望他马上见效”。

邢晖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 中国职教学会管理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原来我们职业教育、或者说普通教育传统的观念认为知识在先，知识 - 技能 - 态度，

现在对于职业教育的评价是：态度 - 技能 - 知识。因此要非常注重他的职业态度为第一位的，

其次才是技能。我认为综合职业能力是教学的培养目标，基本技能是教学的基本点，职业

资格证书是教学的瞄准点，制高点在哪里呢？我们学校是不是以就业为导向，把我们的学

生都送出去就业，因为学生们就业不仅仅是我们学校可以控制的，因此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的制高点，应该放在培养他的创业教育上，让他有自主创业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在整

个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建议加强职业指导”。

涂猛  百年职校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我认为我们百年职校已经很迅速、很健康的进入了公益的主航道了。这两年中国的

职业教育发展很快，政府越来越重视，包括今年，中央地方财政要拿出 154 个亿来支持职

业教育。还有相应职业教育协调的资助”。   
“百年职校这几年步子越走越快，不仅是按照国家非盈利组织的法律建立起来一套非

常有效的制度机构，包括社会的自治机构，包括根据我们国家财政部、民间非盈利的制度，

同时我感觉到，在公益的道路上，他有自己一些新的特色，包括他不断的在发展壮大成为

一支国际化的团队。同时我个人也认为，百年职校的这样一种办学的模式，对于我们国家

的政治基因、经济基因、文化基因，进入我们的教育、进入职业教育里面来，我个人认为

是具有启发示范的效应。我相信在不久的下一阶段，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公益学校会出现”。

“第二个体会从学生的角度我看出来了，最近我们中国信息会共同实施一个项目，叫

‘圆梦‘项目，主要是资助农村考上大学的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每天中午中央电视台会播的，

那么今年的电话全部是我们百年职校的学生接的。上周五我们看了一下学生，我就发现有

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说有很多问题他们回答的非常专业。其中有一个电话，一个老先

生打来的，他看到这个孩子他想资助他，然后他就问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我们百年职校

的学生怎么回答的？学生向老先生讲了一个道理，她说你可以把钱给他，但是这属于民间

的一种赠与行为，不是现代的公益行为。回答的非常好。这个故事我感觉到，我们百年职

校教育，在育人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公益的核心的价值观，叫做助人自助。我们要帮助

孩子提高能力，我们办学育人的目的，最重要是要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同时还有另外一

个思想：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会助人。我个人感觉这两年百年职校在公益里面取得的成绩是

很大的”。

“公益是一个平台，公益需要捐助自己的时间、金钱。那么这两年百年职校取得这么

好的成绩，我的确感觉和我们在座的各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也

要郑重的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百年的老店，以后的路还很长，

我们学校的教育、教学的确是路漫漫，要真正的把我们的百年老店要打造成中国现代公益

的一个知名的品牌，还很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继续的关爱和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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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百年职校这种模式，我希望中国有作为的企业

家，能不能够采用我们百年职校这样的模式支援我们

上不起学的农民兄弟的子女们，让他们成才。我希望

通过我们的宣传、通过我们媒体的加入、方方面面的

宣传，有一百家、一千家、一万家开办我们这样的学

校”。

“所以我想给他们写几个字，' 爱满天下 ' 我希望

把这个爱永远的传承下去”。

“百年职校的全体同志们，你们齐心协力，我感

到非常的高兴”。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为什么百年职校能够获得全社会这么高的关注？因为我们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在

这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大规模的向城市化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

们百年职校应运而生”。

“我想首先它是一种 NGO 加企业管理模式，是按照非盈利慈善机构来做的，所以不仅

在打造一个干净的慈善事业的品牌，而且在塑造一个职业教育的品牌。他提供了一种面对

农民工子弟教育的特定模式。我们面对的是特殊的群体，跟我们常规的职业教育有很大的

区别。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真正的做好社会需要的职业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一方

面是教学模式，背后有更深刻的教育理解。职业教育背后还是做人的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向前辈学习。因为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他们做了很多有价

值的探索。职业教育不仅仅是解决吃饭手段，还要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要自我学习、自

我发展。企业教育，教育的方法是人与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理论与实践并行，知识

与技能并重。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不是培养一个简单的工具，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我觉得这些概念很值得我们学习”。

“刚才姚理事长讲到‘育人是天下最难的事情‘，确实是最难的事情。教育不是万能的。

所以，我们不能过于自责，过于理想化。我们要研究怎么来改善我们的工作。我想在道德

教育问题上说几句话，提一些建议”。

“我觉得我们特别的需要平民教育。就是要学会做人中人。因为这个概念提出来，尤

其是针对我们的职业教育”。

“另外一个我觉得要充分重视学生的参与。学校到底该不该对学生负责一辈子？但是

我想对一个学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效果。当我们的毕业生毕业的时候，我们

就要注重学校资源。他们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小老师。通过这种非教育、从课堂延续处理

的教育方式，来扩展教育”。

“我们的百年职校现在才两岁，还是一个婴儿，我们可以看到他五岁、八岁时候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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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维娜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顾问、中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大学生就业服务项目总经理

“我们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选择的主要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和广州。大学生的选择

政府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外企，另外就是国企，还有合资企业。刚才介绍了，我们目前

第三产业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学生观念的转变，应该从学校做起的。我们觉得在学生当中，

现在大学生的就业，不理解学校和企业是不同的。老师和老板是不同的。同学与同事是不

同的。学历与技能是不同的。现在的学生对自己的需求很不清晰，我们青年人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机会和经验。那么我们中年人需要发展、老年人需要稳定。这一点在学校期

间要跟我们的学生做前期的工作。现在有些大学生没有基本的就业技能，包括综合的技能、

办公的技能、职场的礼仪。有很多面试的大学生穿着牛仔裤就来了，女孩子面试穿着跟小

姐一样的服装就来面试了，所以我认为职场礼仪的教育在学校里面也是需要的”。



● 2007 年 7 月 11 日“北京网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百年职校一期学生劳动合同签定仪式”在网信物业公司举行。

Students in BNVS signed employment contract with the Beijing Net Informationa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正如我所期待的，这一班的

学生都是那么的充满青春的活力

与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当我怀着几分激动和感动走进教

室的时候，那些投向我的目光充满

了好奇，仿佛站在她们面前的不是

一位老师，而是可以带她们进入一

个从未碰触过的领域的导游，就像

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那个神奇的

兔先生。

在洪亮而整齐的“老师好”的问候中，我开始了这

一学期的课程。我突然发现，这一班全部都是女生，这

不免让我有些兴奋，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

讨论，分享。

在最初，课程进展得并不是很顺利，不断在课堂上

发生一些小状况，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比如有一次，我

发考卷的时候，要求同学们在写完名字后，将考卷扣过

来，等一下还没有分到考卷的同学，我说开始，再看考题。

可是，许多先得到考卷的同学并没有遵守我事先立下的

规矩，写完名字后就开始答题。我只好叫“暂停”。

“在我们正式答题前，我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我手里拿着还没有发完的考卷，“那就是诚信。我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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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了规则，你们也同意了，可是，在转瞬间你们就打

破了你们给我的承诺，完全忘了你几秒钟前的保证。这

对我来讲，失去了对你们的信任，对别人来讲是不公平，

而对你自己来讲，是欺骗了你自己。这张考卷的分数决

定不了你的未来，但是你诚信的态度将使你的未来受益

匪浅。”我看到了那些低下头的同学，悄悄地将考卷扣

了过来，知道她们意识到自己错了。紧接着，我讲了几

个我工作中遇到的有关诚信的故事，从她们的眼神中，

我可以感到，她们听懂了什么叫诚信。所以，我非常放

心地请她们相互判考卷，并自己将成绩登在记名册上，

我相信她们登记的分数是真实的。我希望，在我的课堂，

她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

经过 16 个小时的相处，我和 31 位小姑娘俨然成为

了朋友。在我即将结束课程的时候，我特别留了 20 分

钟时间来给她们提问。从她们的问题中，我可以感到，

她们对即将开始的见习即兴奋又害怕，担心自己做不好

的占了大多数。于是，我问她们谁是她们的天使。

她们开始一愣，随即很聪明地回答“是我们自己。”

我微笑着对她们说：“没错。你们就是自己的天使。你

们都有一双可以让你飞上天空的翅膀，不信，你仔细听，

你可以听到天使在风中拍打翅膀的声音，而那声音，从

未从你的心里消失过。唯一需要的，是在你遇到任何困

难时，静下来，听听那来自你心中的翅膀拍打的声音，

你就会有勇气走下去。你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广

……”有些同学开始模仿天使的翅膀，她们微笑着。

她们开始静静地看着我，我知道和她们说“再见”

的时候到了，我们相约在毕业典礼上，我一定会来祝贺

她们。这时，我才发现，“下课”两个字是多么难以说出口。

她们洪亮而整齐的“老师再见”让我看到了这些天使们

的自信。我仿佛听到了，在风中，天使们拍打着翅膀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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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毛羽做

为志愿者为同学们辅导计算机

Volunteer Mr. Mao Yu from UBC teaches 
students computer skills.

●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志

愿者郭鹏和门佃兵给同学们讲解

“计算机硬件维护”知识

Volunteers Guo Pen and Men 
Dianbing  f rom Del l  (China) 
delivered a lecture to students on 
“The Maintenance of Computer 
Hardware”.

● 来自新加坡的法学专家曹惠

虹律师为同学们做“劳工法”讲

座

Mrs. Cao Huihong teaches the 
students about Labou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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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能成为百年职校的资

助者，为社会公益事业、建立和谐社会尽一些微薄之力，

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我们进行了广泛、良好的合作，

建立了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实现了双赢的目标。通过每

次活动，员工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良好教育和心灵的启

迪，真正的体会到“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

2006 年 12 月 10 日，我们参与了 2006 年爱心圣诞

慈善晚会，在今年的前期，我公司组织管理层和党员

100 多位分 7 批到百年职校参观，开展了党员教育活动。

从今年开始，我们公司的 10 个楼盘参与到青年志愿者

环保活动中。去年 7 月，我们公司接受了百年职校的学

生到我们公司来实习，我们公司的领导非常的重视。我

们对待这一事情是非常慎重和负责任的。我们将学员安

排到公司几个项目中，指定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责任

心强的员工作为实习学生的师傅，进行指导。一年来在

他们的虚心学习中，增长了专业的技能，迈向了走向社

会的坚实的第一步。

今年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网信的一员，百年职校

的各位领导参加了这一仪式，北京电视台进行了报道。

目前，我们很多员工都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只有极少数作为公司的骨干员工才能与网信物业公司签

订劳务合同，而且这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说大专学历，

在公司工作三年以上，有重要的岗位认知等等。因为我

们考虑到了百年职校学生实习的特殊性，百年职校的毕

业生与网信物业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是他们符

合所有的条件，而是希望为这些学生提供一个相对理想

的、步入社会的良好环境和较高的发展起点。

今年我们将继续接纳第二批实习生到优秀楼盘和具

有广大社会影响的地方进行实习，我们管理的项目增加

了 2008 年数字频道楼，位居金融界显赫位置的中国网

通大厦几个楼盘，我们将对一期学员的实习工作做好总

结，为第二期的实习学员做好准备。我个人有几点感受：

第一、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网信物业急需一批专

业人员的加盟，才能使公司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百年职校为我们输送的实习生，在学校里面接受了专业

技能培训，而且动手能力强，不怕吃苦，通过进一步的

培养，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公司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加盟，

也为发展中的物业注入了新的血液。

第二、他们自身的基本素质客观的因素，对他们的

培养要有耐心和极强的责任心。

第三、在实习过程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校

方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共同合作，为完成高尚的公益

事业做出努力。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
张立 — 百年职校学生实习企业、北京网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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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

物业管理中心以育人作为实习生管理的指导思想，

在为单位和社会培养人上下工夫，从而加强实习生的培

养和管理。为了使实习生能在一年的实习时间里得到清

华氛围的熏陶和培养，物业管理中心针对实习生的教育

培养制定管理办法，对实习生的实习期限、实习期内待

遇和管理模式、实习生的入职前教育和培训以及其实习

期间的考核鉴定等内容加以规范。实习生到中心报到后，

将受到中心对其统一进行的清华精神、中心情况介绍、

校园参观等相关培训，同时安排相关指导老师进行一对

一的指导，潜移默化地使其逐渐

融入到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校园氛围之中。2005 年，

物业管理中心开始招聘第一批实

习生。几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

使得实习生的培养和管理日趋完

善。入职前培训、定期不定期的

实习生座谈、考核鉴定等规范管

理，不仅规范了我中心的管理工

作流程，确保了实习生实习期间

的基本福利待遇，同时也为实习

生逐渐适应环境、思想上逐渐成

长、生活中逐渐成熟提供了制度

保障。

指导培养

按照《物业管理中心实习生

管理办法》规定，每位实习生都要有专门的指导老师，

对其业务工作加以指导、生活上予以关心帮助。在物业

中心，只有各岗位上技术娴熟、思想觉悟高的业务骨干

才会成为实习生的指导老师。而客观上，指导实习生对

于指导老师来说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内容。但是，我

们的指导老师不仅会在工作中手把手的将相关技能和知

识传授给实习生，还会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孩子们勤恳、

踏实的为人和做事。

另一方面，培养人不仅要体现在实习生掌握工作技

能，在业务上独当一面，学会自立自强，而且，在思想上，

我们希望实习生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尊规守纪的好

青年。因此，中心按照实习生管理办法规定每三个月组

强化实习生培养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

织一次实习生座谈会，邀请指导老师和实习生进行座谈。

在轻松、亲切的氛围下，实习生们畅谈实习心得和体会，

指导老师对实习生实习以来的表现予以点评，鼓励优点，

指出不足，使其能在以后的实习过程中不断增强信心，

努力进步。

双向选择

在实习生自身的努力和学校、单位以及指导老师的

关心和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实习，大部分实习生已经成

长为业务上的能手，他们不仅能在相应岗位上承担工作，

同时，在思想和生活上，他们也

自信、成熟了很多。为了加强中

心的队伍建设，一方面，中心希

望能从亲手培养的实习生中选择

合适人选充实我们的职工队伍，

另一方面，实习生对于清华大学

的环境已经适应、与实习老师和

同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也

希望有机会继续在中心工作。因

此，在实习期即将结束的时候，

中心会在实习中期考核和实习鉴

定的基础上，按照双向选择的原

则，与实习生进行双向选择，录

用部分实习生成为物业管理中心

的正式一员。2006 年 6 月进入中

心实习的两名百年职业学校的同

学一年来塌实、勤奋，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经双向选择，已初步达成毕业后将继续留下

来工作的意向。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一年的实习期对于实习生

而言或许只是短短一瞬，希望这短短的一年时间能给实

习生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无论将来他们走上什么工

作岗位，他们都能够努力饯行清华人“行胜于言”的作风，

能像所有清华物业人一样“认真工作，快乐生活”。而

我们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也将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一如继往的和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一起按照“教

育照亮人生、技能立足社会”的理念努力为构建和谐社

会做出我们的贡献。

为切实提高实习

生的工作技能，强化实

习生的管理和培养，提

高实际工作岗位的工作

效率，加强职工的队伍

建设。

吴靖 — 百年职校学生实习企业、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人事部经理

2007 年 7 月 26 日，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在老师
亲切的嘱咐中，我们带着彷徨与紧张的心情最先走过了
一条充满友谊和祝福的欢送之道……我们来到了校门外
向学校深深地鞠了一躬，也标志我们暂时要离开这个充
满爱心而又熟悉的校园。告别了和蔼可亲的老师团队，
却带走了同学之间的真挚友谊，老师的勤劳教导和所学
的技术知识，奔向了实习单位——国贸饭店。

我是一个既无实战技术又无丰富经验的理论学生，
刚来到工程部配电室，总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对工作处
于比较陌生的状态，也对于自己在这样的新环境中能够
做的事还是没有一种成型的概念。刚开始不知道干些什
么好，就只好呆坐在那里，连话都很少说。庆幸的是：
在师傅们的耐心指导下我基本熟悉了国贸饭店的维修场
所，现在就像一只小兔子能奔向需要我的地点方干自己
能解决的问题；我还了解了配电室的内部运行情况：如
高低压供电系统图，同时也知道了停电后怎样正确分合
闸，以避免由于误操作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我还记住了
通过观看各个仪表显示是否正常，从而来了解设备的运
行情况。

通过师傅讲解《高低压供电系统图》，知道了各个
开关的作用及工作状态。但别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对许
多工作持有一种犹豫的态度：“我会做吗？会出事故吗？
会干好吗？”一切的担心与思索都在脑子里不停的徘徊。
在我沉默与思索并行地时侯，师傅告诉我：“我们不是
每一件事都会干了，才去干；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基础，
拥有一颗胆大细致的心，其实干的过程就是进行学习，
在学习中得到提高、锻炼及总结”，我所缺乏的正是这
种干的过程。

在师傅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下，我在日常维修
过程中懂得了：对工作我们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想提高

周兵 — 百年职校二期维修一班学生

干活速度，就得熟悉工作程序，掌握工作技巧。例如：
我们在带电作业中首先得考虑安全问题，再考虑工具如
何使用。我们在用钳子刨线时，独股铜线刨完后铜芯不
能有印、无损害；多股软铜线刨完后铜芯不能有断丝。
拆带电线时，我们应先拆相线（火线）后再拆零线，但
不要视零线没有电而放松警惕性。对拆比较复杂的线路
时应该作好标记，以方便以后接线，对于新的设备安装
首先得看《说明书》，例如：我国的民用电电压为 220V、
频率为 50HZ，而日本、加拿大的民用电电压为 110V、
频率为 60HZ，如果不符合标准，电器设备将受到损害。
另外工作中应该看一些与工作相吻合的书籍并了解常见
的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干活必须要动脑子，
让别人感觉你是一个聪明勤学的好学生而愿意教你！但
你别忘了礼节：见到客人说：你好！遇到师傅们问个好
或点头微笑示意。在饭店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彬彬有礼
的服务员规范的操作、职业的微笑、谦恭的神态，让客
人无时无刻不受礼仪的熏陶！

回首这一切，首先我得感谢百年职校培养了我，使
我很荣幸能来到国贸饭店实习！在这里我也感谢国贸饭
店对百年职校的支持与帮助，感谢饭店给予了我学习的
平台，提供了实习的机会。在这短暂的一个月实习中我
收获很多很多，也对以前所学知识有了个初审。理论武
装了我的头脑，实践增长了我的见识，学有所用。虽然
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技术、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我将会用
一双勤劳的双手，用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面对生活，
用一颗责任心对待工作。我相信我会以更积极主动的工
作态度，更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走上自己的实习岗位去
提高工作能力，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为生存创造条
件、为发展创造机会！

细细一数日子，我们来到宝兴高尔夫俱乐部实习已
有一个月了，这次实习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在这里
有快乐时绽放的笑容，有委屈时流下的泪水，有对美好
明天的期待，有对彼此鼓励的眼神。

我们在营业部工作，主要是在餐厅和球道卖店，每
天的客流高峰时期是早晨、中午、晚上。首先我们学的
是如何给客人上水，当客人来了的时候，要马上端上一
杯柠檬水送过去，并用愉快的声音向客人问好，如果客
人需要用餐，要马上递上菜单，并耐心等客人点菜，仔
细询问客人有没有忌口，热情回答客人的问题。当然刚
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同事、领班都很仔
细的教我们，把他们知道的都告诉了我们，经理、主管
也时常点拨我们。可是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时，我们还是
不知所措，那时我们挨了不少骂，吃一堑，长一智，我
们平时就多观察别的同事怎么处理客人提出的问题，然
后结合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如何揣摩客人的消费心理，
后来我们就用总结出来的经验：要用亲切的话语，热情
周到的服务，最后客人无法挑剔，临走时还高兴地说谢
谢。这时我们觉得我们成功了，这一声谢谢是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是我们继续自信的源泉。
在餐厅接触几天以后，我们又开始学习球道卖店的

工作流程，首先是熟悉环境，整个高尔夫球场分为 A、B、
C 三大赛场，分别名为森林赛场、名人赛场和翠湖赛场，
每个赛场有 18 个洞，全场共有 54 个洞。每个场有两个
卖店，卖店只有一个人守着。因为我们还不熟悉，就由
别的同事先带我们，卖店就相当于一个小商店，客人打
球累了就进来买饮料或者吃点东西，这时我们学的是如
何签消费卡，如果自己因疏忽忘了签卡那么就由自己买
单了。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犯迷糊，忘了签卡，幸亏只是
一瓶饮料。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加强训练，要细心，把所
学知识灵活运用于工作中，要“学以致用”，并且要发
扬百年职校的美德，同时从工作中总结经验，提高服务
水平。

我们坚信只要付出就有回报。
感谢百年职校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感谢宝兴高尔夫给我们的贴心照顾！

实	习	心	得	 体	会

段娅娅 /汪新雅 — 百年职校二期服务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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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来自一个理想、一个信念以及

一个团队。 
一个理想是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缺少足够教育机

会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改变生活状态，立足社会。

一个信念是职业教育必须面向生活，解决就业需求。

一个团队是百年职校的志愿者教学团队。

2005 年夏天，这个团队怀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在

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所免费职业学校——

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百年职校的学生是贫困农

民工子女或是年轻的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因为各种

原因在不同的阶段辍学，水平层次不齐，与一般的学校

大不相同。 因此这个由劳动技能教育专家、大学教授和

高中老师、企业管理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不同国籍

的特殊志愿教学团队获得了独特的教学改革机会。在这

场改革之中，教育是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实际技能获得

就业机会，而不是以书面考试取得学历为目标。全部教

材都由老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用性教学的特点自

我编写，再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反馈予以调整。因

此一套独特的技能培训教材就此产生。

百年职校是一个追求教育公平理想、寻找技能培训

方法的实验室，“城市生活实用技能读本”是它的一个

成果。我们将此套丛书称之为城市生活实用技能读本，

是因为本书的出版目的是帮助那些正准备进入城镇的年

轻农民顺利进入新的生活环境，掌握一定的技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也为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员工而苦于技

《城市生活实用技能读本》序言

The series was born of an ideal, a faith and a team. 
An ideal to help those whose youth was for whatever 
reason lacking in 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at may 
have improve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enabled them 
to become established in society. A faith,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must be reflect actual conditions and must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y, and a team, the team of volunteer 
teachers at the BN Vocational School. 

In the summer of 2005, in a Beijing hutong, this team 
was pondering just this ideal when it created the country’
s first free vocational school – BN Vocational School for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BNVS students are 
the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or are 
young laborers themselves who have co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ir studies were 
abandoned at differing levels and standard schools were 
not equipped to meet their unique situations. Facing such a 
dilemma, this diverse, multinational team of labor education 
experts,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industry leaders and social workers were presented with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Under their reforms, the education focuses on allowing 
students to truly master the practical skills that will enable 
them to gain workforce opportunities in industry rather than 

Forward for “Useful Skills for 

City Living” Series

following a system of written tests in the pursuit of academic 
credentials.

All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compiled by the teachers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issues of practicality and the real 
situations of their students, so that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an be adjusted and fine-tuned according to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In this way a unique set of skills training 
manuals was born. 

BNVS is a believer in the ideal of equality through 
education and has become a testing ground for 

skills training methods. The “Useful 
Skills for City Living” series is one of 
the fruits of this labor. 

The aptly named “Useful Skills 
for City Living” series aims to help 

those rural youth presently 
preparing to relocate to 

towns and cities to ease into 
their new living environment, 

master a certain degree of skill 
and gain suitable employment; 

whilst also helping to provide 
self-development materials for 

those who have already entered 
industry but whose skills are found 
to be wanting in the workplace or 

labor market. Its difference to the kind of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familiar with is 

t h a t  i t focuses on practicality, not theory.
During the editing of this work, we came to believe 

more and more that the teaching of city living skills is in 
need of much greater expansion. Cities today are absorbing 
an ever-growing popu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all 
yearn for a better life.

By providing accredited technical skills and guidance 
on an acceptable way of life, this series meets not only the 
needs of these rural workers entering cities and industry but 
also those of city residents in terms of improve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t may be that this series 
will bring different kinds of help to readers of greatly varied 
circumstances.

With thanks to the many BNVS dono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ir work and also to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for 
its continued professional support.

“Useful Skills for City Living” Editorial Committee
Yao Li; Tu Meng; Liang Enzhong; Xu Xiaofei; Yang 

Yanmin; Sally Borthwick; Wang Zuoyuan

术水平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的年轻人提供自我培训的帮

助；它不同于一般我们习惯称之为教材的书籍，它强调

的是应用，而非原理。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

生活实用技能教育确实需要普及。城市正在接纳越来越

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人们有平等的权力追求舒适

生活。合格的技术服务和合适的生活方法，不仅仅是农

民工进入企业和城市所需要的教育，也是全体市民对节

约资源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共同追求。或许本套丛书能给

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帮助。

在此感谢百年职校全体资助者和志愿者的工作！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专业支持帮助 !

《城市生活实用技能读本》编委会：

主任：姚莉

委员：涂猛 梁恩忠 徐晓飞 杨燕敏 鲍雪侣 王作垣

《服务业生存英语》一书于 2007 年 4 月 1 日正式出

版发行，该书由鲍雪侣、周博恩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

订购：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0-62786544
 北京新创嘉培训有限公司 010-64182008
定价： 13.50 元（附赠光盘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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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

人、全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中国传媒大学

博士王志来到学校，为

全体学生上了主题为“挑

战”的品德教育课

T h e  d i s t i n g u i s h e d 
h o s t  o f  C C T V a n d  a 
graduate of China Media 
University, Dr. Wang Zhi 
delivered a lecture about 
“Challenges”.

● 百年职校名誉校长、大连百年城

集团董事长吴云前来到学校，与二期

学生座谈交流

Mr.  Wu  Yunq ian ,  t he  Honora ry 
Headmaster and Chairman of Danlian 
Parkland Group Ltd., visited BNVS. 
He delivered a lecture and answered 
quest ions  ra ised by second year 
students.

● 百年职校课程顾问、北京中研博峰咨

询公司执行董事袁天沛先生给同学们上

题目为《职业定位及素质教育》的品德

教育课

Mr. Yuan Tianpei lectured students about 
moral character.

● （图中左）周哲洁老师、（图中右）志愿者

Serena Chang 担任英文课教学

Mrs. Anna Zhou (Middle Left), BN Volunteer 
teacher Ms. Serena Chang (Middle Right) teach 
the students English this term.

● 张桂琴老师为学生上中餐及宴会服务课

Mrs. Zhang Guiqin delivers her class on Food & Beverage Service 
Skills.

● 志愿者陈燕老师为学生上英文课

BNVS Volunteer teacher Mrs. Cathy Chen 
delivers her English class.

● 来自美国的 Joanna Crain 老师为学生上英文课

Joanna Crain from America gives her English class.

在这里
怎一个爱字了得
Overflowing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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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5 月 7 日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先生与百年职校理事长姚莉签订 2007 年捐助协议。

On May 7th, the Ambassador of Ireland to China signed the agreement of donation with BNVS chairperson Mrs. Yao Li.

● 2007 年 3 月 30 日爱尔兰

留学生麦德森先生将自己于

2006 年赴西藏中为百年职校

募捐所得的 2175 欧元送到

学校。

On March 30th, Irish student 
Michael Parsons donated to 
the school 2175 Euro dollars 
tha t  he  co l l ec t ed  on  h i s 
journey to Tibet in 2006.

● 2007 年 5 月 30 日北京网通五区电话局

分公司为百年职校捐赠电话充值卡 100 张和

17908 长途电话卡 100 张。

On May 30th, China Netcom (Group)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Fifth Telephone Office Branch 
visited the school and made the kind donation of 
100 pre-paid phone cards and 100 IP cards.

● 2007 年 6 月 29 日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机关党

总支全体党员为学校捐赠笔记本 500 个。

On June 29th, the secretaries and member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at Chaoyang Men area 
donated 500 notebooks for BNVS students. 

● 2007 年 5 月 17 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中国网通 （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向百年职校捐赠了 100 台小灵通电话

机和电话卡。

May 17th was the “World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Day”, China Netcom 
(Group) Company Ltd Beijing Branch donated 
100 cell phones and telephone cards to the 
school.

● 2007 年 7 月 26 日北京市新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百

年职校捐赠《物业管理基础》教材200本、A4复印纸30包。

On July 26th, Xin’ao Property donated 200 Property 
Management textbooks and 30 packets of paper to the 
school.

BN VOCATIONAL SCHOOL No.6 在这里怎一个爱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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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7 月 13 日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 Alphonso 
Jackson 的夫人 Mrs. Jackson 一行 4 人来百年职校参观。

On July 13th, Mrs. Jackson, the wife of the U.S. 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visited BNVS.

● 2007 年 4 月 7 日美国驻华使馆语言培训中心学员到百年

职校参观。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organized a visit of 18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the school on April 7th, 2007.

● 2007 年 6 月 21 日美国国际青年基金会

全球基金发展部负责人 Petula Nash 女士到

百年职校考察。

On June 21st ,  2007,  Petula  Nash,  the 
Chief Director of the Global Foundatio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 visited BNVS.

● 2007 年 3 月 5 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名力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查懋声先生到百年职校。

March 5th, 2007, Mr. Payson Cha from Hong 
Kong’s Mingly Corporation visited the school.

● 2007 年 6 月 11 日和 14 日参加“中国慈善

立法国际研讨会”的部分国际代表分两批到百

年职校参观，了解中国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的实

践情况。

June 11th and 14th, two separate group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arity Legislation of China” 
visited the school. ● 2007年4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Randt到百年职校参观。

April 3rd, 2007, Wife of US Ambassador to China, Mrs Sarah Randt 
visited the school.

● 2007 年 6 月 21 日区人

大刘友朋主任带领代表团

一行 20 人，在区教委领导

的陪同下到百年职校视察。

On June 21st, 2007 led by 
chairperson Liu Youpeng 
from Dongcheng District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ogether with the leaders 
of Dongcheng Education 
Committee visited BNVS.

● 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1 日北京网信物业党委的近 150 名

党员到百年职校举行党日活动。

From June 18th to June 20th, nearly 150 communist members from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China Net (the Beijing branch) 
celebrated the upcom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irthday by 
visiting our school.

● 2007 年 7 月 23 日南都基金会理事徐永光及其各部负责

人到百年职校参观考察。

July 23rd, 2007 the representitive of Narada Foundation visited 
BNVS.

BN VOCATIONAL SCHOOL No.6 在这里怎一个爱字了得



今年的天气有些反常——冬天不冷，春天不暖；然

而，2007 年 3 月 18 日的经贸大学体育馆内的气氛热烈

地堪比炎夏，这里正在举办主题为“生命手拉手，成长

心连心”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公益活动。

签到时才知道这是由北京市志愿者协会与百年职校

共同组织举办的，我是有幸作为百年职校校外辅导员被

邀请参加的，其实因我辅导的学生在寒假打工期间的心

理波动较大，我的任务是来和他见面谈心的。可馆里强

烈的乐曲已经令空气沸腾，不要说谈心就是找个人都没

有可能，我只能融在馆里这热

热的气氛里……

一切都是那么的被动，

按照签到号码我在七组，今天

主要活动都是以组为单位；首

先，我们要记下组里成员的名

字，然后开始了第一组团队游

戏：分别钻大小三个呼啦圈，大家手拉手围成圈，呼啦

圈在手不松开的情况下转一圈回到起点，说起来不清楚

做起来也不轻松，大家不顾自身形象，扭曲着不很灵活

的身体将呼啦圈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下一个组员，这个

游戏象是赛前热身，大家的身体与内心都热了起来，拼

图游戏我们已不再陌生，当我们举起那张经过紧张激战

拼出的大幅企鹅图走过主席台时，我第一次感到了集体

的力量，我开始接受这种“好玩”的团队凝聚训练。

接下来的活动是打乱分组，我终于有机会找到了我

的学生，他也很激动，这时听见有人在叫我，应声一看

是我所在项目的工程员工小杨，真是太巧了，我们三人

手拉着手与其他人围成了一个大圈后都转向右，主持人

说请大家给前边的朋友按按肩、捶捶背，我给我的学生

按肩捶背，我的员工也给我按肩捶背，这是多么难得而

少有的机会，这又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刻，转过身，我

的学生帮我按肩捶背时，

他说“老师您太瘦了，得

多吃点，身体才好！”，我

没有感动地流泪，却有种

温暖流入心底，本来他是

需要我来帮助的呀，没想

到今天一见面就是他在关

心我，让我找到了亲人的

距离，因此我在给小杨按

肩捶背时也是凭着这份亲

情，那是姐姐对弟弟的关

心……

通过这个互动环节大

家的心里该都没有了距离

感，在接下来五十分钟的

谈心过程中，我们的内心

真正得到了释放，在主持

人邀请大家上台发言时，

同学们都请了老师和家长

上台一同分享关爱，当我

的学生上台时，他特别请

上了他的姐姐和我，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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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有敬意的目光注视下走上了舞台，他揽着姐姐和我，

说着我给他仅有的一次帮助，我站在台上，心里很内疚，

我什么都没有做呀，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内向但很积极的

孩子，需要走到他心里去沟通，可是因为我突然调动了

工作，暂时没有安排时间见他，没有想到他能这样理解

我，望着他和他姐姐充满感谢的目光，我深深地说：“这

点帮助是我应该做的，我也谢谢你们！”……

活动的最后，主持人讲了“蓝丝带”的故事，他告

诉大家什么是感激什么是感激的传递，于是，主持人首

先让百年职校的老师和辅导员

站在场地的最中间，他代表

大家感谢我们为农工子弟所做

的一切，在场的学生与志愿者

们纷纷走过来向我们献上蓝丝

带，顿时我们的胳膊、脖子上

都系满了蓝丝带，这蓝丝带代

表着学生们对老师的敬意，代表着家长们对百年职校的

感激，代表着社会对百年职校所有的敬意；我只是百年

职校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我还只做了一点点，我真的

承受不住这么多感激的心，真的应该感谢百年职校，不

仅给了我帮助别人的机会，还让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因帮

助别人而受到尊重的自豪感。

我还想谢谢我的这名本应让我关心的学生，他给了

我学生给予老师最崇高的尊重，这尊重发自内心，震撼

着我，作为一名校外辅导员，我虽然按照学校规定做到

了每季度与学生进行沟通，却没有真正用心去关爱学生，

因为我有“忙”的借口，今天，感受着他对我的关心、

对我的尊重，感受着这满场的爱，我觉得春天来了，因

这爱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温暖着这个会场，温暖着会场

外的一切，温暖着整个天空……

自然在心，心想事成！

感受温暖
［银达物业］姜杰 — 百年职校志愿者

● 2007 年 3 月 18 日百年职校二期学生、家长、老师和校外辅导员，以

及百余名中国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参加由中国志愿者团队组织的“打开

心扉，拥抱梦想，生命手拉手，成长心连心——北京 LP2 与百年农工子

弟学校‘手拉手’，与农民工子弟‘心连心’主题公益活动”。通过参与

多种形式的游戏、交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彼此间的真

诚。4 月 5 日，北京邦越 LP2 名志愿者将募集到的 25000 元现金、“爱心墙”

等捐赠给百年职校，学生代表为志愿者送上了亲手制作的感谢函并献花，

志愿者与同学们畅谈了 3 月 18 日活动的感想。

March 18th 2007, the second-intake students, their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 counselors along with volunteers from “China Volunteers” took part 
in the event of “Open Your Heart, Cherish Your Dreams, Hold Hand in Hand, 
Grow Shoulder by Shoulder”. Organized by Beijing LP2 and BNVS, the 
charity event had a theme of “Hand in hand and heart to heart with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All participants shared their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by playing a series of games and communication. On April 5th 
volunteers from LP2 donated to the school RMB 25, 000.  Students presented 
them flowers and a letter of thanks, and then they recalled this charity event.

● 百年职校英语角活动：来自美国大使馆的志愿者和在百年职校担任英语教学的志愿者老师、辅导员分别与学生进

行情景对话、课文辅导和自由交流活动。同学们在活动中增强了英语听说的能力，同时提高了说英语的自信与胆量。

活动将于每月的第一个周六举行。

English language coaches arrived at the school to partake in the first “English Corner” activity. Most of them came from 
the US Embassy and others are made up of volunteer teaching staff. They focus on dialogues, syllabus and free talk. The 
activity helps students with their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as well as improves their self confidence. “English Corner” will 
continue to be held on the first Saturday of every month at BN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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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期服务班同学参加计算机

一级 MS OFFICE 考试

BNVS second intake service 
students undertook the National 
Level 1 MS Office Exams for 
Computer Competency.

● 二期同学参观故宫和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荣誉室，并听国

旗班介绍升国旗的历史，与国旗班战士合影。

BNVS second intake students visited the National Flag Guards’ Armed 
Police Base and the Forbidden City.

● 参加“北京市民学校”开班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综合维修班学生学习“木工技

术”（右图）；物业服务班学生学习“心肺

复苏技术”（下图）

BNVS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Citizen School. 
During the ceremony, the service class 
(bottom) learned how to perform 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classes (right) learned carpentry.

● 二期维修班同学参加北京市手工焊条电

弧焊及气焊气割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考核。

BNVS second intake students from the 
maintenance classes took the examination of 
Certificate of Welding: the Welder Working 
Permit of Special Occupation.

● 参加由朝阳门街道组织的北京市“迎奥运，清洁城

市，夏季行动”

BNVS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movement of “Clean and 
Tidy our City to Welcome the Olympic Games” held by 
Local Municipal Office of Chao Yang Men District.

● 在北京二中参加“朝阳门街道 2007 年度

国防教育报告会”

BNVS second intake students attended the 
“Defense Report at Chaoyangmen” at Beijing 
No 2 Middle School.

● 参加裕京花园“住户感

恩日龙舟节晚会”

T h e  B N V S  C h o i r 
p a r t i c i p a t e d  i n  t h e
“Residents Dragon Boat 
Fes t iva l ”  ac t iv i t i e s  a t 
Beijing River Garden.

风景
这边独好
BN Column



苦，比起他们我要好很多，他们的坚强打动了我。”我

在电话里听着她的感受，我十分感动，她是一个很有爱

心的人，节省自己的生活费捐给贫困的大学生。我想只

要人人都献上一份爱心，那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这份

爱的火焰将会永远燃烧着，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地去解

答爱心人士询问电话呢？

我参加了圆梦行动志愿者热线接听工作，让我知道

比我困难的学生还有千千万万。母亲的幸福和弟弟生活

的希望在我无知中被破灭了，从此原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永远失去了。在我 8 岁开始上学的第一天起，爸爸就承

担不起我的学费，年迈 80 多岁的爷爷用微薄的生活费

和小学启蒙老师一起供我上学，这位老师她们家也并不

富裕，也有两个孩子上学，她一个月的教师费才 250 元。

但这位老师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一直到我中学毕业。

我从小家里就非常贫困，受到别人的歧视侮辱，相依为

命的爷爷在 2002 年得了癌症去世了，我的生活开始孤

独起来，没有人爱我了，没有人供我上学了。我多次自

杀没有成功，都被好心人救了，我变得对自己没有信心，

失去了自信，我感到彷徨无奈。爸爸说已经供不起我和

弟弟两个人上学了，无论谁都要有一个人退学，我妈妈

的病很严重，还有年幼的妹妹也要上学。在进行中考的

时候我很伤心难过，如果我考上了怎么办？越想越难受 
，如果我继续上学，我就太残忍了，只为自己想，不为

弟弟想……我还是决定退学，出去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

也让爸爸减轻点压力，我含着泪水去昆明打了一年的工。

在搬家公司做了三个月的饭，工资太低了，我又找了一

份帮助孩子补习的工作。上了十个月的班，我觉得工资

还是供不上弟弟妹妹，于是便来到北京——繁华的都市，

每天都和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交流，觉得自己没知识很难

受。

我在问自己：“是一辈子这样打工下去吗？”虽然

我自动退学了，但我还是不甘心，这种想上学的愿望越

来越强烈，我要上学，我要改变家庭、改变家乡。

然而，上帝在给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为我开启

了一扇窗，百年职校让迷茫的我看到了希望。现在学校

让我变得更加有自信，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

今天，自从我来到青基会作志愿者，让我看到和我一样

贫困的人还有千千万万。虽然他们上大学，有大学梦，

可我是幸运的一位，作为百年职校的学生，这些贫困生

我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那么就用我的努力行动认真做

好志愿者接好电话，帮助那些有爱心的人捐款，那么同

学们就有希望走进大学，圆大学梦。捐款的人是奉献自

己的一份爱心，想给他们插上一对翅膀飞翔，我希望他

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爱心人士的希望。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虽然家庭是不幸的，

但是每个贫困生的人生之路都是幸运的，我也非常希望

这些大学生得到帮助后用最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也希

望他们将这份爱心的火炬永远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农民

大学生都能上大学，圆大学梦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最后

我祝愿每位同学努力学习，自强不息！

无论是我的工作，还是我的成长经历我都发自肺腑

的呼唤：“2007 年共同关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等待

您的参与！

2007 年 6 月 18 日，“2007 共同关注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 志愿者动员大会在学校举行。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动员社会力量，向家庭困难的

大学新生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在动

员大会上，青基会本次活动负责人向颖为学生们进行了

活动说明；百年职校理事长姚莉讲话，希望全体同学们

通过参加这次行动用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学会的技能帮助

其他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百年职校作

为青基会的合作单位，全体同学都参加志愿者工作。其

中服务班全体同学将用三个月时间，直接从事圆梦行动

的一线服务。会后，同学们签署了《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志愿书》。

2007 年 6 月 22 日百年职校服务班 13 名同学在人民

大会堂参加了“2007 共同关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

动仪式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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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07 共同关注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On June 18th, the mobilization for “2007 Project Hope 
College Dream” was held at BNVS. Summo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project 
assembled the social benefactors’ and philanthropists’ 
financial support to pay the transportation and settlement fee 
for the impoverished college freshmen. After Miss Xiang Yu, 
the head of the project, explained the details of the activity, 
the chairperson of BNVS, Ms. Yao, expressed her hope 
that the students at BNVS could help other impoverished 
students realize their college dreams. In this project, the 
students from service class answered the telephone hotline. 
After the mobilization, students signed the “Volunteer 
Agreement of Project Hope College Dream”.

On June 22nd 2007, 13 students from the service class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Project Hope College 
Dream–the Common Focus in 2007”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s the sponsoring host of the Chinese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BNVS sent all second year 
students to partake in the campaign as volunteers.

我也有上大学的梦想，

就因为家庭的贫困，爸爸承

担不起我上学的学费，所以

我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我亲

爱的弟弟妹妹。北京电视台

“知心姐姐”卢勤通过“谁在

说”节目了解了我的情况，

让我认识了百年职校，让我

看到了重返校园的希望。

我在百年职校学到了很

多知识，老师告诉我们先学

会做人，再学会做事，感恩

知心 ，孝敬父母，要有责任心，

要讲诚信。百年职校是一所

爱心慈善公益学校，所以对

我们这些学生要求很高。在

百年职校接受那么多爱心的

我，有了回报社会和百年职

校的想法。2007 年共同关注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志愿者热

线，给我们做志愿者的机会。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现场接听

爱心人士的捐款电话。虽然

我这次的回报不是直接给百

年职校的，但这次活动是由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的，

青基金会也是百年职校的捐

助者，我作为百年职校的一

分子，有幸成为了这次活动

的志愿者，我希望让每一个

等待上大学的学生有迈进大学校门的机会。当 7 月 2 号

那天电视上播放出现颜娜的事迹时，我更加坚定了自己

的信念，一定要把这次志愿者的工作做好，让所有家庭

贫困、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踏进大学的校门，实现大

学梦。

来自湖北偏远落后地区的颜娜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故

事，颜娜说：“不管怎样自己永远要保持自信。上大学

这个梦想是我十几年来唯一的梦想，而且也是我们家的

梦想，一个梦想就意味着一份希望，一份爱心就是一份

成就。”开学很久了，颜娜还没有缴学费，学校再次催

缴时，颜娜的父亲找了过来，希望老师能再推迟几天，

老师们觉得她的父亲是个很坚强而且非常爱自己孩子的

人。第一次见到她父亲的样子有点吓人，后来，经过介

绍才知道她父亲因外出打工致残。我看到这一幕，心里

着实很震惊，颜娜毫无顾忌的搀扶着父亲走在校园，并

向自己的同学介绍。她不觉得有这样一位残疾的父亲而

自卑，她反而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父亲教会

我们怎样做人”。颜娜非常乐观、坚强、自信。她孝顺

父母，帮助家里做家务。父亲失去劳动力，年迈 70 多

岁的爷爷奶奶早出晚归在地里干农活。我看到这一幕感

动得泪水在眼眶里转，她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

孩，她的坚强、自信、可爱、朴实、深深的打动了我。

我在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圆梦行动热线上班有半个多

月了，从早上 8 点半到晚上 5 点下班，一天的工作让我

感到最高兴的是接到捐款结对的电话。老师带我们培训

了几天，才开始正式工作，在最开始我觉得有点紧张，

害怕自己接不好，解决不了那些问题。上了一星期的班，

我渐渐的不紧张了，微笑耐心地为电话那边的爱心人士

解答问题。在这几天里我接到的电话涉及到方方面面，

大都是关于如何认捐的问题。我不象原来那样去紧张的

接电话了。让我很感动的是接到一个来自江苏高二女生

的电话，她说：“我要用平时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捐给贫

困的大学生，我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父母也很艰难的

供我上学，但我看到电视里的那些学生，他们比我更贫

李桂莲 — 百年职校二期服务班学生

感	动	不如行动

2007 Project Hope Colleg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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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Volunte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arity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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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6 月 5 日，北京首次环保加慈善大型公益

活动“绿色办公，共迎奥运——青年志愿者环保慈善行

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东城区少年宫举行，600 余名职业

学校学生和 200 余名大学社团及写字楼物业经理参加。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井文涌向全

体人员作了“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题报告。

此次“绿色办公，共迎奥运——青年志愿者环保慈善行

动”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市物业服务指导

中心、北京物业管理协会、北京东城区教育委员会、《青

年参考》报、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联合主办。本

次活动由高校青年志愿者社团、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北

京 50 多所写字楼共同参与回收废纸和旧办公用品 , 并将

回收物品所得全额捐献给希望工程定点资助的北京百年

农工子弟职业学校（百年职校），用于本市农民工子女

的职业教育。

“绿色环保，共迎奥运”已于 7 月底完成现场回收

公益活动。2007 年 8 月 28 日活动主办单位代表曹瑜将

活动回收物品销售所得人民币 15344 元捐赠给百年职校。

青年志愿者环保慈善行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杨晓禹

环保应该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每天下班把我们的废纸，把我

们用过的墨盒还有我们认为可以搜集的都要卖掉，就是为了不让它成为垃圾，我

们从办公室带下去，举手之劳我们就做了环保。

现代慈善，现代的公益讲究的是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何为社会问题的解决

之道？譬如说我们身边有许多农民工兄弟，这些人他们在奥运建筑工地上劳动着，

他们的儿女在北京上学非常的困难，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之道

在哪里呢？我们百年职校就是有着这样一个解决之道的一所公益性慈善性的一个

学校，它的解决之道在哪里呢？就是说通过招收贫困农民工子女免费就读职业教

育，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通过 1 到 2 年的学习，毕业以后能够马上就业，取得

收入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获得自己的职业发展，这就是解决之道，那么今天这

个青年志愿者环保慈善行动，别看这个行动又挂上奥运会又挂上绿色办公的牌子，

远比这个要重大。在这里作为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呼吁，不但向我

们的青年志愿者呼吁，也向青年志愿者他们的老板呼吁，请你们下班的时候带上

你们的废报纸，领导批的废文件，带上你们认为可以回收的一切物品交给我们的

青年志愿者，在对地球有益的同时，我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将因此而受益。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Beijing’s first cha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ent “Eco-friendly Offices–
Great Olympics, Young Volunteers Charity Campaign” 
was held in the Dong Cheng District Youth Center. 600 
representatives from participating schools and a further 200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were present.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und, 
Beijing City Property Management Guidance Center, Beiji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mittee, Beijing Dongcheng 
Education Committee, newspaper “Elite Reference”, and 
BN Vocational School launched the campaign. Students 
from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will collect 
recyclable waste products from around 50 participating 
office buildings in Beijing and the proceeds from their 
collection will be donated to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und for the free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NVS.

This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Project of Collecting 
Recyclable Resource at the Campaign of “Welcome 
Olympics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concluded 
at the end of July. Ms. Ca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st, 
donated the proceeds RMB 15, 344 to BNVS on August 
28th, 2007. 

●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井文涌做

关于“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讲座

Mr. Jing Wenyong leatured about pollution decrease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ociety.

北京市物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于良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之一是建设环

境友好型的社会，应该说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跟物业管理协会商量如何去贯彻响应这个理念，如何去迎

接绿色奥运。我们想从物业服务行业自身的特点和行业优势出

发，我们决定携手青年志愿者在 58 家写字楼开展一个活动就是

回收旧的办公用纸，回收旧的办公用品，主要目的就是去支持

倡导和鼓励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他们的客户一起加入到环保

的公益活动中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绿树留下更美

的蓝天。

◆ 物业公司

北京富华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前段时

间我们公司管理的华丽大厦参与了活动，效果非常

好，我知道后很高兴，于是决定让金宝大厦也参与

进来，我们还有其他的楼，也希望继续参与。

◆ 赞助企业

利盟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耗材销售部崔小姐：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已经摸索到了一条参与环保与

慈善事业的的新渠道。我们看到了人们环保和慈善

理念的增强，这种主动参与精神会使大环境进一步

改善，环境与慈善的相互促进将会成为一种良性循

环。

◆ 大厦租户

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吴主任：把环保

和慈善结合起来，是个很好的想法，我们也一直在

等待这样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 志愿者

首都经贸大学志愿者：很荣幸能作为一名大学

生志愿者参加这次活动的宣传工作。虽然感觉很累，

但也很有收获。通过这个活动，我发现了很多人的

环保意识还是比较薄弱，也说明这样的环保宣传还

需要加大力度。

活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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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一班 ———————————————

  杨  涛    周  兵    李  称

● 维修二班 ———————————————

  师义杰    周  舵    王朋龙

● 服务班 ————————————————

  王  娜    李  婷    牛丽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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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 06/07 学年优秀学生

道德之星

 一期：孟庆艳   潘兴友

 二期：吴  云   周  舵

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之星

 一期：侯超林   张海洋

 二期：黄  杰   齐  款

奥运文明礼仪小使者

 一期：汪维艳   刘晓明   胡莺歌

   黄佩佩   杨仕伟   于久云

 二期：张玉玲   张  燕   李  称

   师义杰   李祥林   周子轩

环保小卫士

 一期：杜  云   田建君

 二期：牛丽竹   王朋龙

突出进步生

 一期：刘辉来

 二期：李桂莲

阳光少年

 一期：王  林

 二期：王  娜

2007 年东城区中学生五四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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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国贸饭店

Traders Hotel, Beijing
周    兵 李    婷 刘文娇

船舶重工大厦有限公司北京船舶重工酒店

Beijing Plaza Hotel
刘    磊 张    舸 张    燕 赵会英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Beijing Net Information Managing Owner Affairs Co., Ltd.
刘智辉 兰    伟 朱紫伟 宋志新 何远建

鲍秋硕   

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周子轩 徐桂花 刘通贵

北京宝兴高尔夫俱乐部

Beijing Boxing Golf Club
椴娅娅 汪新雅

北京裕京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Beijing Yujing New Century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任建巧 韩    瑜

大连百年城集团公司

Dalian Parkland Group Ltd.
刘凡振 范天生

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Green Riv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王亚军 黄    杰 李新春

国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Guo Xin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董岳光 韩凯鑫

百年职校二期学生实习教学全面开始。本年度实习

资助单位共 18 家，实习岗位包括电工、综合维修、空调工、

水工、客房服务、前台服务、餐厅服务、行李员，文员等。

2007 年 7 月 26 日同学们分赴各实习单位。

All BNVS’s second year intake students have started 
their internship. This year, 18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are helping to sponsor our interns. Some of the internship 
positions these corporations are offering include electric 
work, general maintenance, air-conditioning repair, 
plumbing, guest services, front-desk reception, restaurant 
service, luggage clerk, and secretarial work. Students went 
to their internship companies on July 26th, 2007.

May 4th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of High Schools in Dongchen District

Award for Excellent Students of 2006-2007 School Year

Internship of Second Intake Students
百年职校二期学生实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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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Yinda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李    称 姜旭日 徐    涛 吕盛英 庞智光

杨    涛 程佩佩 屈章兵 师义杰 王欢欢

崔新旺 卢智成 陈会斌 严    勤 刘洪超

王    舰

北京嘉里中心饭店

The Kerry Centre Hotel, Beijing
李世博 谭荣平 李华洋 张玉玲 李玉荣

田秋静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王    娜 窦筱晴 李桂莲 李    雪 齐    款
杨乐乐 李祥琳 高    方 杨    梅 孟秀秀

董文娜 牛丽竹

王府井大饭店

WangFuJing Grand Hotel
裴    佳 刘丽华 窦国玲 蒋启华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Sino Hot Taste
李瑞珍 陈莉莉 

北京瑞拓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Rate Electronic Technology Developing Co., Ltd.
吴    云 刘汉秋

北京维通利机电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Bei j ing  Vic tory  Elec t ro-Mechanica 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郭    飞 

北京百特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Beijing Singapore Technology Facility Management Co., 
Ltd.
刘磊磊 李振华 周    舵 王朋龙 刘鸣阳

北京安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Beijing AnBo Facility Management Ltd.
张海洋 张龙柏 狄    舰 贾冰峰

Internship of Second Intak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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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二期学生实习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清莲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今年

终于迎来了她办学以来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显然学生

们将来的出路是吴校长和我们老师最关心的，也是最揪

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在北京根本不能参加中

考。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为学生找出路。正在吴校长等

校领导为学生的出路发愁时，朝阳区教委邱科长给吴校

长打了电话，说有一所百年职校，并简单做了介绍，当

我们听说有这样一所学校时，我们真的高兴极了，可我

们心里没底，不知道这所学校是否真的像邱科长所说只

要考试合格，符合要求就能免费上学。于是抱着怀疑的

态度，吴校长、成校长和我参观了百年职校。

当我们到达百年职校时，我的心顿时凉了下来，心

想这样小的学校能好吗？最起码他们的大门都不如我们

打工子弟学校的大门好，看上去太简朴了，随封老师进

入大门，我们被操场上的大字吸引住了“教育照亮人生，

技能立足社会”多么响亮，照人心弦的校训呀，在校训

的旁边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封老师首先介绍了百年

职校的来历，以及百年职校捐资的企业和学生们的实习

单位，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学生的柜子，封老师讲，来百

年职校的学生什么都不用带，学校发一把钥匙给学生，

柜子里是学生的用品，包括：书包、文具、课本、衣服、

水杯、餐具等，这时我的心已经平缓了，心想这样还真

的不错，我们随封老师继续参观，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

了学生的教室以及学生的作品，维修一班的同学自己刷

墙壁，每天都能感受到新教室的快乐，维修二班学生根

据自己所学的技能，把自己教室安上自己设计的空调，

酒店服务班的同学更是把自己的教室布置得井然有序，

干干净净，同时我们还看到了维修一班、二班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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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建武 — 清莲学校教师“百年职校”
Meet with BN Vocational School

地方虽然不大，但应有尽有。我们还参观了戴尔公司捐

赠的电脑室和爱尔兰大使馆捐赠的语音室，再看看墙壁

上来校参观的领导和外国友人的照片，我深深感受到关

注百年职校的不是简单的几个人，而是一个大群体。最

后封老师带我们进入了会议室，同时也是学生的阅览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书法作品，写着“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一根草去”看到百年职校无私奉献又义务教学的老

师和为贫困孩子捐款、捐物的那些好心人，使我更深深

体会这句话的内含。吴校长、成校长和我一致认为百年

职校是一所值得信赖，能放心把孩子放在这里的学校，

也是我校部分符合条件学生的最理想的地方。回去的路

上，成校长和我与吴校长开玩笑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

们也会选择百年职校。于是在车上我就想，我一定要让

我的符合条件的学生来百年上学。

百年职校是贫困学生的理想选择，做为一名教师，

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自己的学生有个好的未来，我希望我

的学生通过努力能如愿的考取百年，为他们勤劳、善良

的父母减轻生活压力，更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参与

到这样的活动中来，能给更多贫困孩子求学的机会和立

足社会的本领。

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朋友们，伸出你们的手，为

那些想求学但又贫困的孩子做点事吧！同时我也希望在

百年职校学习的同学们，要抓住机会，好好学习，学好

本领，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你们的关爱。

最后祝百年职校学子遍布天下，越办越大，越办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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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职校一期学生最后一次家长会。

会上学校领导和各班主任老师向家长报

告学生两年的学习成长情况，感谢各位

家长的支持。

BNVS held the final parents meeting for 
the first intake students. The school leaders 
reported the change of the students to their 
parents and thanked the parents for their 
support in these two years.

● 百年职校二期学生家长来到学校。理事长姚莉向家长汇报了学校实习工作安排。

BNVS parents’ meeting of the second intake students was held in the school. Parents heard chairperson’s report about the 
intership arrangement for the students.

人间正道
是沧桑
Meeting with Parents 王惠珍——百年二期维修一班杨涛同学的母亲

7 月 18 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是百年职校进

行学生实习前学习总结会，特邀家长参加。会中姚理事

长的讲话让我这做家长的特受感动，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孩子能在百年职校上学真是他的福气。特别是在会上看

到我的孩子被评为优秀学生，看到孩子领奖时灿烂的笑

容。当时的场景我感动得哭了，真是今非昔比呀！孩子

在百年职校的变化和各位老师辛若的教学是分不开的。

回想孩子刚来北京时，让我很辛酸，因他在奶奶、爸爸

的身边长大，性格内向，初中毕业没有一技之长，说话

不懂礼貌，脾气急躁，不和我交流，这让我心里很难受，

我想他将来这样怎么办？我该怎样教育他？心想谁能帮

我？由于我家有病人，生活很困难，想叫他学技术又没

钱供。就在这时听收音机讲到有百年职校是专门为困难

家庭的孩子免费入学，学习技术的消息，抱着试试的想法，带孩子来报名，来到学校看到各位老师热情与和蔼可亲

的态度，我更放心孩子在这里一定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果不其然，他从一名落后生，成长进步到一名优秀生。原来不爱笑，变成一个爱关心人、懂礼貌，爱做家务的

好孩子，看到孩子的变化，我看到眼里喜在心上。我想姚理事长办的学校是以德育人的学校，它给我送来了及时雨，

帮我解除了孩子的困境和我的无奈，还有封老师及各位领导和各位老师及各位资助者的关爱，没有你们这些好心人

就没有孩子的今天，说句心里话，我真想让孩子在百年职校再学习一年，让他在这个以德育人的学校里锻炼成长，

孩子的变化，让我真舍不得他离开百年职校的课堂，这是我们的心里话。我不知该用啥语言来表达对姚理事长和百

年职校各位领导和老师的谢意。孩子即将离开学校，走向实习课堂，我想他要把百年职校的优良品质，带到实习单位，

让他懂得爱心、帮助别人、回报社会，不忘百年职校给他照亮了人生的起点。

家	长	心	里	话

周家春——百年二期维修一班周兵同学的父亲

我看到了孩子的未来让我烦躁的心平静了许多……

我的儿子进入了百年，在这一年里他学到了不少

的技能与知识！还经常向我们介绍跟我们工作有关的事

情！特别是他在对人方面有礼貌爱打招呼了，甚至还鞠

躬行礼，这还是我好多年前拜师用过的呀！做事也多了

几分认真负责，每天他回到家还要坚持记日记，帮同学

摘录考证的复习资料，还有就是学会了讲诚信！就拿这

次开家长会来说吧，我不想参加，我说“我去外地了，

有事，你给老师说一声吧”。而他就立即反对说：“你当

初签字要去呀！”我还是没有同意，最后他也不理我了，

第二天早上，他却对他妈妈说：“让爸一定去啊！有重

要的事情。”说完后就生气的走了……也许他现在的脾

气就是在告诉我诚信吧！

我感谢各位老师对我儿子辛勤的教导，感谢各位爱

心人士的支持与帮助！我也同时要求他以后也要献出自

己的爱心！现在在心中播下种子。

Voice from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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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报名

● 北京市朝阳区农民工子弟学

校——振华学校、青莲学校、东北

亚三所学校校长分别带领学生、家

长、老师等到百年职校参观。现场

咨询有关报名和学习专业有关问题。

Three groups of headmasters,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from schools 
for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aoyang District visited the 
school and enquired about enrollment 
procedures and courses of study.

百年职校 07/08 学生新生报名工作于 2007 年 3 月～ 6 月进行

BNVS 07/08 new students enrollment during March to June 2007.

New Application

● 百年职校理事长姚莉到报名百年职校的毕业生王侠金同学

的家中家访。

BNVS’s Chairperson Mrs. Yao Li visited Wang Xia Jin’s house 
to meet her family members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her family 
situation.

面试
Interview

体检
Physical Examinations

Entrance Examinations
笔试

新生入学
New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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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三期录取学生情况介绍
An Introduction to BNVS Third Intake Students

维修一班 Maintenance Class one 

◆ 陈东生，男，17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Cheng Dongshe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董娅兰，女，17 岁，汉族，来自甘肃省。   
Dong Yalan,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Gansu 
Province. 

◆ 刘清江，男，17 岁，汉族，来自甘肃省。   
Liu Qingjia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Gansu 
Province. 

◆ 任昊远，男，17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Ren Haoyua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冉峰，男，17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Ran Fe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孙亮，男，16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Sun Liang, 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宋续东，男，17 岁，汉族，来自甘肃省。  
Song Xudo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Gansu 
Province. 

◆ 范润斌，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在外打工，

母亲在家乡务农。 
Fan Runbin, 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and his mother is a 
farmer at his hometown. 

◆ 魏效民，男，17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来自

单亲家庭。

Wei Xiaomi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He comes from a single-parent family.

◆ 韩菁，女，17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母均身体不好。

Han Jing,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parents are in poor health.

◆ 胡结质，男，18 岁，汉族，来自山西省，父母在北

京打工。  
Hu Jiezhi,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His parents ar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 郝海瑞，男，19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在北

京打零工，母亲身体不好。  
Hao Hairui, male,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is father does odd work in Beijing and his mother is in 
poor health.

◆ 钱丽，女，17 岁，汉族，来自陕西省。    
Qian Li,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 孙强强，男，17 岁，汉族，来自河南省，父亲务农，

母亲在北京做清洁员。  
Sun Qiangqia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Henan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farmer and his mother is a cleaner 
in Beijing. 

◆ 吴进，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 
Wu Ji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 王杰，男，18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读到高中一

年级辍学。  
Wang Jie,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 quitted the school in the First Grade of Senior High due 
to poverty. 

◆ 王侠金，男，19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母亲在

北京种田。  
Wang Xiajin, male,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His parents are farmers in Beijing. 

◆ 文军，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在北京

做零工，母亲做家务。

Wen Ju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is father does odd work in Beijing and his mother does 
housework. 

◆ 杨笑川，男，18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   
Yang Xiaochun,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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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三期录取学生情况介绍
An Introduction to BNVS Third Intake Students

◆ 杨恩，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在北京

做零工，母亲做家务。 
Yang E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is father does odd jobs in Beijing and his mother does 
housework.

◆ 杨孝云，女，19 岁，汉族，来自陕西省。    
Yang Xiaoyun, female,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 杨柳，男，18 岁，土家族，来自贵州省。   
Yang Liu,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Guizhou Province. 

◆ 叶发斌，男，20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来自单亲家庭。

Ye Fabin, male, 20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e comes from a single-parent family.

◆ 邹锐，男，17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亲是装修工人，

母亲做清洁员。  
Zou Rui,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construction decorator and his mother is a 
cleaner.

◆ 张文涛，男，16 岁，汉族，来自甘肃省，父亲在家务农，

母亲在北京做家政服务。 
Zhang Wentao, 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Gansu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farmer at hometown and his mother 
is a migrant household worker in Beijing. 

维修二班 Maintenance Class two

◆ 党楠，男，17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Dang Bao,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高永恒，男，16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Gao Yongheng, 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童开平，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  
Tong Kaipi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 杨秀涛，男，18 岁，土家族，来自贵州省。   
Yang Xiutao,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Guizhou 
Province. 

◆ 付海亮，男，19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有病。

Fu Hailiang, male,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is father is in poor heath. 

◆ 郭振昌，男，18 岁，汉族，来自河南省，父亲在北

京打工（单亲）。

Guo Zhenchang,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nan 
Province. His mother has passed away and his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in Beijing. 

◆ 黄飞，男，20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在北京打工，

母亲做家务。 
Huang Fei, male, 20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in Beijing and his 
mother does housework 

◆ 李冬，男，17 岁，汉族，来自北京大兴。  
Li Dong,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Daxing District of 
Beijing.

◆ 李鹏亮，男，18 岁，汉族，来自山西省。   
Li Pengliang,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 李宝金，男，17 岁，汉族，来自陕西省，父母亲在

北京打工。   
Li Baoji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His parents ar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 李凡，男，17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亲在北京

做零工，母亲做清洁员。  
Li Fa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His 
father does odd work and his mother is a cleaner. 

◆ 李君，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在北京打工，

母亲做清洁员。  
Li Ju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in Beijing and his mother is a 
cleaner.

◆ 李刚，男，18 岁，汉族，来自山东省，父亲在北京打工。 
Li Gang,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his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in Beijing.

◆ 马传军，男，17 岁，汉族，来自山东省，初中毕业

后在北京打工。  
Ma Chuanju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He has worked in Beijing after graduating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 倪冬冬，女，19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母在北

京打工。

Ni Dongdong, femail,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Her parents ar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 王艳龙，男，18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   
Wang Yanlong,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 向先鹏，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去世，

母亲在北京作家政服务。  
Xiang Xianpeng, 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is father has passed away and his mother is a 
migrant household worker in Beijing. 

◆ 徐文强，男，18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母亲在

北京打工。   
Xu Wenqiang,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is parents ar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 张彬，男，19 岁，汉族，来自河南省，母亲去世，

曾经在北京打工。  
Zhang Bin, male,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Henan Province, 
his mother has passed away, and he used to work in Beijing. 

◆ 周政武，男，18 岁，汉族，来自湖北省，来自单亲家庭。 
Zhou Zhengwu, 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ubei 
Province. He comes from a single parent family. 

服务班 Service Class

◆ 蔡永婷，女，16 岁，汉族，来自宁夏自治区。   
Cai Yongting,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Ningxia Province. 

◆ 胡波，女，16 岁，汉族，来自贵州省。  
Hu Bo,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Guizhou Province. 

◆ 吴卫敏，男，17 岁，侗族，来自贵州省，来自单亲家庭。

Wu Weimin, 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Guizhou 
Province. He comes from a single-parent family.

◆ 周静，女，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来自单亲家庭。

Zhou Jing,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She comes from a single-parent family.

◆ 张艳丽，女，17 岁，汉族，来自甘肃省。   
Zhang Yanli,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Gansu 
Province. 

◆ 白文丽，女，17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打零工，

母亲在家务农。

Bai Wenli,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casual laborer and her mother is a farmer at 
the hometown.

◆ 程桂玲，女，18 岁，汉族，来自湖北省，父母在北

京打工。 
Cheng Guiling, fe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ubei 
Province. Her parents ar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 丁聪霜，女，16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做运

输工作，母亲无工作。

Ding Congshuang,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father works for a transportation company and 
her mother is unemployed. 

◆ 龚遥遥，女，16 岁，汉族，来自陕西省。    
Gong Yaoyao,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 胡秀云，女，16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打零工，

母亲身体不好。

Hu Xiuyun,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casual worker and her mother is in 
poor health.

◆ 江洁浩，男，15 岁，汉族，来自湖南省，是一个孤儿。  
Jiang Jiehao, male, 15 years old, comes from Hunan 
Province. He is an orphan. 

◆ 纪园，女，18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母均在北

京做清洁。 
Ji Yuan, fe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parents are cleaners in Beijing. 

◆ 李平，女，16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亲务工，

母亲做保洁。

Li Ping,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and her mother is a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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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姚理事长：

您好！我并不希望这一声轻轻的问候打破

你内心片刻的宁静，因为我知道，为了孩子们，

你实在是太辛苦了。我是小莲的启蒙老师，小

莲能够重新走进学校，多少次提起笔想真诚地

对你说声“谢谢”，可总怕打搅你。

说起小莲，这个在逆境中渐渐长大的孩子，

在未进入“百年职校”之前，我几乎没看见她

开心地笑过一回。生活的苦恼和灰暗，使她根

本找不到任何笑的理由。她有家却感受不到家

的温暖，贫穷，窒息了她对未来的追求和向往，也阻挡

了她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尽管她也知道，只有奋斗，

才能改变贫穷，改变落后，可农村的孩子，奋斗的途径

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学知识，增长才干和能力，

可那得需要钱啊！我真不知道她的初中生活是怎样“熬”

出来的。为了担起家的重担，为了妹妹能够读书，初中

一毕业，她就到昆明去当阿姨，但当她告诉我要去北京，

说那儿可以多挣到一点钱，我是竭力反对，不准她去的

人。我常常为她的未来感到担忧，她就像一只断线的风

筝，受伤的小鸟，吉凶未仆，而我却无能为力，只能让

她只身流浪漂泊。当听说她又可以读书了，她爸爸不让

她来上学，是怕一个字——钱。我为她高兴，也充满了

疑惑，一个穷孩子，哪能不花一分钱，就能读书，而且

是在遥远的北京城？说到这，我实在对不起秦记者，曾

经把她当成了骗子，她几次打电话想通过我了解小莲小

时候的事，我拒绝了，直到节目开播那天晚上，我才和

她通了话，当时也还是半信半疑，像在做梦。现在，小

莲走进了“百年职校”，在电话里，我终于听到了小莲

十几年来不曾有过的这样开心的笑，我想忍住眼里的泪

水，却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个苦命的孩子，她太幸运

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谢创办学校的姚理事长，感

谢《知心姐姐》的引领，感谢回春雨和所有的老师们，

感谢所有“百年职校”的志愿者们，是你们，给了小莲

一个温暖的家！是你们，砥砺孩子自信自强，不屈不挠

的人生品质！是你们，激发孩子积极向上，改变困境的

勇气！也正是因为有你们，生活才会更美好，祖国才会

更加繁荣昌盛！我希望“百年职校”的孩子们，用你们

的实际行动，努力学习，掌握技能，为自己争气，为老

师争光，为学校争光，把这“爱”的雨露洒满每一个贫

穷的角落，让贫穷远离我们！

尊敬的姚理事长，再多的语言，也难以诉说我内心

的感激，让《渴望》的主题歌祝福你们吧！祝你们好人

一声平安！

                                                    小莲的老师：徐兴萍

                                                        2007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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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决议

2007 年 6 月 14 日，百年职校理事会会议在

学校第五教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理事和理

事代表 9 人，特邀嘉宾 4 人。3 位理事因故请假

书面发表了意见。

会议听取王作垣校长关于鞠迎萦老师因在百

年职校作教师志愿者而遭单位辞退事情经过的说

明。与会理事、特邀嘉宾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

经与会理事讨论，会议通过“百年职校理事会就

鞠迎萦女士因在百年职校从事志愿公益活动被其

单位辞退的声明”并同意将此声明发给全体资助

者、志愿者及志愿者所在单位、学生和学生家长

以及向社会各界公布。
（详见百年职校网站 www.bnvs.cn）

June 14th, 2007, The BNVS School Counselor 
Committee met in Classroom 5.9 Counselor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were present as well as 4 special 
guests. 3 other counselors unable to attend sent their 
written comments in advance.

A report on the dismaissal of BNVS volunteer 
teacher Ju Yingying by her employer as a result of 
her involvement at BNVS was presented by the 
headmaster Wang Zhuoheng. Members of the board 
heard the honorable guests’ view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issue and following further discussion, 
approved the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dismissal 
of Ms. Ju Yingying from her regular employment 
as a result of her volunteer work at BN Vocational 
School”. Finally the board passed a resolution that 
the statement should be sent to all volunteers and 
donors, and should be known to all circles of societ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details: www.bnvs.cn)

School Board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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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三期录取学生情况介绍
An Introduction to BNVS Third Intak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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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华，女，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省，父亲在北

京做临时工，母亲身体不好。

Li Xiaohua,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Sichuan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temporary worker and her mother is 
in poor health. 

◆ 刘欣怡，女，16 岁，汉族，来自河南省。    
Liu Xinyi,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enan 
Province. Her parents are farmers at her hometown. 

◆ 刘敏，女，18 岁，汉族，来自湖北省，父亲在北京

做病人护理，母亲做家务。

Liu Min, fe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ubei Province. 
Her father is patient care-giver, and her mother is a 
homemaker. 

◆ 刘玲玲，女，18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    
Liu Lingling, fe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 刘薇薇，女，18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母是临时工。

Liu Weiwei, fe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ovince. Her parents are temporary workers.

◆ 师晓婧，女，18 岁，汉族，来自陕西省，父亲在家务农，

母亲在外打工。

Shi Xiaojing, female, 18 years old, comes from Shanxi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farmer at her hometown and her 
mo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 申苗，女，16 岁，汉族，来自湖北省，父母在北京

做临时工。 
Shen Miao,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ubei 
Province. Her parents are casual laborers in Beijing.

◆ 沈芳芳，女，20 岁，汉族，来自北京，父亲做门卫工作，

母亲在医院做护工。

Shen Fangfang, female, 20 years old, comes from Beijing. 
Her father is a janitor and her mother works as a nursing 
assistant in hospital.  

◆ 汤秦，女，20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母在社区

菜市场做小生意。  
Tang Qin, female, 20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parents run a small business at a community grocery 
market. 

◆ 王艳，女，16 岁，汉族，来自河南省，父亲打零工。

Wan Yan,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enan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casual laborer.

◆ 姚美霞，女，19 岁，汉族，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父

亲在外打零工，母亲在家务农。

Yao Meixia, female, 19 years old, comes from Inner 
Mongolia. Her father is a casual laborer and her mother is a 
farmer at the hometown. 

◆ 杨旦旦，女，16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在外

打零工，母亲在家务农。

Yang Dandan,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father is a casual laborer in the city and her 
mother is a farmer at the hometown. 

◆ 谢晓芸，女，17 岁，汉族，来自安徽省，父亲在超

市做杂工，母亲无工作。

Xie Xiaoyun,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Her father does odd work at supermarket and her 
mother is unemployed.

◆ 张丽楠，女，16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父亲收购

旧家电，母亲做保洁。

Zhang Linan, female, 16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her father purchases and sells secondhand electric 
appliance and her mother is a cleaner. 

◆ 周丽楠，女，17 岁，汉族，来自河北省。    
Zhou Linan, female, 17 years old, comes from Hebei 
Province. 

BN VOCATIONAL SCHOOL No.6 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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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社会各界的资助

资金捐助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为

我校办学而募集的捐款 , 并向捐赠人开具

捐款收据 ( 企业凭此收据可申请免税 )。资

助者将捐款汇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的账号内 , 同时在附言 ( 或备注 ) 中注明资

助“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户行 :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交道口支行

户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账号 : 11-191301040003296

资金捐助联系电话：65141167   65271953

联系人：贾芳娣  于萌

We are grateful for all forms of donations! 

Cash Donations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s 
required to accept all cash funds donated to BN 
Vocational  School and  can provide official 
receipts upon request. (Corporate enterprises 
can request tax deduction by invoice). Cash 
donations can be sent to the bank account of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under 
the following name: BN Vocational School, 
Beijing China.
Account Details:
B a n k  o f  C h i n a  Yo u t h  D e v e l o p m e n t 
Foundation: 
The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Beijing Jiao 
Daokou Branch.
Account nam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11-191301040003296
Contact Number : 65141167
Contact Person : Anna Zhou / Cathleen Yu

志愿者

志愿工作范围 :                   

● 教    学                      

● 课程补习                    

● 校外辅导员                  

● 相关活动组织                

联系电话 : 65141167   13371670695   13371669302

联系人 :周哲洁  于萌

欢迎登陆学校网站 :http://www.bnvs.cn

Volunteers

Ways Volunteers  can help:
● Teaching   
● Remedial Teaching
● Counsellor
● Activities’Oragnizer
Contact Number :  13371669302
   13371670695
Contact Person : Anna Zhou / Cathleen Yu
Welcome to our website : http : //www.bnv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