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那个一头钻进了唐卡的神秘世界， 为研
究唐卡三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陈飞吗？ 2018年6月30
日 ， 《劳动者周末 》 刊发了 《陈飞 ： 三生三死的
“唐卡情缘” 》 一文， 介绍了北京藏经阁收藏品文
化交流中心唐卡首席画师指导陈飞专注传承的故事。
这一年多来， 陈飞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2018年7
月 ， 他获得 “北京榜样 ” 荣誉称号 ； 去年 ， 他在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比赛” 中经过
多场比赛的角逐， 最终获得一等奖； 去年， 他还荣
获 “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不仅如此， 陈飞用了两年
的时间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经管系研究生， 重新回到
学校， 充实自己。

刚刚过去的2019年， 陈飞有好几件值得纪念的
事儿———去年8月， 陈飞站在 “时代新人说———我和
祖国共成长” 舞台上激情演讲， 用精彩的表现征服
了评委； 去年10月1日， 陈飞又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
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不过， 去年令陈飞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读书。 “每周四天课， 论文要求
严格 ， 查重不能超过3%， 说实在话 ， 读书真是艰
苦。” 在清华大学的一间教室里， 陈飞捧着盒饭一边
吃， 一边苦笑着跟记者说。 陈飞说， 获得高学历是
他儿时的一个梦想， 也是他追求事业的客观需要 ，
“我考了两年， 才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 复习考试的
时候， 经常挑灯夜战。 有时候看着看着书， 一抬头
发现天都快亮了。 我现在读书不仅是圆梦， 也是在
拼事业中感到自己需要充电。 我不知道40岁的自己，
还有没有机会让自己更充实。”

陈飞说， 这一年多以来， 他的唐卡研究有了新
的内容， 画师队伍也进一步扩充了， 他希望用学到
的知识将这份事业发扬下去 。 “我在 ‘时代新人
说———我和祖国共成长 ’ 演讲比赛中的题目就是
《典藏岁月 专注传承》。 大国文化需要有人去传承，
而我们这一代必将是付出的一代， 这个责任我永远
都不会忘记。”

百战归来再读书
传承之路依然延续
□本报记者 李婧

20多年以来， 门头沟区王平中学教师王娜扎根
山区教育， 踏实工作， 收获了学生的友谊和家长的
信任。 她的事迹于2016年9月10日刊登在 《劳动者周
末》 上。

凭借年复一年对生物教学的不懈研究， 王娜在
业务上不断提升， 评上了区级骨干教师， 开始为区
域青年教师发展贡献自己的心力 ， 还获得北京市
“紫禁杯” 班主任、 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等荣
誉称号。

在她的教导下， 学生们的眼界开阔了， 自律性
提高了， 更加热爱生活， 身心出现巨大变化。 她欣
慰于学生的进步， 也更加坚定个人选择， 从未想过
离开。

上了报纸， 名气更大， 她对自我的要求更加严
格， 在学习心理学、 教育学等知识的同时， 不断系
统梳理自己的教育智慧和教学经验。 2019年， 她被
教育部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 成为山区学校一线教
师群体的优秀代表。 对此， 王娜谦逊地称自己只是
一名普通的山区教师， 能够获奖是组织上对这个群
体的肯定与鼓励。

如今的她依然坚守山区校讲台， 教授初二、 初
三年级生物课， 每天兢兢业业地讲课备课。 山里学
生没有参加补习班， 也没有请家教老师， 但在2018、

2019年中考， 她的学生却考出生物全区第二的好成
绩， 2018级学生还获得门头沟区先进班集体称号。

此外， 她还多了一个身份， 就是成为第12届门
头沟区党代表， 通过参政议政加强了对本职工作的
认识， 思想境界再上层楼。

近年来， 北京市教委搭建起双师服务平台， 组
织名师利用业余时间在线辅导郊区学生 。 2019年 ，
王娜在线80多个小时， 共辅导158人。 今年她说要坚
持做好双师服务， “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 自
己感到很幸福。”

变换的是时间， 不变的是教育情怀与理想信念。
“这里的孩子需要我们， 家长需要我们， 我们要把山
区孩子当做自己的娃 ， 为每一个山里孩子成长负
责。” 2020年， 王娜表示会继续努力， 让学生们自信
绽放， 收获快乐与成长， 在新中考里取得佳绩。

2019年当选“全国优秀教师”
□本报记者 任洁

过去的一年，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 余翠平

2005年， 姚莉辞去高薪的工作， 与一批爱心人
士一道投身慈善事业， 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全免费公
益职业学校———百年职校。 姚莉说， 在过去的一年
里， 在教学创新方面， 百年职校开始在各地学校全
面试行个人学习计划。 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 特点
和愿望， 为学生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学习资源以及
学习形式， 提升学习效率、 发挥学生优势也挖掘其
潜质， 实现个性化培养； 百年职校通过社会支持 ，
引进开发了一系列新课程。 在谷歌公司支持下， 学
校引进开展了APP Inventor课程教学， 并以数字技能
创客挑战赛的形式进行了教学成果交流展示。 施耐
德电气支持的智能照明课程也同步开启， 此外， 学
校还新开设了网络运维工程师和烹饪课程， 这都广
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在教育和扶贫模式传播推广方面， 百年职校的
教育扶贫案例进入 “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
享平台”， 该平台由世界银行发起， 亚洲开发银行支
持，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发展门户网联合运营
并获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姚莉理事长受邀赴罗马
参加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分享百年职校的故
事， 学校的扶贫经验借此实现国际间共享交流。

与此同时， 百年职校持续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合作， 开展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行动”， 其中重要一
项是面向深度贫困地区 （贵州雷山、 甘肃渭源、 江
西石城） 开展职校教师的培训交流。

2019年3月， 由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和百年职校
理事会共同发起， 并经民政部备案批准设立的 “百
年爱心专项基金” 在北京启动， 旨在支持基于百年
职校平台开展的各类公益项目和社会服务。

2019年7月， 百年职校自主开发的 “百年树教学
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国家版权局审核， 获得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姚莉说， “百年树系统” 的研发是百
年职校实践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推进职业教育现代
化的重要举措。 系统以打造 “教育区块链” 为思路，
实现了学生成长路径与教学育人等各类信息的全方
位关联， 使其成为百年职校教育创新的前沿阵地。

说到海外校区， 姚莉激动地告诉记者， 安哥拉
百年职校进入办学的第5年， 已经发展为当地职业教
育的品牌，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学校为学生提
供优质的课程和丰富的活动， 包括： 受中国驻安哥
拉大使馆邀请， 参加中安建交35周年文艺演出； 并
在安哥拉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保障毕业生实现
了高质量的就业。

唐卡画师指导陈飞：

职业教育家姚莉：

王平中学教师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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