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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年职校 2016-2017 学年任课教师介绍 

 

呼叫中心课程 

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客户服务部 

自 2012 年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客户服务部老师已连续 4 年为百

年职校学生教授呼叫中心课程。客户服务部多次获得“共青团中央青年文明号“、”为

民服务创先争优先进单位“等多个国家、集团、公司表彰和奖项。 

 

服务专业英语/韦博英语俱乐部 

贺凯 

2010 年毕业于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北京市口语等级证书高级，曾供职于新东方。

现任教韦博国际英语，陕西卫视《超级老师》节目荣获“金牌超级老师”荣誉称号。 

樊婕 

2013 年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对外汉语专业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英语教师工作。

熟练掌握青少儿学员心理和相应教学法。现为韦博英语三元桥中心高级教师。 

 

物业服务课程 

王莉 

北京市物业管理综合类专家、北京市评标专家。曾获得中国科学院颁发的“高级工

程师”证书、建设部颁发“物业管理部门经理上岗”证书。2008 年至今在北京百年农工

子弟职业学校担任《物业管理实务》、《物业前台》课程讲师。 

 

银达物业志愿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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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达物业是具有全国一级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中国物业行业的领军企业。自 2005

年百年职校成立以来，银达物业志愿教学团队连续十余年为百年职校提供物业服务课程

的理论、实操教学。 

 

酒店前台服务课程 

顾明凯 

1999 年获得中国金钥匙协会会员，2009 年被授予国际金钥匙协会会员。曾多次担

任北京地区金钥匙协会执行委员。2008 年奥运会期间，曾在五洲皇冠假日酒店专门负责

接待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副主席及各界国际知名人士。 

 

客房服务课程 

邱佳 

2008 年奥运会期间负责奥运村运动员公寓的管理与清洁工作。2009 年在悠唐皇冠

假日酒店担任客房部副经理。2012 年至今在丽亭华苑酒店客房部担任副经理。2011 年

获得洲际酒店集团客房部职业培训师认证。 

 

会议服务 

杨红亚 

酒店职业经理人。2012 年至今在丽婷华苑酒店担任中餐厅经理，并承担酒店中餐厅

中式餐饮培训导师的工作。曾获得昆仑饭店最佳优秀员工称号。2008 年荣获锦江北方公

司优秀督导员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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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餐饮服务（中餐+西餐） 

高媛 

酒店专业经理人。2016 年至今在丽亭华苑酒店西餐厅担任经理一职。2007 年获得

港中旅酒店技能大赛西式摆台第二名。2008 年曾荣获旅游局酒店管理培训导师资格认证。

2012 年荣获最佳管理层管理者证书。 

 

调酒课程 

王东健 

国家认证调酒技师（二级）、国家认证培训师（二级），2006 至 2015 年连续十年

负责教育部与首旅集团联合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骨干教师”酒水业务培训。 

 

德语课程 

何静 

本科就读于沈阳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赴德在哥廷根大学英语和西班牙语系学习，获

得硕士学位。从 2013 年开始至今，从事德语教师职业。作为德语教师具备外国人德语

最高等级 C2 证书。 

王蕾 

本科就读于中国矿业大学德语系，毕业后赴德就读于德国马尔堡大学对外德语教学

法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14 年起任歌德学院 PASCH 项目伙伴学校德语老师，学校德

国交流项目负责人。目前兼任歌德学院兼职德语老师。 

窦明月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经济外交硕士，在校期间曾两度获得国家奖学金公派赴德国哥

廷根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交流学习。2014 年起在歌德学院和优优德语学校从事德语教

学。多次在《德语国家咨询与研究》上发表德国外交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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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课程 

园艺学基础/园林植物栽培和日常养护 

罗乐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师、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参与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环保部重点项目等花卉科研项目。曾获 2014 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李乐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曾参与十余项教学实践及

企业专业实习，曾获得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合盆栽国际竞赛优胜奖、高级插花员资格

证。 

汤佳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知识扎实，擅长园林

植物识别及繁育，获高级插花员资格证。 

 

园林植物繁育/花卉装饰与应用 

侯芳梅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副教授，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联盟-花卉艺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多次参与全国重要花事活动的花卉展览及插花花

艺活动的展览策划布展、插花表演及主持解说工作。2014 年 APEC 会议期间曾为彭丽媛

和外国元首夫人进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表演。 

梁勤璋 

北京市插花艺术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花卉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

国插花花艺协会常务理事。插花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比赛金银奖。从事园林、插花艺

术方面的工作 30 余年，曾获得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和建设部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北京百年职校 

梁朋 

WFC 国际花艺设计师协会成员、DMG 国际花艺社认证花艺师、中国插花花艺协会

成员。受邀参加中澳传统插花交流会、西部花艺高峰论坛、北京市菊花节等重要花事活

动。 

 

平面设计课程/计算机课程/IT 教育课程 

Adobe Photoshop 应用/ office 办公软件应用/H5 排版制作/SVR 机器人/EV3 编程 

王娅欧 

广告学专业毕业，在校实习期，曾在中国青年报下属《青年参考》报担任广告部助

理，毕业后在华影时代影视公司工作一年，期间担任设计工作，参与了公司网站大部分

设计、架构工作。2012 年 8 月至今在北京百年职校担任全职工作并任计算机课程教师。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赵煜峰 

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2008 年至今在康明斯（中国）担任信息技术经理，自

2012 年起担任北京百年职校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课程教师。 

 

数学 

付永祥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1985 年至 2005 年在北师大燕化附中工作，任中学高级

教师、数学教研组长等职务。曾参与《高中数学 80 讲》的编纂工作。自 2008 年至今承

担百年职校数学课程教学工作。 

 

低压电工/高压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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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超 

电气工程师。自 1975 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市供电局、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经委、

北京市安监局担任电工职业教育培训教师并兼任理论、实操考官及考核顾问。1983 年获

得北京市经委系统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2005 年至今在北京百年职校任电工课程主任兼

培训教师。 

王建新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一级实习指导教师。自 1975 年开始，先后担任建材系统电工

职业教育、北京市特种作业（电工类）及维修电工等级工的培训教师，并兼任理论和实

操考官。在 1998 年获得北京市经济工作委员会“十佳教育工作者“称号。 

牟道明 

电气技师，自 1983 年开始在市二轻局，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经委，北京市安监

局担任特种作业电工类职业教育培训教师及理论和实操考官。2006 年至今在北京百年职

校任电工课程教师。 

  

电子电路 CAD 制图 

董峥 

毕业于北京市房地产职工大学，留校任教至今。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建筑工程系

古建筑专业教师，长期从事中国古建筑 CAD 制图工作。曾参与中南海、故宫、颐和园等

古建筑的测绘工作。 

 

智能楼宇监控 

明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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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曾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工作。现就职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

公司，任总工程师。2007 年至今在北京百年职校任智能楼宇监控课程兼职教师。2007

年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术技能鉴定中心聘请为命题专家。 

 

制冷与空调技术 

王自力 

制冷设备维修高级技师，常年从事制冷空调设备安装、维修、维保等工作，北京制

冷学会会员、北京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北京制冷空调特种作业实操考官。现任北

京百年职校空调课程主任。 

贾春来 

制冷设备维修高级技师，常年从事制冷空调设备安装、维修、维保等工作，北京制

冷学会会员，北京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北京制冷空调特种作业实操考官。现任北京百

年职校空调课程实操教师。 

 

焊工 

王宝华 

焊接技师，自 1997 年至今在北京市安监局担任焊工职业教育培训教师并兼任理论、

实操考官。2005 年至今在北京百年职校任焊工课程教师。 

 

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综合布线课程 

刘奇 

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工程专业。现任银达物业弱

电工程师，北京百年职校智能楼宇课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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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东方英语 

金格妃 

北京新东方学校优秀教师，2014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TKT（母语为非英

语国家的中小学或成人英语教师研发的英语教学能力证书）、BEC（国际商务英语资格

证书）证书持有者。曾获欧洲发展基金会主办的 GMC 国际企业挑战赛中国赛区三等奖；

“高教社杯”大学生英语口语大赛二等奖。 

张杉 

北京新东方学校听口课程主讲教师，获 Arizona University TESOL 课程证书，英语

专业八级，在多次教师技能大赛中获奖。教学针对性强、实用性强、活动性强，根据学

生需求及情况设计实用口语场景，帮助学生了解英语文化，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 

李若曦 

北京新东方学校听口课程主讲教师。2013 年荣获北京新东方学校优秀教师称号，同

年作为优秀教师代表赴美参加培训。教学风格轻松活泼，语言幽默。善于与学生进行互

动，在互动中发现并解决学生的问题。 

 

法律常识 

中伦律师事务所志愿团队 

中伦律师事务所是司法部最早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自 2005 年学校

创办起，在百年职校理事朱茂元律师的带领下，中伦律师事务所志愿团队的律师们十余

年坚持为北京百年职校学生教授法律常识。 

 

文学阅读课程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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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担任记者、编辑工作多年，

迄今发表作品 10 余万字。 

 

艺术历史课 

廖钒 

在国家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十三年，凭借对文物和艺术的热爱，学习艺术史和考古

学的知识。被评为“志愿服务十周年——国家博物馆优秀志愿者”，举办了近 300 场讲

座、博物馆讲解，央广都市广播节目《博物馆有的聊》主讲人。 

 

舞蹈课程 

孙卫华 

曾多次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大型文艺演出进行舞蹈表演，为数十位演艺明星

编舞、伴舞。2003 年至今在各类艺术学校、职业学校担任舞蹈老师和舞蹈编导。 

 

仪式主持 

赵颖 

北京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结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本科毕业, 长期从事广播

电台播音主持工作，自 2005 年北京百年职校成立至今，为学生教授普通话及语言沟通

课程。 

 

创意工场 

程丽秋 



 

北京百年职校 

路易斯安纳技术学校，摄影专业硕士，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实验电影专业硕士。在

校期间学习曾获得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米城校）艺术院校研究生奖。近年来一直在各类

学校、民间机构进行创意美术授课工作。 

 

理解未来系列讲座（未来论坛） 

未来论坛是一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公益组织，最初由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互联网界、

投资界、科学界、教育界领袖共同发起。旨在用科学系统化的方法，在传播科学思想、

人文精神的同时，推动启蒙的浪潮，用科学的维度，理性的维度探索未来。 

 

体育（百年体格） 

温凤麟 

RSLab 专业一级跑步教练，从业 13 年的资深体育视频媒体人，身体力行的资深跑

者。曾在黑河零下 40 度的国境线、海拔 3300 米的青海湖夜跑，曾经担任鸟巢半马等多

项大型马拉松赛事的定速员。 

 

健康教育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SI）是一个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向基层群众提供优质的

性与生殖健康宣传教育与服务的公益组织。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致力于成为

国内最好的为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教育与医疗服务的非政府机构，促进中国未婚青少年

的生殖健康。 

 

八段锦、太极 

高莉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65/136000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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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首都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理学硕士学位。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

慈爱嘉公司康复师、美国 AFAA 体适能认证教练。 

荣培云 

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原北京市第十四中学校长、书记，原北京百年农工子

弟学校校长，现任慈爱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 

 

编织 

石丽珍 

北京百年职校全职教师，2010 年加入百年职校，分别在武汉、三亚、北京百年职校

任职。其间，在三亚百年职校为学生开设编织课程，实用的教学内容、活泼的教学风格

深受同学们喜爱。 

 

瑜伽课课程 

刘锋 

印度喜马拉雅瑜伽学院毕业，曾多次前往印度与多名大师交流学习，北京各大瑜伽

会所资深教练，各行业尖端人士身体理疗与营养推荐明星教练。 

 

百年职校缝纫爱心工作坊 

冯占勇 

从事设备研发、调试维修等工作已经 25 年，精通多种设备各项技能，善于研发设备

附件，结合设备改进提高工作效率，多次获得集团创新奖项。 

张敬 

在技术部工作 23 年，曾担任班组长职务，现任某品牌版型及制作指导等方面工作。

带领高级定制团队完成上千客户定制的高标准产品，同时负责外单新品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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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琴 

在技术部工作 18 年，现任某品牌经理，管理整个品牌产品前期版型及制作指导等方

面工作。 

乜焕敏 

在技术部工作 19 年，现任某品牌经理，精通产品工艺及版型，管理整个品牌产品前

期版型及制作指导等方面工作。 

白雪莉 

在技术部工作 14 年，现任某品牌经理，管理整个品牌产品前期版型及制作指导等方

面工作。 

董艳红 

在技术部工作 14 年，现任某品牌经理，管理整个品牌产品前期版型及制作指导等方

面工作。 

 

ATM 维护课程 

崔鹏林 

2008 至今就职于神州信息公司，负责 ATM 机型维修及培训。ATM 高级维修工程

师，目前主要负责公司内 C7000 机型，C7000-T 机型的技术支持和培训工作。 

 

专业音响课程  

安装、调试、操作与维护 

李军田 

从事专业音响工作 30 多年，现为中国舞美学会音响专业委员会会员，并荣获音响专

业委员会颁发荣誉专业音响师称号。取得北京职业教师资格证书、国家职业技术鉴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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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考评员、北京音响调音员职业技术竞赛高级裁判员。从 2001 年至今一直从事专业音

响教学工作。 

 

烘焙课程 

面包&蛋糕&咖啡课程 

王亭亭 

曾担任店铺 QC 组组长，管理店铺产品品质管控；在希杰多乐之日从事面包烘焙 10

年，现在研发中心从事产品研发；MF 加盟商面包技师培训担当，从事专业面包烘焙培训。 

冷志鹏 

曾担任店铺 QC 组组长，管理店铺产品品质管控；在希杰多乐之日从事蛋糕制作 9

年，现在在研发中心从事蛋糕研发；MF 加盟商蛋糕技师培训担当，从事专业蛋糕培训。 

王鹏飞 

毕业于韩国又松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从事连锁店铺运营 2 年，希杰多乐之日咖啡讲

师，途尚咖啡品牌咖啡培训运营者；希杰多乐之日咖啡培训体系建立者之一；SCAE（欧

洲精品咖啡协会）初、中级国际认证会员。 

 

形象设计课 

付军 

付军剪艺专业连锁技术总监。曾担任：精工杯国际美容美发大赛评委（1999 年） 、

远东区国际美容美发大赛评委（2001 年）、亚洲美容美发大赛评委（2006 年），荣获

《美在中国》中国当代 60 位造型师称号（2009 年）、中国美发奥斯卡行睿榜标杆人物、

国家级专业美发考评员。 

教育团队介绍 

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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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军剪艺教育总监，2005 年获香港 26 届亚洲发型化妆大赛女子组季军，中国美发

奥斯卡行睿榜明星发型师。现任 Just fashion 万达店店长，JF 时尚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

总监。 

马琦 

付军剪艺清华店店长，JF 时尚教育学院高级讲师，欧莱雅专业美发特约讲师。 

付博 

付军剪艺德胜店店长，JF 时尚教育学院讲师。 

肖肖 

付军剪艺国奥店店长，JF 时尚教育学院讲师。   

池佃雨、唐亮 

百年职校第九期优秀毕业生，付军剪艺标杆助理，付军剪艺助理课程助教。 

美甲讲师介绍 

马懿虹老师，中国美甲大赛评委，中国劳动部认证高级美甲师，日本 Grace Gel 认

证美甲师。2014TSIA 国际美甲精英赛评委，2014 和 2015 年中国美容博览会（广州）

美甲演示讲师。 

 

健身教练 

壹季体能训练营是国内专业运营马拉松及越野跑等专项体能训练知名机构，是一家

专为跑步爱好者及健身减肥人士打造的专项体能训练基地。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室内体

能训练、户外训练、运动康复、减肥塑形、赛事合作执行、商业活动策划执行等。 

 

养老护理班课程 

《居家养老护理职业要求介绍》课程 

孙孝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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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老年病护理及老年病护理管理 30 年，从事老年居家护

理指导工作 6 年，期间参加协和医院老年病科疑难病例会诊讨论工作 3 年，兼职从事护

理院校教学工作 10 年。北京广播电台爱家栏目特邀老年护理专家，任中国老年学学会“养

老与护理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封如怡 

主治医师，从事医院内科临床工作 12 年，诊所全科医疗工作 9 年。从师于协和医院

心肾专家毕曾祺教授，北京医院心内科曾肇琦教授。参加过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认知

障碍干预与护理培训、安宁缓和医疗和临终护理培训。 

 

养老护理班课程 

《正常人体学基础》、《医学基础》课程 

江红 

高级讲师，副教授。在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授课多年，曾任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副院长。

曾获得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职业院校老年服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并参编多部职业教育教材。 

 

《老年心理护理》课程 

李志新 

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 28 年，其中在老年科从事护理管

理工作 10 年。兼职北京卫校《精神科护理》教学 5 年、海淀卫校《精神与心理护理》教

学 3 年，参编护理教学及老年心理科普著作 4 本。 

 

《老年人生活照护技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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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亚晴 

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临床护理 13 年，护理教育 15 年，图书情报工作 10

年，退休后从事居家养老工作 5 年。在各类杂志及研讨会发表护理及护理教学文章 10

余篇，参编著作 2 本。曾任中华护理学会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卫生部部属中专卫（护）

校教学改革及课题组考核组成员。 

张峰 

主管护师，在三级甲等医院从事教学、护理工作 14 年，居家养老服务 4 年，目前为

慈爱嘉养老服务主管护士。参与慈爱嘉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教学、培训和评估工作，参

与了几所大学和慈爱嘉培训学校的教学培训工作。 

白晓荣 

护师，在北京达仁和诊所担任护理工作 9 年。参与慈爱嘉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教学、

培训和评估工作，参与了慈爱嘉培训学校的教学培训工作，带教和指导居家老年护理服

务工作。 

 

《老年服务礼仪与沟通》课程 

鞠迎萦 

高级服务技师，国家注册物业管理师。餐饮服务国家级考评员，餐饮服务国家级裁

判员，酒店管理培训六西格玛绿带资质。曾在中美合资的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从事服务

管理近 20 年；在中港合资一级资质的物业公司从事服务管理工作 8 年，现任公司客户服

务总监、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讲师。 

 

《常见老年病及护理》课程 

封如怡（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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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从事医院内科临床工作 12 年，诊所全科医疗工作 9 年。从师于协和医院

心肾专家毕曾祺教授，北京医院心内科曾肇琦教授。参加过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认知

障碍干预与护理培训、安宁缓和医疗和临终护理培训。 

杨林（医疗） 

主治医师，中华抗衰老保健协会副秘书长，从事临床医疗及健康管理工作近 20 年，

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5 年余。多次参加中华医学会“中华健康管理论坛”，参加人社

部高级健康管理师教育培训并获得“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 

孙孝芹（护理） 

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老年病护理及老年病护理管理 30 年，从事老年居家护

理指导工作 6 年，期间参加协和医院老年病科疑难病例会诊讨论工作 3 年，兼职从事护

理院校教学工作 10 年。北京广播电台爱家栏目特邀老年护理专家，任中国老年学学会“养

老与护理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史亚晴（护理） 

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临床护理 13 年，护理教育 15 年，图书情报工作 10

年，退休后从事居家养老工作 5 年。在各类杂志及研讨会发表护理及护理教学文章 10

余篇，参编著作 2 本。曾任中华护理学会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卫生部部属中专卫（护）

校教学改革及课题组考核组成员。 

 

《居家安全与急救知识》课程 

姚莉 

副主任护师，原卫生部北京医院护理部副主任，30 余年专业护理的管理与教学经验。

慈爱嘉养老服务总护士长，4 年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经验。参与完成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

目、多项局级课题等研究工作。承担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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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护员实务培训》及职业教育工学一体化改革规划教材《老年照护技能训练》的编

写。 

张峰 

主管护师，在三级甲等医院从事教学、护理工作 14 年，居家养老服务 4 年，目前为

慈爱嘉养老服务主管护士。参与慈爱嘉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教学、培训和评估工作，参

与了几所大学和慈爱嘉培训学校的教学培训工作。 

 

《老年营养与四季饮食调养》课程 

卢先 

原供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在欧洲巡医多年，慈爱嘉首席健康管理培训师。

国家二级健康管理师，主编中国福利协会《居家养老照护员》教材及多部著作。 

周文娜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推拿专业硕士毕业，现任北京达仁和诊所医师、慈爱嘉失智护

理研究小组成员。其撰写的论文参加了第七届全国中西医结合营养学术会议交流并获得

优秀论文。 

 

《老年健康评估》课程 

杨林 

主治医师，中华抗衰老保健协会副秘书长，从事临床医疗及健康管理工作近 20 年，

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5 年余。多次参加中华医学会“中华健康管理论坛”，参加人社

部高级健康管理师教育培训并获得“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 

卢先 

原供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在欧洲巡医多年，慈爱嘉首席健康管理培训师。

国家二级健康管理师，主编中国福利协会《居家养老照护员》教材及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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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与保建知识》课程 

卢先 

原供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在欧洲巡医多年，慈爱嘉首席健康管理培训师。

国家二级健康管理师，主编中国福利协会《居家养老照护员》教材及多部著作。 

王乐平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外科专业，医学博士。长期从事周围血管疾病临床工作

及相关研究。现任北京达仁和诊所主治医师，慈爱嘉失智护理研究小组成员。获中华中

医药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中医药博士优秀论文一等奖。 

王磊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医学博士。曾赴瑞士一年完成博士生联合

培养，现任慈爱嘉达仁和诊所医师，慈爱嘉失智护理研究小组成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十余篇，参编多部书籍。 

吴美玲 

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医学硕士。拥有多年中医临床工作经验，

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科研工作。现任慈爱嘉达仁和诊所医师，慈爱嘉失智护理研

究小组成员。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 7 篇。 

 

《康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 

孙立众 

副主任医师，获日本北海道大学康复医学专业博士学位。在三甲医院北京同仁医院

康复医学科，从事临床康复诊疗与教学工作二十余年，在骨科和神经科疾患的康复评定

与治疗方面积累丰富临床经验。目前为慈爱嘉首席康复专家。  

刘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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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康复治疗师，运动疗法（PT）专家，曾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从事

康复治疗工作二十余年，现为慈爱嘉特邀康复专家。 

 

《老年安全用药》课程 

封如怡（医疗） 

主治医师，从事医院内科临床工作 12 年，诊所全科医疗工作 9 年。从师于协和医院

心肾专家毕曾祺教授，北京医院心内科曾肇琦教授。参加过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认知

障碍干预与护理培训、安宁缓和医疗和临终护理培训。 

 

《认知障碍的干预及护理》课程 

姚莉 

副主任护师，原卫生部北京医院护理部副主任，30 余年专业护理的管理与教学经验。

慈爱嘉养老服务总护士长，4 年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经验。参与完成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

目、多项局级课题等研究工作。承担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老年

居家照护员实务培训》及职业教育工学一体化改革规划教材《老年照护技能训练》的编

写。 

马卫华 

慈爱嘉养老服务办公室主任，近 5 年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研究经验，全程参与慈爱嘉

各分支机构的建立、培训和支持工作。获得丹麦基础护理学院认知障碍培训师专业证书，

慈爱嘉认知障碍护理培训小组成员。 

侯建平 

慈爱嘉养老技术部助理，3 年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经验及 1000 小时以上认知障碍老人

的服务经验，获得高级养老照护员证书，丹麦基础护理学院认知障碍培训师专业证书。

慈爱嘉认知障碍护理培训小组成员，作为助教多次参与公司对内对外认知障碍课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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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课程 

孙孝芹 

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老年病护理及老年病护理管理 30 年，从事老年居家护

理指导工作 6 年，期间参加协和医院老年病科疑难病例会诊讨论工作 3 年，兼职从事护

理院校教学工作 10 年。北京广播电台爱家栏目特邀老年护理专家，任中国老年学学会“养

老与护理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史亚晴 

副主任护师，在三甲医院从事临床护理 13 年，护理教育 15 年，图书情报工作 10

年，退休后从事居家养老工作 5 年。在各类杂志及研讨会发表护理及护理教学文章 10

余篇，参编著作 2 本。曾任中华护理学会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卫生部部属中专卫（护）

校教学改革及课题组考核组成员。 

 

《老年闲暇与管理》课程 

荣培云 

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原北京市第十四中学校长、书记，原北京百年农工子

弟学校校长，现任慈爱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 

李昂 

北京大学化学生物学硕士，美国 Texas A&M University 大学化学博士，参加了老

年人评估培训、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丹麦认知障碍护理培训、德国安宁缓和医疗和临

终护理培训。现为慈爱嘉高级培训师，慈爱嘉培训学校校长。 

端木子尧 

曾任宁夏育才高级中学计算机课程教师、惠普中国大连分公司网络工程师，目前为

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慈爱嘉信息部工程师。目前活跃于老年益智活动课程开发

及手工课程讲授，计算机 JAVA 语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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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鸫 

毕业于英国皇家霍洛威大学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理学硕士。曾任北京新东方培

训学校英文教师，目前为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 

 

《老年健康指导》课程 

高莉 

毕业于首都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理学硕士学位。任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

慈爱嘉公司康复师。获美国 AFAA 体适能认证教练。擅长领域为健康运动课程和运动养

生课程。 

荣培云 

慈爱嘉培训学校高级培训师，北京市人民政府兼职教育督导。原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校长、书记，原北京百年农工子弟学校校长，现任慈爱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 

 

《居家环境卫生》课程 

李延 

资深环境清洁技术专家、具有北京市“物业项目负责人”资质。在五星级涉外酒店

及大型物业公司从事环境及清洁管理 20 余年，多年来一直担任北京百年职校环境卫生与

环境保护课程主讲教师。著有《环境清洁技术》一书，由清华大学于出版社于 2007 年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