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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的
非营利公益
职业教育
令人振奋
The Model of BNVS
is Valuable to Society

       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 

       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看

到百年职校招收的都是贫困农民工的

孩子，我特别的感动。我们国家现在

面临众多发展瓶颈，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职业教育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难以提供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尤其

是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时

期，难以提供满足需求的技术工人和

服务人员。我走过很多地方，看了很

多职业学校生存现状，我认为教育非

改革不可，职业教育的改革尤为迫切。

因此，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百年职

校的非营利公益职业教育的出现令人感

到十分振奋。

虽然昨天的公务很多，但晚上我还是

非常仔细阅读了学校的介绍，做了笔

记。今天来到百年职校考察之后，我

认为你们的教育是创新的、是颇具生

机的，令人震撼。你们的工作可以说

是在还债，为那些对中国社会经济建

设作出巨大贡献但却没能享受到经济

发展成果的农民、农民工。

我认为百年职校具有以下亮点：

1. 全免费的公益职业学校。百年职校

定性、定位、清晰准确，是一所公益的、

针对弱势群体的学校。你们已经帮助

六百多名贫困农民工子女找到工作，

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拥有了稳定的

收入。百年职校的学生有能力每月给

家里存上一千元钱，使家庭生活的很

好，帮助家庭脱贫。因此，可以说百

年职校举办的是弱势群体的扶贫教育，

是走向致富的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的教育，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教育。

这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

2. 代表了教育改革的方向。百年职

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置课程，坚定培养

有技能、有生存能力的好工人。企业

需求渗透到学校课程变化中，企业自

始至终都在参与，根据企业需求灵活

调整课程设置。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对目前的

教育能够起到改革创新的典范作用。

比如，现在的高等教育，普遍存在忽

视经济社会需求，专业、教材、教学

内容等千篇一律，同质竞争严重的现

象，热衷举办所谓的热门专业。这样的

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失业才怪。

百年职校的创新和发展，可能是冲击

中国僵化教育体制的突破口，让教育走向

为社会生产服务、为现代农业服务、为经

济基础服务的正确轨道，这才可能破解当

前中国教育的整个谜团。

3. 百年职校通过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复制，

可以进一步影响和推动各地职业教育改革，

可以使更多弱势人群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

机会。国家当前的产业升级、城乡一体化

进程、城镇化发展、新农村建设等等，都需

要层次较高的人才。百年职校这种适应社

会需求的办学模式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可以全方位促进教育改革，以此来推动满

足国家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人才需求。

此外，百年职校这种模式赋予弱势人群技

能，让他们融入现代城市社会，让他们有

改变命运的机会。避免使这一群体一直生

活在社会的底层，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正

义，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很

多优秀的人才过去都是穷孩子，是光着脚

板走进学校的，但现在的教育体制和评价

标准，让很多弱势群体子女失去了在社会

中上行的机会，这是现在社会的深层次问

题，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因此，百年职校

的教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它在帮助这一

群体改变自己的命运。

4. 以人为本，不断提升学生就业竞争能

随

张梅颖 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2010年4月14日在
北京百年职校视察指导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A Speech by Zhang Meiying,
Vice Chairperson of the CPPCC

The Model of BNVS is Valuable to Society | 百年职校的非营利公益职业教育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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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百年职校不断适应劳动市场的变化，让每个学生掌握多种技

术。我们的学生学得越多，将来掌握技术含金量就越高。能够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和基础，未来他们可以

自己当老板。现在的教育对孩子的创造和创新的培养还不够，如

果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就能够产生和创造很多新的思

维，以后就可以成为创新和创业的能手。

5. 百年职校的体制是创新的。百年职校理事会是决策机构，行

使决策权。校长全面主持学校工作，校长就是校长，主管教学。

学生自治，同时也学会了承担社会责任。这使创新能力成为学校

文化的核心，很不简单。

因此，看到百年职校，解决了之前我对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些疑问

和困惑。这也引起我对当前职业教育问题的一些思考：

首先，社会对职业教育依然存在严重的观念错位。“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等重道轻器的认识普遍存在，社会形成了重知识理

论轻技术技能的潮流，轻视真正有技术的人才。很少有人正眼看待

职业教育，认为有一技之长的“匠人”拥有的是“雕虫小技”，

是不入流的，不能进入上层社会，这是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在

现实中，职业教育的条件最差，很少有人愿意把孩子送进职业学

校。对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的身份、地位、待遇等也有歧视，他

们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他们的价值被严重地低估了。职业教育是

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成才教育，它培养出来的也是人才，我们必须

纠正现有的评估人才成才基准的偏差，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高

等教育是培养科学探索类人才，职业教育是培养形象思维为主的

技能教育，每个人都不一样，但都是人才。有的孩子就是动手能

力强，有的孩子就是具备逻辑思维特长，他们都具有自己的优

势，但现在的教育和社会观念是逼着大家都往一座独木

桥上走。这里，社会观念的偏差是根源。孔子说因材施

教，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都应该可以按照自己的特点选择成才之道。

其次，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不准、定性不清。这也造成一

直以来对职业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大学扩招十几年，

形成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极分化严重，都忙着规模化，

都忙着办赚钱的所谓的热门专业。这造成大量利用了巨

大资源但依然十分雷同、低效的高等教育现状。相比之

下，职业教育的缓慢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不均衡。政府

目前虽然很重视职业教育，大力举办高职，但教师、教

材还都是大学过来的，依然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与社

会脱节严重。可以说越接近本科越没前途，这从中职教

育的就业情况远远好于高职就可以看出。因此，职业教

育定位要定好，它就是要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一

技之长的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并且，职业教育的定性

问题也要解决，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公益性、公共性，

要比普通教育更加强烈。因为职业教育面对的对象普遍

是农民的孩子、找不到工作的孩子，是社会发展中的弱

势群体。但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举办职业教育就是为了

赚钱。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才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人才，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最划

算的发展和提升经济质量的办法。

第三，职业教育的多头管理也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

教育主管部门普遍以普通学校的管理方式管理职业教育，

使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技能认证的多重管理也造成

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的混乱，使职业教育趋于闭门造车，

质量较低。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体系，教育与市场各走各的

路，造成有的实施的是重复教育，有的提供的是社会不

需要的教育。

第四，职业教育的管理粗放，不重质量，缺乏健全的评价

机制。

第五，师资队伍缺乏。职业教育的老师难于普通教育的

教师，它需要的是双师型教师，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

还要具备职业教育的教育方法。如何培养双师型教师，

这也是职业教育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最后，当前的《职业教育法》需要完善和修改。目前的

《职业教育法》修订于1996年，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没有刚性的法律体系，职业教育没有办法的

到有力保障。

今天在百年职校的收获很多。百年职校这种公益免费职

业教育，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命运需

要、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建设更加需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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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看到了
中国职业教育的创新
Innovation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鲁昕 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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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百年职校的毕业典礼，应该是两个典礼，开学典礼              

       和毕业典礼。请允许我代表教育部向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告别母校踏上人生

       新征程的同学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向倾注爱心、悉心培养同学们的全体老师，

向献出爱心、资助同学们完成学业的社会各方面的爱心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

百年职校是一所办学历史不长、规模也不大的学校。但是，这是一所专门面向农村贫

困家庭的学校，尤其是面向青年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提供全程免费教育；更

让我感动的是这所学校凝聚着全社会的爱心，是依靠全社会具有爱心的人士举办的一

所学校。短暂的两个典礼，让我看到通过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懂感恩、有技能、

守纪律，尤其是我们农工的孩子们非常自信、非常乐观，展现出这样一种精神风貌，

让我很感动。

参加今天这两个典礼不仅使我感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职业教育，

尤其是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创新，一所不大的学校却给我们提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一

个无限创新的空间。刚才我看到百年职校在成都复制，感到非常高兴，在今天的毕业

典礼上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农村户口的孩子读中等

职业教育每人享受3000元补助，目前全国受益的孩子达到1200万人，国家每年拿出

200亿资助农村孩子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现在我们也在研究一项政策，今后所有涉农

专业的孩子享受免费政策。我认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孩子的关心，让我们更多

孩子受益，更多民生得到改善，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解决贫困家庭代际

转移的问题。

今天来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和开业典礼，我希望已毕业的同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新的环境中更加勤奋、勇于实践；今天入学的孩子，在百年职校两年的时光中刻苦

学习，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把自己锻炼成有技能、高素质、懂感恩、守纪律、乐观

向上的孩子。

祝今天毕业的孩子和入学的孩子，人生走向成功！

今

教育部鲁昕副部长2009年10月10日在
北京百年职校开学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

A Speech by Lu Xin,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教育部鲁昕副部长视察成都百年职校

Lu Xin,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did an
inspection visit of BNVS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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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s of Love -
BN Charity Gala 
2009
爱的光芒：百年爱心慈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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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爱心在成长

2009年12月12日，百年爱心连续第5年如约而至，慈善逐渐

开始成为这个城市庆祝节日的一种习惯，岁末京城寒冷的冬

夜于是便多了一份温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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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花絮

The Story of BN Charity
学会的不只是一首歌

Learned more 
than a song
“爱为生命点燃了光，照亮迷途路

漫长……”伴随着温情、舒缓的

歌声，2009百年爱心慈善晚宴在

北京百年职校孩子们手中跃动的

烛光里拉开序幕。有爱的地方就

有光，有光的地方就温暖，正是

大家的爱心点燃了孩子们手中的

蜡烛，点亮了他们追梦的旅程。

这首《爱的光芒》是著名作曲家

夏中汤先生特意为百年职校创作的，

而为了能演绎好这首歌曲，同学们

可谓是下足了功夫。由于声乐基

础薄弱，这次演出对他们来说难

度极高，经过一句一句反复地练

习，才终于赢得了演出的成功。

许多同学之后感叹，不仅学会了一

首歌，也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坚

持不懈努力的成果，树立起战胜

未来一切困难的信心。

专访青年指挥家

夏小汤

An Interview 
with a Famous 
Conductor
闻知学生在排练《爱的光芒》过程中

遇到困难，我国著名青年指挥家、中国

青年交响乐团指挥夏小汤先生数次来到

学校指导同学们练习。利用排练间隙，

笔者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笔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专程来这里指导百年职校学生，特别是

我知道这首歌曲的难度很大，能谈一谈

您带孩子们排练的感受吗？

夏小汤：其实，这首歌曲对于普通中

学接受过正规声乐教育的学生来说，

并不算太难。通过这几次带百年职校

的孩子们练习，我感到他们的基础确

实太薄弱、太需要音乐启蒙了。可以

看得出，在进入这所学校前，他们中

大多数应当没有接触过哪怕是最基本

的声乐训练。然而，我觉得特别可贵

的是，在排练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孩

子都十分专注、认真、努力。

笔者：这首《爱的光芒》是您的父亲、

著名作曲家夏中汤老先生专门为百年

职校谱写的，特别想了解他创作的过程。

夏小汤：应当说为了创作这首歌曲，

父亲倾注了大量心血，仅仅是构思

就花去了两个多月。他说曲子既要

反映百年职校的慈善性质，体现爱

心、体现温情，又能唱出青年人的朝

气与活力，同时需要兼顾难度、适合

学生演唱，特别是还必须将歌词融

会其中，准确地表达其含义。

笔者：您如何理解和赏析这首歌曲？

夏小汤：这首歌曲是为百年职校这

些身处困境的孩子们而作，故而作

品一开始深沉、舒缓，唱出了他们

心中的迷惘和一种隐隐的忧愁。而

同时这又是一首赞美爱心、歌颂世

间美好的歌曲，所以，在开篇的铺

垫之后逐渐转而激昂，让人感到振

奋，这种振奋是发自孩子们心底的、

是因为爱的光芒照亮未来而生的。

Lights of Love - BN Charity Gala 2009 | 爱的光芒：百年爱心慈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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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一个绿色的梦想

A Green Dream
宁波太阳能集团是晚宴现场宣布对百年职校进行资助的三

家机构之一，他们承诺将捐建足以解决学校全部用电的500
千瓦太阳能发电站，这意味着一旦建成，百年职校将成为

中国第一所真正的“绿色学校”。在哥本哈根会议的一片争

议声中，一个绿色的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开启，也让这场慈

善晚宴有了特别的意味。

百年爱心的

旧友新朋

Old and New 
Friends of BN 
Charity
2009百年爱心慈善晚宴由朱迅、

董漠涵、曾子墨、曹启泰4位名

嘴联袂搭档主持，他们中来自

爱尔兰的董漠涵已是连续第5年
主持活动，堪称五朝元老，朱迅

和曹启泰也都是学校的老朋友，

今年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

在这个舞台的曾子墨，则是在

2008年的晚会上与百年职校

结缘的。而正所谓爱心不分先

后，百年职校是因为得到了越

来越多爱心朋友的支持，方得

以不断发展壮大。

艺术+爱心=零流拍

Art + Love =
Successful Auction
百年职校志愿者、注册拍卖师臧晓寒从首届百年爱心慈善

募捐晚会创办起就担任现场拍卖师。几年下来，还没有经历

过一次流拍，她笑称：“这里的拍卖很多时候并不严格遵循

竞价规则，由于大家的初衷是捐款，所以总能顺利拍出。”

晚宴拍卖正如臧晓寒的预计，十分成功，引人注目的是，

拍出的艺术品中既包括冷军、闫平等中青年画家中翘楚的

最新力作，也涵盖冯大中、翟品善等老一代艺术家的代表

作品，更有吴为山、展望等当代艺术大师的经典雕塑，这

样的高规格并不逊色于专业的艺术品拍卖，而所有拍品均

来自艺术家本人或爱心收藏人士的捐赠。

经济学家走上

慈善讲台

Economists 
Step up to 
the Charity 
Podium

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在2009百年爱心慈善晚宴的分会

场完成了对2010全球经济形势的展望，此次演说也是他本

人第一次为公益事业演讲，这位屡屡“唱衰经济”的金融

学者，对待公益事业的态度却是相当积极。

Lights of Love - BN Charity Gala 2009 | 爱的光芒：百年爱心慈善晚宴

BN VOCATIONAL SCHOOL 11



精彩瞬间 爱心永恒

Wonderful moments
of love eternal

2009百年爱心慈善晚宴热闹非凡
The Splendid BN Charity Gala 2009

五位百年职校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共同完成了爱心手模
Four contributors and a graduate of the BN Vocational School 
press their hand print

Lights of Love - BN Charity Gala 2009 | 爱的光芒：百年爱心慈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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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百年职校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共同完成了爱心手模
Four contributors and a graduate of the BN Vocational School 
press their hand print

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合唱团，百年爱心的老朋友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Beijing Branch Choir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

宣布支持百年职校复制
Xu Yongguang, Vice Chairman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Narada Foundation announces a new 
donation to BNVS.

Lights of Love - BN Charity Gala 2009 | 爱的光芒：百年爱心慈善晚宴

百年职校的同学们讲述自己的新生活
BNVS students recall their happy life in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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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费用全面，这可能吗？

2009年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学校领导宣

布：“我校和北京百年职校签订了护理专

业的联合办学协议，招收20名上不起

学的贫困农民子女，20名学生的学费、

生活费、住宿费等全免。”“一切费用全

免”，这个消息让我们这些从事了近20年

职业教育的老师感到既真实又有疑惑，

真实的是领导已签了办学协议，让人怀

疑的是全国这么大，干吗选中丽江？而

且一切费用由学校来支付，这可能吗？

2009年11月11日，期盼已久的这一天终

于来了。封如怡、李菁等几位百年职校

老师从北京赶来，一下飞机，便马不停

蹄地来到学校，了解100名贫困学生的基

本情况、家庭材料等，

并从中选出30名学生，

经过逐个面试，最后

招收了20名学生，成

立了我校的百年职校

护理班。

我依然清楚记得，当

完成工作时，已是夜里11点多，陪在一

旁的我感到疲惫不堪，可他们依然精神

抖擞。我感到不解，这是一群什么样的

老师？这办的是哪门子学校？第二天便

是开学典礼，将学习和生活用品发到每

个学生手里。就这样，没有喘息，他们

又风风火火地离开丽江回京。按照学校

的安排，我承担了百年职校护理班的班

主任工作，之后多次在网上、书信、电

和百年职校一同成长

A summary of training 
in Beijing
杨绍慧

丽江民族中专希望工程百年职校

护理班班主任 

话和北京老师的交流中，我发现百年职 

                   校的老师对工作 

                   耐心、细致，工  

                   作精力充沛，工 

                   作效率高，最重 

                    要的是心情无限 

                   愉快。

来到百年如同来到家

应百年职校的邀请和学校的安排，政教

处主任杨文斌老师和我在寒假期间到北

京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工作培训，就这样 

我和百年之便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和占

地一百多亩的丽江民族中专相比，三层 

平顶楼房的百年职校更象一家庭院，通

道、楼梯、室内外一尘不染，那干净的

程度甚至让你不忍穿着鞋子踩上去。但

小小的庭院却有不平凡的功能：每周一

的早上，全校学生站在这里进行庄严的

升旗仪式，面对“教育照亮人生，技能

立足社会”的校训，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成长。

百年职校的创始人姚莉理事长和她带领的

工作团队是学校的中流砥柱，这里的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但又好像没有

分工。因为当一项新工作放在他们面前

时，没有人会说：“这不关我的事”，而

往往会回应：“这是我该做的事！”，真是

平凡中的伟大，就这样，一天天转眼就

在愉快的忙碌中渡过了。

王老师上的课让人听得懂，

看得明白，学得会

A Project Hope 
Nursing Class in 
Lijiang
心系丽江 

2009年2月在云南丽江召开的百年职校

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百年职

校模式的复制推广确立为学校的发展方

针，而就在会议的举办地，以百年职校

与丽江民族中专的合作办学为基础，当

地的贫困学生得以享受免费职业教育，

两校的教师也有了直接交流、相互学习的

机会。

A Project Hope Nursing Class in Lijiang | 心系丽江

BN VOCATIONAL SCHOOL14



百年的培养目标是动手能力强，具有实

干精神的技术工人，因而无论是电工、

空调，还是酒店即物业服务，他们的实

训基地都能满足实践练习的要求。我有

幸参加了电工课程主任王宝超老师的实

操课，内容是“低压电线路的连接与维

修”，整个过程，王老师都用通俗、简

明的语言介绍电工的专业术语，用电

线、电瓷瓶等电线路工具清晰展示低压

线路维修中常见的故障，分析故障并进

行维修处理。王老师所做的操作动作规

范、流畅，维修后的线路接头美观。教

学中他不仅教会学生处理当前的故障问

题，还引导学生培养这样的思维，即该

处线路的故障此次维修好之后，要考虑

在负荷增加或者天长日久等情况下会再

次出现故障，首次维修时就得为未来的

修理做提前准备的维修思路。看到室内

布置的明线线路，从王老师到学生，整

个实操课就像施工现场，师傅带徒弟一

样真刀真枪地干，他们做的不仅只是示

范操作或者演示操作，他们教给学生的

是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真正有用的东西。

上完这节课，在我的生活经历里第一次

对电线路感到有趣，不神秘。王老师是

电工的专家，我觉得王老师上的课让人

听得懂，看得明白，学得会。

学生成长在共同的关爱下

百年职校提倡“全员德育”，除了学校的

每一位老师、员工外，学校还鼓励家庭、

社会共同关注、帮助学生的思想成长。

班主任工作是学生思想成长的基石。荣

培云校长除了亲自抓全校的学生思想管

理工作，还带头承担了班主任工作，这

不仅体现了对学生思想工作的重视，同

时也在年轻教师中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

用。无论是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或者

是就某个问题走访任课老师，班主任们

都有真实、全面、规范的原始记录资料，

他们对每一位学生的情况、相关的信息，

包括该生的性格特征等都掌握得细致入

微，他们不会将学生弄混，因为他们已

经掌握了每一个学生最具个性化的一面。

家庭是学生思想成长的支柱。为了全面

了解学生，真正帮助学生，百年的家访

不仅局限于电话通知家长来学校谈话，

或者是电话中与家长沟通，主要的做法

是老师们亲自走进学生家庭，了解学生的

成长经历、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引导、关

心学习情况及对未来就业的打算等等。

在这次培训中，封如怡、唐欣欣等老师

带着我们进行了家访。由于家访的时间

是提前安排的，而当天漫天飞雪，气温

一降再降，我以为这样的天气，家访的

活动取消无疑，或者另行安排，然而工

作没有暂停，家访在下班之后照常进行。

我看到了风雪中老师们为了做好学生工

作而奔波的身影，也感到在自己平淡的

人生经历中又多了一份充实。

百年职校不平凡的办学历程和老师们崇

百年职校不平凡的办学历程和老师们崇

高的敬业精神吸引了社会上诸多的爱心

人士成为学校的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

志愿者们与学生一对一的交流、沟通，

利用爱心讲堂，开展社会知识的讲座引

导学生的成长，借助志愿者团队的力量，

百年为学生架起了思想成长的桥梁！

踏上百年路

两周的培训，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要

说的话实在太多，总也理不出头绪。我

空着脑袋轻轻地来，但现在我的脑子里

装满了许多令我敬佩的人和事，沉甸甸的。

比方说，为了确保学校电教学的正常运

行，哪里有故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会有刘建海老师的身影；为了师生能按

时拿到价廉物美的教材，李郁红老师不知要

跑多少家出版社，也不知要花费多少口

舌同厂家们商谈；一同培训的年轻的班

主任小邹、小管也不例外，她们勤学好

问，每一天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这种无私的敬业精神特别值得我学习！

我虽然离开了北京，但百年职校的精神

一直激励着我、鼓舞着我。百年职校的

创办人、公益学校的引领者姚莉理事长的

思想和情怀令我震撼。我将义无反顾、

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钟爱的医学职业教

育事业！

丽江民族中专希望工程百年职校护理班举行开班仪式。

BNVS Project Hope Nursing Class of Lijiang Ethnic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holds their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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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两位老人又要怎样劳累了。为了

减轻家里负担，我利用周末时间去

打工，赚一点生活费和文具费。

有一天，老师宣布说，北京百年职

校要来这里开设一个班，招20名特

困生免费读书，当时高兴得快要疯了。

过了几天，北京的老师真的来了，

我通过面试，被正式录取，还终于

有了自己的第一件新衣服－百年职

校校服，兴奋得整晚都没有入睡。

现在一想到这些我还是禁不住眼泪

汪汪，感谢百年职校，让我又能背

起书包走在校园里。

百年的温暖
杨平

丽江民族中专希望工程
百年职校护理班学生 

我从小生活在贫寒的农村家庭，父

母都没有任何手艺，靠着对那几亩

田地的辛勤耕耘来供我和姐姐上

学。父母平时舍不得花一分钱在自

己身上，就连父亲得了严重的风湿

病也舍不得去看病；不知多少年父

母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每天看着他们穿一双布满洞口的胶

鞋下地干活，而我却什么忙都帮不

上，真是心如刀绞。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选择了上民

族中专，想学到一技之长，毕业后

早点找到一份工作帮助父母。在民

族中专学习了一段时间，班主任张

老师让我们填写一份家庭经济状况

表，当时匆匆填完，却又不好意思

交给老师，因为有了“家庭贫困”

几个字，要申请照顾，我心里觉得

很不是滋味，经过几番思考，我还

是把表交给了张老师。

不久之后，北京百年职校的封老师

来到学校招生，通过面试，我幸运地

被录取，得到了全免费学习的机会！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样的好消息

告诉父母时，他们也难以相信这是

事实！直到放寒假，我把百年职校

写给父母的春节慰问信读给他们听，

把百年职校发给我的四千多元学费、

书费、生活费送到他们的手中，把

百年发给我的衣服、书包、学习用

具等物品让他们看，那一刻，他们

泪流满面，用激动的心情和颤抖的

声音告诉我一定要勤奋学习，将来

回报百年职校，回报社会！

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家庭，幸运地

被好心人关注和资助，我父母的脸

上都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笑容，拿着

百年职校资助我们的钱，我父亲也

同意到城里去看病，现在他的心情

好了，病也好多了！总之，百年职

校送给我们家庭的幸福和温暖，用

我这笔许是写不出十万分之一的感

激之情。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

不怕苦，不怕累，将来用我的双手

感谢所有关心我、爱护我的人！

        的家乡坐落在海拔1800米的老君山脚下，

        村子很小只有十三、四户人家，人们的生

        活很艰辛，那里没有公路、没有学校、甚

至没有电灯，因为大家都没有文化，没见过外面的

世界。

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大家庭，家里人都很能吃

苦，起早摸黑地干农活，而在我降生的那个凌晨，

母亲由于难产，大出血，虽然几个土医生也抢救了，

可是没有办法，妈妈就这样离开了刚出世的女儿，

爸爸也因此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

初生的孩子没有奶怎么办，家里除了几袋玉米、几

个鸡蛋便一无所有，姑姑为此到处要奶，即使这样

也维持不了多久，最后还是到很远的亲戚家里，要了

一头刚生过小羊的母羊，而我便喝着羊奶一天天长大。

上学后，由于成绩一直不错，年迈的姑姑坚持供我

读书。可是当我考上高中，看着身体每况愈下的姑

妈、姑父靠每天上山挖点草药卖了供我读书，实在

不忍心，第一次想到了辍学。虽然我没有穿过一件

新衣服，都是别人送的，但从不羡慕别人，因为我

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有那么多的亲人、老师、朋

友，特别是有可敬的姑妈和姑父疼爱着我。等到高

考成绩出来，得知考上了二专，也有自己喜欢的学

校发来通知，可是不想让两位老人继续供自己了，

于是就把通知单藏了起来，到外面打工挣钱，每个

月的工资都寄回家。姑姑、姑父不愿意看我就这样

放弃学业，听说中专学费低，又好找工作，于是在

丽江民族中专报了名，让我再次回到学校去读书，

当我知道这一切时，既高兴又担忧，也不知从这一刻

百年的校服是我
第一件新衣服

Here Come the 
Teachers from 
Beijing
赵丽兰

丽江民族中专希望工程
百年职校护理班学生

我

丽江民族中专希望工程百年职校护理班学生在课堂上

Students of BNVS Project Hope Nursing Class

A Project Hope Nursing Class in Lijiang | 心系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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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学子

懂法，
法律才是武器
Studying Law
Helps Me Protect
My Own Rights
丁宏达

北京百年职校电工班学生

2009年7月，在没来百年之前，我去到

一个小区当保安，工资刚开始口头约定

是每月1200元，之后，小区以短工太多

为由，把工资降到了每月1000元。因为

待遇低，此后就陆续出现了罢工、辞

职的情况。过了半个月，人员严重短缺，

小区决定把原来的三班倒换改成两班

倒换，这样我每天不得不上12小时班，

累到下班洗个澡，脑袋一挨枕头就睡

着。坚持了一个多月，我实在受不了，

决定辞职，可小区只发给我一半的工

资，剩下的就以种种理由给扣了。

现在我在学校学习了法律课，知道

《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和变更

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

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

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

定的义务”和《劳动意见法》(此处

应指原劳动部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2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

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

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

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

并且《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虽然

和小区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但还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

系，同时小区也没有提供合理的休息

时间，我有权向小区主张双倍工资并

补偿加班费。

因此，我们参加工作，如果能多了解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吃了亏，

就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比如在工作之

初，一定要与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

该合同应详细、明确地规定双方需要

承担的责任义务，一旦出现争议，凭

此合同到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或到法院起诉。（依照我国现行

法律，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是向人民法

院就劳动纠纷提起诉讼的法定前置程

序，即实行“先裁后审”而非文中所述

“或裁或审”）

结语：自百年职校成立以来，法律课

程就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延续至

今，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一直

坚持义务为学生授课。本文是学生就

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的案例分析，虽

然仍存有一些错误，但毋庸置疑，逐

步形成的法律意识和权利觉醒已经体

现在他的字里行间。

Students | 学子

百年职校学生在北京中学生英语戏剧节上表演

BNVS students performing at the student drama festival

百年职校学生在爱尔兰文化节上歌唱

BNVS students performing at the Irish Culture Festival

北京百年职校学生参加戴尔机器人大赛

BNVS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robot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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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BNVS student has a story.  
          Most of us may come from  
          impoverished families, but many 
of us feel blessed to be showered with 
our parents’ love.  There are some shades 
of my past that I did not want to relive.  
But now that I am truly grown up, I am 
ready to face them.
 
I was born in rural Linquan county 
of Anhui’s Fuyang Prefecture, where 
arable land is scarce and the populace 
many.  Allocation of land was 
determined by family size and so we 
had 7 children in our family.  To eke 
out a daily existence, our parents left 
home early to get farm produce to the 
market and toiled for that few meager 
pennies.
 
At age sixteen, I was lured to the dog-
eat-dog city of Shenzhen with a false 
promise of a job.  In that tumultuous 
8 months, I was imprisoned as slave 
laborer, drifted in-between odd jobs and 
was almost robbed at knifepoint of my 
hard-earned savings of RMB600.  This 
is an untold story till this day.
 
Arriving in Beijing, with no useful 
skills to speak of, I started out 
bussing tables at a local joint, doing 
menial chores and getting abused by 
customers.  Dignity was non-existent 

but I persevered.
 
When I came to BN Vocational School, 
I had become front-of-house supervisor 
at a hotel bar through my diligence.  
Still I yearned to climb out from 
the lowest strata of the society.  My 
overriding thirst for learning and life 
compelled me to give BN a try.
 
BN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Here I met many good Samaritans, and 
acquired not only vocational skills but 
also valuable life skills.  Everyone was 
treated as equal and my confidence was 
gradually rebuilt.
 
Our education at BN lasted a year, 
doubtless the most defining year of 
my life.  The teachers were true role 
models who sacrificed a lot for us, 
strengthening our weak foundations in 
subjects like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 had an affinity for my Air-conditioning 
& Refrigeration stream, because this 
was my ticket out and too, a superb 
teacher taught us.
 
In the second year I went to Beijing 
Bishui Real Estate Management Co., 
Ltd. for my internship.  Internship life 
is tough and we had company trainings 
every week.  Though our workload was 
heavy, I learned a lot.  Gradually, the 

Beacon Lights
My Future 
Hou Chaolin BN graduate of 2007

E sullen side of me peeled away and a 
confident, positive youth emerged.  I 
felt born again.
 
I know the road ahead is long and 
tough, but I feel peaceful in my mind.  
BN has indeed inculcated in us many 
life skills empowering to become 
a pillar of society. Today, I learned 
that that one must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in the cloud.  Do not give up 
or become bitter.  A BNVS graduate 
should all the more embody its 
generous spirit, and continue to hone 
our skills and fulfill our potential so 
we can stand tall amidst the multitude.

(百年职校一期毕业生候超林目前就职于北京

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Hou Chaolin works for Beijing Yintai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Students | 学子

BN VOCATIONAL SCHOOL18



爱要说出来
管彩艺

成都百年职校班主任教师

(本文是成都百年职校班主任教师管彩

艺在北京接受入职培训期间，走访学

生家访后，写下的感受。）

今天是我第一次走进学生家庭，第一

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在京农民工的生

活。我们要家访的孩子叫熊林雷，而

他已经不只一次向老师诉苦说父亲半

夜看电视影响自己休息。

穿过一个又黑又窄的小巷子，我们到

了，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最大的家

具是一张双人床，有一个小电视，电

饭煲上满是灰尘，而孩子的父亲此时

还没有到家。据熊林雷说，平时晚上

都是爸爸先到家，做好饭等他，因为

今天坐老师的车回家，就比爸爸提早

了。他还告诉我们，自己很内向，平

时很少、也不愿意和父亲交流，甚至

连爸爸的生日都不知道。几分钟后，

我们见到了熊林雷的父亲，一个看上

去老实巴交的中年汉子，他十分热

情，一个劲儿地感谢老师对孩子的关

心和教育。

熊林雷的爸爸现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

修，平时每天上班都很累，又没什么

文化，回到家很少和孩子说话，也不

知道说什么。在谈话中我们得知，因

为家里困难，他又实在想让孩子念

书，听老乡介绍了百年职校，于是特

地带着孩子从河南老家来京，“为了

孩子，不管多辛苦都要来北京陪他两

年，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呆在北京，得

不到家庭的关爱。”说着竟然抽泣起

来。对于自己半夜看电视的事，他父

亲十分愧疚，他说，由于工作不顺，

情绪焦急，时常无法入睡，只好起来

看看电视。

在我眼中，这个爸爸其实很关心孩子，

每晚八、九点就让孩子睡觉；孩子自

己也说就算是爸爸看电视也是把声音

调到最小，几乎听不见；每个周末父

子俩都在家的时候，爸爸也会陪着孩

子做作业，即使他什么都不懂。

从父子俩的这些语言里，我们发现其实他

们彼此都很爱对方，只是大家都不愿意说

出来，这样就导致了交流越来越少。因为

家长和学生都还没吃饭，我们没有呆太久

就准备离开，出来的路上，我跟熊林雷说，

其实老师以前也特别内向，不喜

欢跟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

妈说心里话，但是当老师出来工

作以后才发现，原来和父母沟通

是多么重要，如果你心里爱着你的

父母，那就要说出来，你们父子

俩，本来就相依为命了，更要懂得

互相珍惜，互相照顾。他没有说

更多的话，只是一直低着头，但是

我相信他是听进去了。

学期末，熊林雷的父亲告诉我，

元旦的时候孩子给他发了条短信，

“祝老爸元旦快乐”。让他当时

既高兴又感动，“自从孩子来了

百年，懂事多了，成熟多了，也不

和爸爸吵架了，虽然自己没有文

化，但是一直教育孩子要努力读

书，不能辜负学校，社会对他的

期望。”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觉得很对不起孩子，孩子太可怜了。”

经过这次家访，我很欣慰能让父子俩的关

系有所改善，每一个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

女，不过不是每一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合的

方式来表达。熊林雷已经开始慢慢在改变，

相信他以后会越来越开朗，也和爸爸越来

越亲近。

一个喇嘛的虔诚祈祷
于继红 

成都百年职校校长助理

2010年的元旦终于到来了，对于大多数

成都百年职校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他们第

一次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迎接新年。我和

同事们早早便开始策划如何让这些孩子开

开心心地过节，除了文艺联欢，我们还在

新年的第一天和孩子们共同准备了一顿饺

子大宴，将新年的第一份温馨带给成都百

年职校这个温暖的新家。

当几大袋面粉都变成了面团，当各种蔬菜

和肉类变成了可口的饺子馅，当包好的饺子

列着整齐的队伍准备下到热气腾腾的锅里，

孩子们、老师们的脸上、衣服上就好像经

历了一次不怎么成功的漂白，而此时，

我看到一张张纯朴的脸上写着的兴奋和

幸福就像快要溢出来了。是啊，对于这

些来自山区贫困家庭的孩子，这般的幸福

或许还是头一次呢，看着他们年轻的

面孔，感受到一种简单的快乐，我的心也

跟着一起飞扬。

一个孩子端来一盘饺子给我，“于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吃饺子，里面那个最丑的

就是我包的。”我看着盘子先是一愣，随之

我俩相视一笑，都争着去夹那个最丑的

饺子。就在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藏

族学生烈珠倾忠的舅舅打来的，他问候

道：“于老师，新年好！你们今天在休息

吧？”我赶忙说：“我们正在和倾忠他们一

块儿包饺子庆新年！”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

倾忠舅舅有些激动的声音：“简直是太

好了，倾忠、还有同学们一定都很开心

吧？！我也正在庙里为你们念经祈福，保

佑百年职校所有的老师！”

倾忠的舅舅才二十多岁，由于家里穷、

养不活，十来岁就不得已出家了。他不是

一个擅于表达的人，但每周都要给我们打

电话，询问倾忠的情况，当得知外甥女很

开心，进步很大特别是听到倾忠去北京

表演节目而且非常成功时，他就是呵呵地

笑、不断地说谢谢。此刻，我手里握着

电话，仿佛已经看到了香雾缭绕的庙宇，

听到了一个年轻僧人虔诚而琅琅的颂经

声。这纯净而神圣的祝福似一股清流趟过

我的心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让我的眼

角湿润了。

列珠倾忠在2009百年爱心慈善晚宴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Lie Zhu Qing Zhong tells her story at the BN Charity Gal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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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说明

这幅取名为《盼》、由学生熊雷林创作、北京百年电工班全体同学签名的漫画表达了他们对班主任

赵志华老师的思念

The sketch, entitled Expectation, was created by Xiong Leilin, a Beijing student and signed by all
the Electric Engineering class students,  expressing their love for Zhao Zhihua, their class supervisor.

Illustrated Story- 
A Story between 
a Teacher and his 
Students
看图说事：志华之间

赵志华，北京百年职校班主任教师。如果不是调职成都百年职校参与工作，这位年轻教师的第一

次巴蜀之行也许是在若干年后；如果不是看到孩子们不舍他离去而落下的泪水，赵志华也许很难

如此真切地体味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在泪光中，他读出的是爱，悟出的是责任，百年职校对全

社会的责任。而以下这段摘自赵老师工作体会的话语也许是对这个师生故事的最好注解，“我感到

在百年职校要当好一名班主任，一要有爱心、二要是能奉献、三要有能力、四要懂感恩。”

Illustrated Story: A Story between a Teacher and his Students | 看图说事：志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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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华：

您好！ 

可能是我们同名的原因，叫起你的名字总是那么亲

切。收到你的来信，我心情特别激动，谢谢你对老

师的肯定与鼓励。

三个月的时间不长，但在老师眼中你已经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记得刚刚入学时，你并不是一个懂得遵

守纪律的孩子，时不时还将手机带进教室，可现在

我感觉你不但懂事了许多，而且也知道如何理解

别人。

对于我到成都工作，相信你和同学们一定理解我的

想法。第一，我现在到成都工作很放心，同学们经

过在百年学习，已形成了良好学习风气，也具备了

自我管理的能力，养成了一些好的习惯。第二，百

年职校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需要帮助的孩

子而建立的学校，现在成都百年职校需要赵老师去

参与工作，对于老师来说是义不容辞，这是学校对

老师的要求，也是我和大家一样争做一名合格百年

人的表现。

其实赵老师的家庭经济条件也并不好，但老师坚信

困难总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学会自强。所以你们每

天必须尽力学好每一门功课，积极配合班主任鲍老

师的工作，认真对待将要到来期末考试。只有勤奋

学习、用知识和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明天才能真

正立足社会，改善我们的家庭生活，改变我们的命

运，并且这种学习不是暂时的，而是终生的，所以

一定要学会学习。

再次谢谢你和同学们的祝福与鼓励，希望回京后，

看到你和同学们的好成绩。

赵志华

2010年1月4日夜于成都百年

回来时，老师希望看到

你们的好成绩

The Teacher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good performance from
his students

敬爱的老师：

您好！

我是电工二班的于志华，知道您即将离开我们，到成都百

年职校去教书，作为您的学生，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我

心里真觉得很舍不得。进入百年虽然只有短短三个多月，

可我感觉自己已懂事了许多，也许在别人看来我依旧是一

个调皮的孩子，可我相信，您一定发现了我的变化。

我的脑海里一直都忘不了您对我说过的话，您说咱们百年

职校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就像您说的，自从来到百

年职校，我忽然发现以前的生活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

我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学会怎么做

事，还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还记得刚刚入学的时

候，老师首先教我们刷牙，这样的事情看似人人都会，可

听老师一讲，我才发现自己以前卫生习惯并不那么卫生。

过去总觉得自己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可现在我每天走在

街上都非常自信，因为自己能学到本事了，将来是有技术

的人。请您相信，我一定努力学习，在百年职校拿到毕业

证书。

这些都是我一直想和您说一说的心里话，可是您太忙，再

说我学习也太差了，就一直没好意思找您。听说您要去成

都，看到好几个女同学都难过得哭了，赶紧写了这封信，

因为我害怕您突然启程，我做学生的连句心里话也来不及

说。不过有您这样的好老师去，我真为四川的同学们高兴。

最后祝您工作顺利、笑口常开！

 学生：于志华

2009年12月15日

赵老师，请您相信我

A Letter to the Teacher 

赵志华老师在成都百年职校与同学们一块儿包饺子、迎新年

Teacher Zhao Zhihua celebrated the New Year with his students in BNVS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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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5日，看到“百年职校”蓝色路标的时

候，我似乎还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在北京人热情

的指路下，我找到了大方家胡同，看到了粉色的房

子，进入了这个浓缩的职业学校。

一路上我只担心一个问题，“这个职业学校会不会也

是一个忽悠人的学校？”实话说，我一直对许多职

业学校很失望。亲眼所见自己的同龄人在校过神仙

般的生活，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这样一句话“家

长花几万块钱，学生花几年青春时光，买了一块遮

羞布。”毕业时看着证书只有满脸的无奈和茫然，

用人单位也是拿着钱感叹“天下无马”。

但是“公益”、“农民工子弟”、“免费”、“自编教材”、

“实习一年”“全部就业”这些关键词让我一路上充

满期待，其实这期待从半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2009年4月28日，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去教室上课

经过紫崧路口时，我习惯性地望向宣传栏，“用梦想

填平沟壑”，众多广告宣传牌中这几个字吸引并告诉

我“今晚弘德讲坛这个讲座我一定去！”……两个小

时的讲座结束后，我并没有和往常一样登车速回赶

写采访稿。我推着单车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宿舍，

边走边想“这不正是我想做的事情吗？”“不是还有

人在为真正的职业教育努力吗？”“这是一个故事，

一群拥有梦想人的故事，是一个正在延续的故

事。”“我应该来这里和这个团队一起书写这个故事”。

People
人物

第二天便直奔图书馆阅读《用梦想

填平沟壑》。“这貌似一个神话故

事，如今这世界还有这等好事？”

看完《用梦想填平沟壑》

我真地发出了这样的疑

问。和朋友说起这事的

时候也几乎没有人相信。

可是我宁愿相信这是一

个真实的故事。那段日

子我总是特别骄傲地和

别人说起职业学校，说起公益事

业。那个五月，我就锁定了自己事

业的目标，虽然那时候我的大三生

活还没有结束。半年后，没有一丝

踌躇，我带着这个目标启程了。可

以说是梦想为我把时钟拨快了一刻

钟，如果一切依旧，

我此时应该在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的图

书馆，而不是北京

百年职校的教学楼。

“老师好！”学生们

礼貌地给我打招呼，

这才让提着行李的

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教师之路开始

了。“如果不是来这上学，我也不

知道我现在在哪?”、“家里还有弟

弟妹妹上学呢！我必须有一份

            工作！”、“我们每天 

            都是五点多起床来

            学校，晚上回去

            八九点。”、“我

            十四岁就开始打

            工，那时候几乎要

          上班十二小时，现在

又能上学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些是来百年的第一天，孩子和

我聊天时说的话，我记住了。学

校对我的培训是从校园环境清洁

工作开始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

料。而每天我七点半到学校时，

学生们早已开始劳动了。正是他

们的付出，学校里里外外每天都

像新的一样。如此细致做清洁

是我没有见过的， 当然也是头一

回 做。能擦的都擦，甚至连电话

的键都小心地擦，生怕哪里做不

干净。学生教我怎样使用清洁用

具，不同材质的地面使用不同的

方法擦，楼梯是用抹布一步一步

擦，抹布一定要叠成豆腐块。张

叔叔是学校的环境管理员，也是

我的第一个代培人，和张叔叔一

起做事，我不仅学会干活，更多

的是学到一种身教重于言教的方

式。他自己勤勤恳恳工作还处处

节约，记得张叔叔将已坏掉的两

个拖把重新修理，做成了一个新

的。能省则省，学生早学会了，

有一次有位同学将用过的课表递

给我，我正愣着时，学生说：“老

                  师，背面可        

                  以用，您用 

                  完了还可以 

                  再给我们卖 

                  废纸”。

                  来学校的第

                  五天，我的

培训内容是整理学生档案时，我

有缘千里来圆梦

Why I decided to 
work in BNVS
邹春芝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生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工作是

有价值的，不仅仅因为这

项事业高尚、神圣，而是

需要我们去做，只是因为

需要。

People | 人物

邹春芝老师在午间与同学们谈心

Teacher Zou Chunzhi and he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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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图书室流泪了。孩子太需要

我们了，他们的家庭太 需要我们了。

他们绝不是仅仅需要书本理论知识和

证书，更需要爱和关怀，需要生存和

立足的本领。

12月9日，我开始跟着荣校长做班主

任工作，遇到这位恩师是我的福气！

“谢谢荣校长，您是我遇到的最好的

老师！”看着孩子抱着校长哭的时候，

看着校长给孩子一颗巧克力，孩子又

送荣校长到门口的时候，我眼睛也湿润了，

这是荣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我

才知道这个孩子一直不好好学习，其

他老师就差要放弃他了，而荣校长始

终鼓励他、帮助他。

荣校长给我培训不是教我怎样做，而

只有自己身体力行。她早早到校看

学生自习，和学生谈话，只要学生需

要，她总有招。不管怎样棘手的问题，

荣校长总是让学生郁闷愁容而来开开

心心而归。“是您改变了我！”开学时

特别调皮的漆江涛亲手给荣校长做了

新年贺卡。“改变一个人很难，但就是

需要我们做这件难事！”荣校长这样

对我说。

百年职校注定是与梦想结缘的，她寄托着许多人的梦想、也成就了许多人的梦

想。五年前，已经从清华大学退休的王作垣教授因为“办一所技校让穷人念书”

的梦想，加入了百年职校的创建，一位天生的校长终于得偿所愿；五年后，年近

古稀的他依然为学校的发展在忙碌，此时，王教授觉得自己的梦已经圆了，的确，

他现在付出的一切都是在帮助别人圆梦，特别是孩子们的梦。

2010年2月4日，笔者与王作垣教授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流，关于他的梦想，关于

他的工作。

我是在享受教育
I Really Enjoy 
My Work at 
BNVS
专访百年职校教学总督导

王作垣教授

笔者：您曾说办一所职业学校是您的

一个梦想，作为百年职校办学最早的

参与者之一，您认为现在的这所百年

是您梦想中的学校吗？

王作垣：是的，就是这样的学校，

能够帮助贫困的年轻人掌握立足社会的

一技之长，而且从学校对于社会的

贡献来看，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本

来的期望。

笔者：那么您如何定位百年职校当下的

社会职能或者说学校所充当的社会

角色？

王作垣：我觉得百年职校是学校、是

公益组织，也是教育研究机构、是职

业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我们通过实践总

结的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特别是在

工作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价值的经验

都是百年的“研究成果”。

笔者：您一直在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

科研工作，为什么会对办职业教育情

有独钟？

王作垣：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那时

家里的条件很艰苦，所以我一直希望

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一所学校，让寒门

子弟也有念书的机会。但念书不等于

上大学，对于许多孩子来说，掌握一

门谋生的技能是更迫切、更现实的需

“孩子开学几天回去就变得懂礼貌了，

知道尊敬我们了！”“我的这孩子啊，

变了！”“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孩子现在回家懂礼貌了，一天一个

样！”家长开放日这天，许多家长握

着我的手，眼睛里含着泪、信任、期

待。我仿佛摸到自己父亲的手，看到自

己母亲的眼睛一样。“邹老师，我听说

你是一位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我对

你很敬佩，谢谢你给我教育出一个好

女儿”郭丽的爸爸在寒假时给我这样

一条短信。是啊，学生的每一点进步

是对我的莫大鼓舞和动力。

荣校长总说百年职校的老师是“忙并

快乐着！”的确，这里没有半个闲人，

所有老师每天都在乐呵呵地忙碌着。

忙来忙去只要看到孩子进步就觉得再

累也值得，流泪也值得。

无论是对这些正值读书年纪的孩子，

还是对这些贫困家庭，甚至对这个正

在前行的社会，百年职校是在做一件

急需做的大好事。和许多人一样，我

对公益事业、对教育事业怀着敬仰和

期许，而工作中我更多的是钦佩这个

团队如何做这件事。

当爸爸听说我要到“农工子弟职业学

校”工作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可

以去！你去吧！你应该去！”，父母

知道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办一所学

校”的狂言一直伴随着我长大。半山

腰，一所学校，一个老师，三个年

级；语文和数学是全部课程；几个冰

冷的红薯土豆就是午饭；种校田是常

见的课外活动，这是我关于童年的记

忆，而对我和我的伙伴来说，初中读

完如果考不上公费高中只有一条路：

出门！打工！一想到正值上学年龄的

兄弟姐妹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在异地

他乡多么艰辛、多么无助，他们吃苦

受罪甚至走进监狱……这一切让我心

存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所有孩子上

得起好学校！贫穷不是我们的错，但

我无法忍受不去改变贫穷。”

就是这样一个梦想一直在给我指路，

直到我到达百年职校，加入这个因各

界的关爱而显得很复杂的纯粹团队，

开始做一件很困难的简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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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彭宗超为北京百年职校

学生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

Professor Peng Zongchao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gives a lecture on Political Science

求，也是更适合的发展道路，而百年

职校正是在拓宽这条路。我始终认为

将来职业教育在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

方面会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高

素质普通劳动者的规模将直接影响我

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培养大批量

这样的人才是职业教育的责任。

笔者：百年职校创立快五年了，您是

首任校长，现在又担任教学总督导，

回顾这段历程，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

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您会选择什么？

王作垣：享受，这几年我是在充分地享

受教育。一方面是享受教育的成果，

看着这些孩子在百年职校成长、进

步、转变，精神风貌的转变、个人命

运的转变，作为推动这种转变的一份

力量，就不能不由衷地为自己的选择

欣慰、自豪；另一个方面，从一个教

育工作者的感受出发，百年职校能够

提供一个更加广阔和相对自由的舞台

去施展才华、我们的教学鼓励教师最

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特点。因此，我站

在百年职校的讲台上是满怀激情的，

也是非常快乐的，我想相信学校的授

课教师在这一点上应当与我有同感。

笔者：您的快乐大家都能看得到，因为

您总是笑容可掬，是大家心中知识渊

博、和蔼可亲的教授。而现在我好奇的

是，在工作中有什么事能让您发火？

王作垣：说起让我着急上火的事，也

是我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最不愿看到

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有些孩子不重视

组织纪律，明知故犯甚至屡教不改，

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有一位男同学头发

留得很长，不符合学校要求，我跟他

就这个问题谈过多次，说明学校要求

短发的初衷，他也不止一次地答应我

会改正，可直到我对他发出“最后通

牒”，他依然把承诺当儿戏，答应过的

事却不去兑现，那一次我真是急得大

发雷霆。百年职校学生的淘汰率很

高，但我们开除学生很少是因为学习

成绩跟不上，大多数都是由于不遵守

学校纪律。我们尤为注重这些是希望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习惯，让他们在

企业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我们无

法期待一个无视校规的学生到企业会

成为奉公守纪的员工。

笔者：作为百年职校的教学总督导，

您需要对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

进行监督、评价，能谈一下您的评判

标准吗？

王作垣：百年职校的职业教育坚持面

向市场、面向就业，因此，我们的学

生在企业的工作情况就是对学校教学

最好的检验。譬如我们的课程设置是

否符合就业市场的需要，我们的学生

到底掌握了多少就业技能而不仅是上

岗技能。为此，我统计了百年职校一

至四期毕业生以及实习生的岗位情况

资料，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看出：百年

职校开设的各工种就业情况稳定，就

业岗位人数比例≥5%的工种，均是百

年职校的预计就业方向。这些就业工

种均有百年职校主干技能课与其对

接。另外，对所有技工班开设综合维

修和在服务班增设文员课程，都是根

据调查反馈的企业需求进行的及时调

整，并且学生的实际就业情况也证明了

这种调整的合理性。

笔者：您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就业

技能和上岗技能，有何分别，两者的

关系如何权衡？

王作垣：就业技能是在工作实际中需

要运用的本领，而上岗技能是通过上

岗资格考试所须掌握的知识。由于目

前的上岗证考试内容与当前工作实际

的衔接存在不小差距，我们提出大力

拓展就业本领，缩小学校教学与企业

需求的差距，在这方面，百年职校的

几位课程主任都做了许多努力。五年

的教学实践，让我们基本摸清了上岗

证考试的规律，通过主讲教师不断地

努力已逐渐地从以上岗证考试为中心

向以就业技能为重点的教学改革，取

得显著成绩，我们学生的就业能力使

百年职校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笔者：我了解到您的事迹已经入选了

“首都教育60年人物展”，作为清华

大学的代表，也作为百年职校的代

表。祝贺您，也要谢谢您，谢谢您的

工作，谢谢您的付出。

People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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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ow of Love
关爱

A Show of Love | 关爱

空间。结果往高处寻找空间的学生，

不仅造型美，而且和谐顺畅，而往低

处寻找空间的学生，造型不美，还互

相抱的死死的，一点空间都没有。由

此，用孩子自己的表现来教育他们：

在保护自己空间的同时，一定要给别

人留有空间，只有这样团体才能和

谐，共同发展；既有思想性，又有艺

术性，的确在教学方面是一个突破。

因为学校的开创性，所以教材讲求的

是实用性，这也给我们每一位任课老

师一个新的课题，同时也是一次机

遇，对我而言，自己很骄傲在这里感

受到体现价值的快乐！

我除了在学校担任授课教师之外，还

是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来帮助学生们尽

快解决语言关、思想问题、学习问

题、甚至家庭父子、母子关系的一些

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也在不

断总结经验，学会好的方法。

我尝试在学生们将要离校去工作岗位

实习前夕，针对孩子们心里没有底，

恐慌、心烦的状况，进行心灵成长训

练。比如：让孩子们懂得，上岗意味

着成年人承担责任的开始，勇敢面对

一切困难和问题；学会付出，学会关

心他人，学会总结各种经验。让孩子

       很荣幸成为百年职校的第一

、     批志愿者，几年来，学校已

       培养了五期学生，在给予农

工子弟第二次生命的同时，也给了我

一次机会。让我在参与百年职校教学

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

先后拿下《踢踏舞》、《朗诵》考级中

级教师资格证书，阅读了大量有关文

化礼仪、商务礼仪、心态心理方面的

书籍，总结形成了体现自己教学风格的

教学主题“非语言符号的表达训练方

法”。

同时，我在奥运编导组画卷编导崔凯

老师的指导下，尝试在农民工子弟身

上用现代舞的表演形式，以育人为原

则，用人心底的感触自然表达内心的

情感，从而形成自己的肢体语言“寻

找空间”。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成功的。我们让

学生分成两个组，一组学生往高处寻

找空间，而另一组学生往低处寻找

们自信、坚强，并让每个孩子对大家

说几句话，结果孩子们的表现感动了

我，也感动了他们自己。其中一个孩

子给大家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棵

大树和一个孩子》，讲完故事后，她

深情地说：“无论今后我们走出多

远，无论多少年，我们永远记住百年

职校是我们的根！”有的孩子借此向

曾经被误会或发生过矛盾的同学鞠躬

道歉，与辛苦培育他们的班主任拥抱

感恩。我用朗诵技巧教孩子们自我介

绍，用钢琴伴奏曲做背景音乐，做心

灵成长的引导：大家围成一圈，手拉

手闭上眼睛，体会右手给力量，左手

感受力量。随着我的说话，同学们流

下了眼泪，因为他们感受团队的力量，

同学间的友谊，老师、学校、社会的

温暖，吸收着阳光，去迎接新的考

验。说实话，准备课时，我还没有自

信，但是上完课后，我自己也落泪了。

孩子们同样教育我，让我在再次相

信：帮助别人或被别人需要，是一种

快乐！我感谢百年职校给我的发展平

台，让我找到了为社会奉献的机会。

在学校读书会上，我朗诵的两首诗

《落叶》、《绿叶的交响》完全表达

了我的心愿，我愿意为公益事业奉献

力量，舞出人生新的精彩！

百年职校的舞步
I Am Extremely 
Fortunate to be a 
BNVS Volunteer

向荣  北京百年职校志愿者

学生在百年爱心慈善晚宴上表演

向荣老师编排的舞蹈。

Students Dance perfomance at the 2009 BN 
Charity Gala, choreographed by teacher Xiang 
Rong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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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BNVS bond could be summed   
             up in one simple conversation:

"Hi.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Yes, I have one older both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My favorite color is black."

Before I explain the context of this 
conversation, let me back up and explain 
what I mean by "BNVS bond."

I believe that BNVS is a place where 
those involved -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aff - all form a deep connection with 
the school.  I saw this connection in all 
the pictures hanging over walls of the 
school.  I read about this connection in all 
of the newsletters.  And when I arrived 
at BNVS, I felt this connection through 
the kindness of everyone I met.  

Everyone has their own BNVS story.  
Everyone forms their own unique 
"BNVS bond."

My story began last fall, 12,000
miles away from Beijing.  Sitting
in the Brandeis University campus 
center with my classmate, Daniel 
Acheampong, he recounted
his experiences volunteering
at BNVS last summer. 
The compassionate
tone of voice he
used when
speaking about
BNVS spoke
louder than all
the words of
praise he had
for the school.
He conveyed a

feeling that said, “You would be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this BNVS 
bond.”

At the time I write this, I have only 
volunteered one week at BNVS.  
However, even after just a week, I can 
confirm Daniel's feeling and proudly 
say I have begun to form my own 
BNVS bond.  I could have confirmed 
it after the first day when I was greeted 
with smiles longer than the Great Wall; 
after the way the students said "Hello 
teacher," as though they were speaking 
to someone forty years my senior; 
after the way the students would part 
like the biblical Red Sea and wish me 
"goodbye" when I would left the school.  

For all of the compassion and respect I 
feel given to me by the students, it is the 
compassion and respect I feel towards 
the students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my 
BNVS bond.  

That is why I began this article with
the simple conversation above.  As an 
examiner for the final English oral exam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 I
   was asked to carry out this same 
   conversation with every student in the  
         BN New Citizen Air Conditioning 
          class.  With any ordinary students, 
          I would have quickly become 
        tired of repeating the same 
       questions, and hearing many of the 
         same answers.  But as anyone who 
           has met a BNVS student knows, 
            BNVS students are not ordinary 
             students.  

               I must have been a somewhat          
                intimidating face for the 
                students taking their English 

exam.  This wa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BN New Citizen, so I was a foreign 
face to the students in more than one
way.  I could sense the nerves as students 
walked into the room.  As a student 
myself,  who has taken countless oral 
exams of a similar nature, I know what
those students were feeling.  And as
a student here in Beijing to study 
Chinese, I understand the mountai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 really admired some of the students 
who carried out their conversation 
flawlessly, with fluency and pronunciat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ressive for 
even a native speaker. 

However, I held just as much admiration 
for the students who struggled through 
parts of the exam.  If they didn't recognize 
one word I said, such as "color," they 
would politely ask me to repeat the 
question.  I could almost see the gears 
in their brain searching as hard as they 
could fo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Many of them would whisper the words 
of the question to themselves, digging 
for the answer.  

Most of them found the answer.  A few
didn't.  Regardless, the respect, 
determination, and ability that each 
student showed during the three minutes 
of their exam was representative of all 
of the experiences I've had with BNVS 
students.  

It is these qualities that form my 
BNVS bond.

M

My BNVS BondJames FleishmanA BNVS volunteer and a student of Brandeis University

A Show of Love | 关爱

(本文作者范捷明，系百年职校志愿者，

美国布兰德斯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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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特别高兴能参加到公司组织的义工活动中来，有机会和

        可能平时并不是非常了解的社群交流，并效绵薄之力。很遗憾

         短短的时间没能留下什么照片，然而我想经历过就是最大的     

收获了。

这是非常好的开始，在中国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年代，

开始有目光投向需要更多被鼓励的社群。农民工是熙熙攘攘的城市化

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他们的第二代也面临着类似于北京人在纽

约的困惑。本土的烙印，城市的灯光，与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他们生活

在这城市，却很难融入这座城市。在和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的交流中，

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让我们也感到很开心的是，他们心

中的理想以及偶尔露出地，很健康的笑容。从长远角度讲，也许更需

要被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是周遭其他人的目光。在生存、

接受教育、获得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的背后，我们也需要为之努力的

是整个社会群体更加宽容的价值观，和对不同出身以及不同类型的成

功的接受。

这次拜访对我们也是受益良多。显然这些义务工作是了不起的进步和

开端，然而我们都感觉爱心日45分钟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常规性的，

有规律的交流活动能够产生更加实质性的帮助。如果可以通过公司的

渠道设立类似的常规行为，我将很荣幸为之添砖加瓦！

这是非常好的开始
A Good Beginning
王硕  德勤天津税务部高级咨询员

这

德勤公司组织员工通过爱心日活动参与百年职校英语奖学金
项目教学。

Volunteers from the Deloitte participate into the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Program

美国国务院英语学习奖学金项目 

正式落户成都百年职校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Access
Microscholarship Program was launched at
BNVS Chengdu on January 22, 2010

完美集团董事长、华裔慈善家古润金先生与

北京百年职校学生交流

Gu Runjin, a well-known entrepreneur and 
philanthropist gave a speech to BNVS students

香港青年领袖高级研讨班学院来校参观交流

A delegation of the Youth Leaders of Hong Kong 
visited BNVS

日本民主党代表团访问百年职校

An 81-person deleg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visited the BN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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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从教师团队到实习企业，从

教材编写到实操设施一切目标得是围绕

着培养企业欢迎的员工而不是会考试的

好学生。学生入学第一课是打扫厕所，

学生自己管理校园，有很严的纪律要

求，要参加义工服务等等。因为我坚信

养成好习惯是最好的品德教育。这些好

习惯都是企业员工需要的。老师以从企

业中来的兼职老师为主，学校规模控制

在百人以内，我们认为职业教育要面对

就业，面对市场，小规模是一个很好的

办法，因为它灵活，随时可根据市场需

要进行调整，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市场的就业需求变化是非常快的，如果

把学校的规模变成很大，不仅办学者吃

力，而且保证学生的就业就更吃力。更何

况小规模办学，学生个人可以得到更多

的关注，保证了学生的利益。

问题2. 百年职校将如何发展，

您在未来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提问人：王旭明，原教育部新

闻发言人、《问教》栏目主持人 

现在百年职校是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南都基金会等几个基金会在一起合

作。百年职校理事会也已经启动了复制

百年职校的工作。百年职校自办学以来，

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热情的支持，从它不

断壮大的资助者、教学团队、志愿者团

队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未来复制的过

程我们将依靠当地政府、青基会，还有

各个企业，多方面合作。最重要的是百

年职校模式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目前无

论在北京还是成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都给予百年职校自主创新和改革的鼓励，

这些是持续发展最有力的保证。成都百

年职校已经开学数月，学校第二届理事

会即将成立，未来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志

愿者、普通的资助者。

问题3. 在您的理想当中，最终

希望百年职校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学校？

提问人：曾子墨，凤凰卫视

主持人

我个人的理想是百年职校有一天完成它的

使命，淡出这个社会舞台，也就是说有

一天，正如我现在所呼吁的，职业教育

真正成为中国农民的福利，免费职业教

育真正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和

谐的一个手段，我们国家建立起一个很

好的免费职业教育保障体系的话，百年

职校就结束了它的使命。我说的这个退

出，它是一个长远目标，不是一个近期

目标，因为只要免费职业教育、只要像

百年职校这样的职业教育方式有存在的

价值、有社会需求，就不会退出。

新闻媒体一直以来以自己的方式和视

角见证并记录着百年职校的成长，2009

年，百年职校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

点，因为这所中国的小学校开始挑战一

个全球性的大难题—公益模式的复制。

对此，百年职校姚莉理事长有着自己的

一番解读。

问题1. 百年职校创办的慈善职

业教育模式的内涵是什么？

提问人：王明峰，人民日报社

记者

百年职校的慈善职业教育模式有两方面

主要特点：一个是它的公益性，即面对

贫困年轻人，无论是农民工的孩子还是

农民的孩子，提供的是全免费的学习机

会。我们办百年职校的目的就是呼吁社

会关注到这个问题，即用免费职业教育

的方式为农村进城的贫困年轻人提供未

来更好的就业机会。百年职校办学的资

金全部来源于社会捐助，它是希望工程

的定点学校，所需资金由基金会组织和

中外企业以及个人的捐助。在公益办学

这方面，百年职校花大力气为创建一个

干净透明的慈善品牌做了很多的努力。

第二个方面是职业教育的务实和创新。

我们办职业教育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

面对就业，那么从课程设置到学生品德

媒体三问

Interviews

2010年1月30日，百年职校学生在《问教》2009年度致敬节目上诵读《弟子规》。

On January 30, 2010, students of BNVS read the Preface Outline
in a show called 2009 Salutes.

Recommendation - 
Mak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Welfare of Chinese
Peasants
让职业教育成为
中国农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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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先生来校专访姚莉理事长。

Mr. Wang Xuming, former spokesperson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nterviews
BNVS Chairperson, Yao Li. 

关于在农村实施职业教育券制度的建议

Proposal 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pon System for 
Youth in Rural China
姚莉

百年职校理事长

4．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学校收取使用

教育券总额拨付职业教育券所需资

金，由提供教育的学校所在地地方

政府给学校报销。

5．学校在学生入学时收取职业教

育券，凭学生学籍档案和考试成绩

毕业证书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销。学

校在学生未完成教育阶段的垫付资

金可由银行贷款解决。不同的学校

不同专业收费不同，但在教育券额

度内不得收取其他费用，超出教育

券额度的费用由学生自负。

在农村实施职业教育券

制度的必要性

1．长期以来户籍制度的实施造成了

城市和农村巨大的福利差别。提升

农民的待遇，让农民获得自主接受

免费职业教育的选择权，是促进社

会公平、回馈农民的有效手段。

2．今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已成为

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主要就业力

量。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可为经济的

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合格熟练的年轻

劳动力。就业人员素质的提升可满

足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

近期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指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

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为依托。”“明年要

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坚定不移地加以推

进。”当前已有很多有效措施，包括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免费义务教育等等。扩大低收入

人群的收入以增加内需是全社会共同的认识。在低收入人群中，扩大农民阶层的内需、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不仅是当前刺激经济保持发展的手段，更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政

权稳固的基本条件。基于上述考虑，建议在农村实施职业教育券制度——一个快速多赢

的促进内需和稳定社会的方法。

职业教育券方案概述

1．完成义务教育的每个农村青年，在16岁至22岁期间都有资格选择一次性领取职业教

育券。该券有效期为六年。

2．农民青年在其农村户籍所在地领取职业教育券，自由报考不同就业特点的职业教育

机构，不受户籍限制。

3．职业教育全面放开，动员社会力量投入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和机构开办职业教育，

增加社会资源对职业学校设施的投入，减少政府资源对职业学校的直接投入，减少资源浪费。

Recommendation - Mak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Welfare of Chinese Peasants | 让职业教育成为中国农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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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迫切需求，又将极大促进经济

发展。

3．当前亟需提升农民接受职业教育、

培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职业教育是

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手段，让农民增加

职业教育阶段的教育有利于提高公民

素质，构建和谐社会。

4．职业教育不应由政府包办，政府可

以向社会购买职业教育服务，实施教

育券制度，可动员社会资源投入职业

教育，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促进职业

教育多样化，更好地与就业需求接轨。

在农村实施职业教育券制度的

可行性

（一）国家支付的可行性

我国每年农村青年初中毕业生约1008
万人（依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

能够升入高中的学生占三分之一（引

自中国人民大学《新生代农村工寻访

与帮扶活动》项目报告），其中700多
万青年由于家庭条件和本人条件的原

因无法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大概需要

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在700万，

每人按5000元计，每年需要资金350
亿元，占国民收入总值0.12%（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国民总收

入302853亿元）。2008年，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3.48%，而

当年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为9010
亿，教育经费有1500多亿未使用，国

家财政足以支付。

(二）市场资源供给的可行性

我国2007年共有职业技术学院1015家、

中等职业教育机构14832所、民办中等

教育机构2958所。2001年到2008年，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从400万扩大到810
万人。200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任务

由2008年的810万提高到860万。但是

随着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减少，部分省

区尽管理论上有生源，但实际上由于

家庭经济原因已经辍学或流失到社会

直接从事社会生产或外出打工等，生

源不足已成现实。若实施职业教育券

制度，那些辍学和打工的青年可成为

有效生源。

中等职业教育预算内经费占全国预算

内教育经费的比例，由本世纪初的11%
左右下降至2007年的5.8%。教师数量

严重不足，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生

师比为25：1，而普通高中为18：1

(引自教育部规划司2009年3月《2008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

实施教育券制度，全面开放职业教育

机构以后，取消政府审批中对校舍的

过大过高要求等门槛，社会各种资源

会得到有效利用，可解决中等职业教

育面临的教育经费和师资不足问题。

大量民间资本将进入职业教育，各种

社会人力资源也可以进入职业教育，

不仅有效刺激内需，还可以为大学毕

业生提供众多就业岗位，缓解大学生

就业难问题。

本方案建议职业教育券六年有效，农

民青年有时间了解就业需求和个人特点，

投资者则获得足够的缓冲时间，保证

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一窝蜂似的入

学冲击。

（三）行政操作的可行性

1．政府从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转向

质量监督者，减少政府对学校的投资

和政府办学的复杂性。借鉴现行医疗

保险机制，人人都有职业教育券，到

合格的职业教育机构学习，机构凭券

报销费用。

2．户籍所在地领取的职业教育券，

可到学校所在地报销，该方式有助优

化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资

源欠发达地区同时也是人口外流的地

区，可避免因地方政府教育经费不足

造成农村青年无法接受合格教育的问

题。中央财政的支付还减轻了人口流

入地政府的负担，实质解决农民工进

城后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

社会协调发展。

该建议与现有学生职业教育补

贴制度的主要区别

1．职业教育券制度将成为全体农民

的一项专有福利，农民有选择学校、

就学时间、就学地点、就学专业的权

利。现有补贴制度针对所有职业教

育学生，包括城市家庭并不贫困的学

生，不是农民的福利，而且补贴的金

额还不足以解决农民上不起学的问

题。本方案则建议政府将中央资源集

中优先解决农民的问题。

2．职业教育券的使用不受户籍所在

地限制，农民直接领取教育券。现有

补贴制度基本上是本地政府对本地户

籍的学生进行补贴，经学校转发给学

生，往往是政府办的职业学校的学生

得到补贴。农民流动到其他城市就得

不到补贴。

该建议与中等职业学校农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

学生免学费工作的主要区别

1．职业教育券制度针对的是全体农

民，涉及的是所有职业教育专业。

2．职业教育券制度面向的是所有地

区、所有类别的职业教育机构，不仅

仅是公办职业教育机构。

结语

2009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说明政府的

高投入刺激为克服金融风暴带来的

负面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改善民生、

发展社会事业是明年扩大内需、调整

经济结构的重点。我们坚信，在农村

实施职业教育券制度，让职业教育成

为中国农民的福利是一次极具现实价

值与长远意义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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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公益创新大奖

2009年12月19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新公民之友联合主办的“腾讯公

益新公民创新奖”系列评选活动举行了颁奖仪式。百年职校被授予公益创

新大奖，也是唯一获得该奖项的公益机构。

希望工程20年特殊贡献奖

2009年是中国最具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希望工

程启动20周年纪念，百年职校是希望工程资助定点学校、希望工程

职业教育助学计划实施学校，也是希望工程在职业教育领域最具代表

性的公益项目。在系列纪念表彰活动中，百年职校创办人、理事长姚

莉获得“希望工程20年特殊贡献奖”；百年职校理事、名誉校长，学

校的第一位资助者吴云前被评为“希望工程20年杰出公益人物”；王

侠金、王林、牟丽华、吴云、潘兴友等5位百年职校毕业生荣获“希

望工程20年希望之星”称号。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2010年2月26日，“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表彰暨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百年职校被民政部授予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这也是继去年姚莉理事长获选“全国先

进慈善工作者”后，民政部连续第二年表彰百年职校在公益领域为和

谐社会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

壹基金典范工程

2009年10月31日，百年职校获选“2009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典范工

程”并获得壹佰万元资助款。以“组织治理严谨，运营能力优秀，财务透

明，可持续发展以及有社会影响力”为评选标准的典范工程，在给百年职校

颁奖辞中写道：“百年职校在中国首创了公益职业教育模式，在一种模式下

为多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

奖述百年
Awards from
Government and
Foundations
2009年岁末，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百年职校在国内几大基金会

组织的一系列公益评选中接连获奖，并于2010年初被民政部授予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这既是给予学校5年办学成绩的充分肯

定，无疑也是对百年职校公益模式复制的一个积极信号。

Recommendation - Mak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Welfare of Chinese Peasants | 让职业教育成为中国农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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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Report
for 2009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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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查阅审计报告全文，请登录百年职校网站www.bnvs.cn, 或致电010-6514 1167查询

Note: For access to the complete audit repor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bnvs.cn,
or call 010-6514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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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益基金会

北大青鸟

英国培生集团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北京办事处

棕榈泉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豪峰投资

赵江波、赵江涛、牛丽娜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盛静生

王伟斌 沈冰

徐子望

北京怡和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枫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融红杉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杜佳晴

洪燕 蔡静军

百年城集团

IDG资本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人保慈善基金会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华美协进社与陈国庆、刘铭

北京华育助学基金会

田宽宽

建银房地产业咨询有限公司

方风雷 

爱尔兰驻华使馆

武汉金凰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李冰 

黎辉 曾子墨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国际数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发展银行甘家口支行

方方 毛倩

姚莉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朱茂元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庞巴迪中国员工

童恺 吴传晖

中国投资咨询公司

曾之俊

王重昆

赫英明

何家武

电讯盈科（北京）有限公司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华亚和讯科技有限公司

宝兴高尔夫

高建民

中伦律师事务所

沈志康

北京网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爱尔兰旅游局

肖微

泰格伍兹基金会

杨振远

孙建平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郑成新

谢佳扬

肖瑞彦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培生教育亚洲有限公司

章晓琦

林剑峰

陈玫

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光华神州(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百年职校四期实习生112名
童传江

百年职校三期实习学生69名

周彩虹

张振秀

许孺牛

李汉生

陈裕文

北京金网络置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奥维利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David Tang
Christopher
Max Alexander Liu
张远声

杨文胜

徐浩然

魏巍

林水仙

李非列

李彬

季卫东

韩小京

傅明侠

修正药业集团

向俊

万鹏

曲和磊

陈攻

日本民主党代表团

香港扶轮社

徐有邻

戴黎

王灏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香港青年领袖

高级研讨班

杨燕敏

包学勤

安冀

张天申

谢迪洋

Menlo School
赵经纬 张飒英

BNVS Donors
of 2009
百年职校
2009年度资助者

资金捐助
Income by 
Donation

BNVS Donors of 2009 | 百年职校2009年度资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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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巍

谢明

姜克 武达萱

陈培进

边思奇

前村恭广

陈志杰

北京市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邹沁原

朱融融

谢勇

陈颖颖

Sally Borthwick
华中科技大学

张飒英

王作垣

张蓉晖

毕业生朱紫伟

毕业生王娜

Michael TOM
伍伟

王晓棠

王天也

毕业生胡波

黄杰

崔春光

王山语佳

毕业生吕盛英

党佳丽

盛捷

李雪梅

王喜

未署名爱心人士

物品捐赠

Gifts In Kind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德力西电子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海康威视北京分公司

深圳市万佳安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浙江红苹果电子北京分公司

汉军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艾特麦尔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毛云骢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

百年职校二期毕业生

卢汝丽

百年职校三期毕业生

广州天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成都办事处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捐

签字笔432支
北京城市建设学校

徐丽

毕业生金丽双

服务资助
Services
教学设施资助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东城区民防局

北京光环新网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通宝信诚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

朝阳门社区服务中心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

北京市景山中学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

新鲜小学

成都市潔虎物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教学和服务资助

中伦律师事务所

华夏认证中心

北京恒介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付天祝   

井文涌 

吴云前

姚莳菁  

袁天沛   

陈志杰   

涂猛

杨莉

蒋维

朱玉辰    

聂斌

莱斯特比皮尔逊教育委员会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都市支队

丽思卡尔顿酒店

香格里拉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

施耐德（北京）中低压电器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恒美会展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新园双语幼儿园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及成都公司

四川科技馆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ETS测评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体育部

清华大学陆化普教授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太阳系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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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为北京百年职校捐建实验室

Schneider Electric donates a new laboratory to BNVS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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