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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暖 花 开 ，该 校 航 空 服 务 专 业 学 生
在景区大课堂实践。

在青春舞台上实践梦想
听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毕业生讲述为梦打拼的故事
策 马 扬 鞭 ，是
多少人年轻时的梦
想，宁波东钱湖旅
游学校就有学子将
此梦筑于山水间；
漫游世界，做个文
化的传播者，该校
就有学子带着中华
文明走天下；
“一带
一路”，用船舶串联
起丝路驼铃，诸多
东旅学子正走在商
贸的路上；导览山
水，用知识和热情
编织岁月，无数东
旅学子正引领游客
领略祖国河山美景
……每到毕业季，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
校都会有一批优秀
毕业生受到众人的
关注，他们毕业后
都去了哪儿就业？
身上有哪些值得借
鉴的经验？近日，
我们走访了几位优
秀毕业生，聆听他
们讲述为梦想打拼
的故事，或许让处
于同样年纪或即将
进入该阶段的你有
所受益。

学生们展示学校自
编的礼仪操，越发自信
美丽。 图片由学校提供

青春
“创客”
为梦想奋斗
如果你去宁波竹海—横街镇大雷村走
走，
顺着古洞桥往东，
会到达一家
“美美马术俱
乐部”
，
这是宁波市青少年马术基地。该基地
是在
“溢竹农场”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创办者
陈益栋希望将马术与亲子游结合，
在庄园中开
辟一个集训练与休闲游为一体的综合型农场。
提起为什么创办这个农场时，陈益栋用
澄澈坚毅的眼光环视着他的农场，说道：
“历
经波折痴心不改，我要用我的手掌托起年少
的梦想。
”
陈益栋 2000 年从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毕业，曾创办经营宁波志朗进出口有限公

司，公司年产值多达 3 亿。可是他没有世人
眼中的老板气派，将每年公司利润的 10%回
报社会，并在母校设立“志朗奖学金”。后因
特殊原因，公司于 2014 年 3 月结束经营。
在创办公司期间，本着建设家乡的理念，于
2013 年 10 月注册了“溢竹农场”，选址大
雷村。公司结业后，回到家乡的他凭借着不
服输、不言败的精神，
投身农场建设。
怀揣少年时策马扬鞭的梦想，陈益栋特
地在农场里引进了几匹马儿，
并于 2016 年上
半年吸引了企业大鳄风投。有了资金，加上
自己的团队运作，
俱乐部的马儿日渐增多，
目

前已有 20 多匹进口宝马。
“我的目标是发展
教育，
我正计划在这附近建造马术学校，
培养
马术教练，把马术精神和文化教育融合起
来。”陈益栋介绍，未来“溢竹农场”将依托电
商平台来经营，采用 O2C 模式，为客户提供
专人定制服务，
为都市家庭打造私人后花园。
这里是一座创新创业的“梦工厂”，在这
一届毕业生中，还涌现了宁波盈远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创办者钱翠君、美国欢乐时光
糖果有限公司余姚分公司总经理张友、全国
优秀导游林娜、卓越旅行社有限公司创办者
翁立群等一大群有为人才。

部长、教育厅长访问墨西哥；参加关于中国
“一带一路”中南美洲战略与墨西哥项目合
作会议等。
华宇静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说：
“ 这是
一张对我来说有特别意义的照片。”照片上，
华宇静正在提问。她说：
“那次参加华夏行，
访上海新中高级中学，听《梁祝》创作者陈钢
先生谈《梁祝》。会场代表华教机构负责人
发言提问：
‘ 梁祝精神是什么精神？’陈老回
答：
‘是爱的精神，是灵魂深处对爱的表达和
延续。’在陈老回答结束后，我发言：
‘作为华
文机构负责人，在海外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
文化、语言教育，我们是怀着对祖国深切的

爱，让华文教育事业继续……当时，我的发
言引起了很多校长的共鸣，一位美国华文学
校的校长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特意找
到我，
把照片给了我。
”
墨西哥是“一带一路”战略延边辐射国
家，
工作在异国他乡的华宇静，
用中华心传播
着中华文化，
让中华情在他乡生根。据统计，
该校的毕业生中，投身教育事业的学生几乎
每届都有，
该校旅游专业的袁红燕老师，
也是
该校优秀毕业生，曾在国家级说课比赛中获
得一等奖；
还有许多计算机、
国际商务等专业
的毕业生也耕耘在宁波乃至周边区市的三尺
讲台上，
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

员工”
、
“季度之星”，感觉很新鲜。
“这对我后
来的工作以及创业很有启发。
”
她说。
但在尝试该模式前，有人认为把社会的
一套搬进学校，会造成学生的功利主义倾
向。于是，在“宾馆模式”教育实施前期，学
校进行了广泛的社会需求调查，征询了不少
宾馆、饭店行家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职业
教育应该与市场接轨。并且经过几年的实
践发现，作为职业教育的全新探索，这种模
拟社会的做法培养目标明确，
更适应社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2010 年起，学校还成
立鄞州区校级层面的首家青年就业创业互
助社，让学生有创业实践的体验。创业社里
有咖啡休闲吧、粒芽杂货铺、亮车一族洗车
行等，都由学生们自己经营，搞得非常红
火。如今，学校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以成
功承包岳鄂王庙作为创新教学模式的起
点。经过考察，2015 年 5 月初，宁波东钱湖
旅游学校以技术和一定资金入股宁波陶公
岛园林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的陶公岛景区，这
是宁波市首个校企股权合作项目。该项目

目标直指“景区大课堂”，此外，涉及“产教融
合”
与
“产品赚钱”
。除对接餐饮、
客房、
茶艺、
插花、
导游等多个专业实训外，
景区还为校方
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提供建设性意见，推荐
高、精技术人员为兼职教师。校方参与陶公
岛景区经营，在资源挖掘、项目规划、文化研
究、饭店管理、湖鲜菜肴开发等方面出谋划
策。
“‘景区大课堂’让学校在评价模式上作
出的改变也是前所未有的。
”
负责该项目的张
老师介绍，
“学业评价能够不以考卷为依据，
融游戏、表演、合作于一体，让学生能在学习
中获得知识，发展特长，收获乐趣，老师能在
学生的快乐中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对学校而言，这更是一种创举。我们以实体
合作为基点，
以陶公岛为基地，
将求知眼光放
得更远，
把探索步伐迈得更大更稳。
”
据不完成统计，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旅
游服务专业毕业生遍布全市各大旅行社、旅
游公司，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生从事外贸行业
的多达三四千人。
吴彦 陈引芳

胸怀理想筑梦
“一带一路”
在校期间，2006 级英文导游班的华宇
静同学并没有给老师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若
干年以后，当她以“墨西哥尤卡坦华文学校”
秘书长的身份与班主任陈老师再次相遇时，
陈老师既惊喜又欣慰。
“刚进学校，我其实已经打定了主意，走
一条我想走的路。”高中毕业以后，华宇静进
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就读，之
后来专升本到浙江师范大学读工商管理。
参 加 工 作 后 ，又 在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读 EMBA。 说 着 ，她 又 向 陈 老 师 展 示 了 一 些 照
片。包括代表华人参加墨西哥法国领事馆
举办的文化活动；4 月，接待安徽省组织部

快乐大课堂成就学生未来
在学校的众多毕业生中，除了事业上的
成功者，也有用爱好点亮生活的。在中信银
行工作的潘叶，除了兢兢业业工作，大部分
的业余时间都留给了越剧舞台。在旅游学
校读书时，学校为她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
台。工作后，她把爱好发展成了特长，经常
参加各类演出，
生活因此多姿多彩。
还有学生将爱好发展成了事业。创办
翼栩传媒的胡斌是该校 2014 届毕业生，因
为酷爱摄影和定向运动，他从接收航拍项目
入手，渐渐地将无线电测向融入到各类团体
活动中，创办公司，将爱好当成事业来做。
学生的成功成材离不开学校教育。据悉，
学校曾经推行过
“宾馆式教育和管理模式”
，
在
取得成效以后，
不断创新，
目前，
采用
“景区大
课堂”
教学模式和
“微笑德育”
管理模式。
该校毕业生钱翠君说，她就是“宾馆模
式”教育的受益者。她回忆，在校期间，班委
开会就像开行政会议一样，任务一样样布
置，成绩与错误一样样分析。全班会议就像
全体职工会议，由“董事长”表扬本月“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