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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鹅掌楸下追逐最真的梦想
来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
未来挺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用来“种梦”。在以鹅掌楸为校树的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里，职教学子将梦种大了。
三年职高，职教学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你：种桃种李种
春风，开尽梨花春又来。只要足够勤奋和努力，学校将提供足够
多的逆袭机会，足够大的发展平台。

筑梦——
做自信阳光、全面发展的“六有”学子
入学时的董一孝是一个内向腼
腆的男孩子，
每当有人问他：
“你中考
成绩这么好，
怎么来了中职学校？
”
他
总会低下头，
小声说：
“我觉得这儿挺
有前途的。
”
小董读的是2018年才首
次招生的数媒中本一体化专业，
可谓
以
“普高”
的分数念了职高。
入校后，热心公益的他当起了
班级志愿活动的组织人，带领同学
们拍摄了两部《垃圾分类小讲堂》视
频。他及团队还与校团委、后技处
联 合 组 织“ 垃 圾 分 类 ，人 人 参
与”
——垃圾分类投放活动周，并成
立 了“ 绿 色 先 锋·甬 悦 志 愿 者 团
队”
。经过一次次志愿活动的磨炼，
小董的自信心得到显著提高，摄影
等专业技能也得到很大提升。
一年后，董一孝当了班长，且凭
借优秀成绩和热衷公益的品行，评
上了校
“十佳学子”
。他参与撰写的
“垃圾分类案例”被评为
宁波市优秀案例，
团队撰写的志愿
活动也成功获
得了宁波市
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
成 果 一 等
奖。这个入
学时羞涩、迷
茫的男孩，华丽
董一孝
蜕变，他的人生也

变得越来越精彩。
在宁波职教中心，
勤奋学习、积
极向上、努力实践的优秀学子还有
很多。今年 5 月 4 日《人民日报》、5
月 3 日中国教育新闻网上，110 名
学生成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
学金获得者，其中就有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与管理专业的邵薇。
生活中，
邵薇是疫情防控、以身
作则的
“宣传兵”
，
是睿智创新、一专
多能的
“女汉子”
，
是尚学乐思、勤学
奋进的
“软萌妹”
，
更是学思践悟、热
心公益的
“新青年”
。
在校期间，邵薇的学习成绩一
直名列专业第一。她是校学生会主
席、班级副班长，
曾荣获全国校园发
明创意大赛金奖、全国主题征文二
等奖。她在技能方面的表现也十分
突出，在职业能力省赛和全国文明
风采市级复赛中均有佳绩。这两年
多来，她还立足专业，服务社会，参
与校级各类志愿服务达 40 余次，她
所负责的 VEC 河小二志愿团队曾
获“全国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称号、
省市级媒体报道近 40 次、收到许亚
南副市长回信和赞扬。
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和无限
高贵的礼品，那就是青春。邵薇清
楚地知道，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这就是她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的青春，充满力
量、斗志、希望与信心。

圆梦——
高三就成为月入过万元的“漏洞赏金猎人”
同样是
“中职国家奖学金”
获得
者，17 软件杨武义在初中时期是个
不折不扣的
“网虫”
，沉溺网游，从班
级的前十掉到班级第 28 名。中考
结束后，因喜爱电脑，
选择了宁波职
教中心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
“正
是这一选择，将我拉回人生正轨。”
他如此形容。
进入宁波职教中心后，杨武义
加入“网络搭建比赛项目”集训队。
很快，他就被集训队的学习氛围打
动。经过指导老师悉心指导，成功
在高一就拿到全国技能大赛一等
奖。高二时，
他又挑战自我，
选择了
一个全新的集训专业——网络空间
安全，还自学了 WEB 安全、编程、
网络基础等专业技能。
高三，杨武义借助前两年在学
校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在互联网上
找到了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他把
它叫做“漏洞赏金猎人”，即通过寻
找互联网中的安全漏洞来赚取赏

金。尽管前期入门很痛苦，有时一
个小小的错误可能要花费一天甚
至好几天的时间去解决，但最终杨
武义还是坚持了下来。
从事这个职业一年，杨武义通
过
“漏洞响应平台”
，
总计向政府、企
业、学校等网站提交了 300 余份安
全报告。目前，他在平台的排名也
从刚加入时的 4000 多名，升级到如
今的前 15。同时，他也因此获得丰
厚报酬，其间平均月收入高达 1.5
万元，最高月收入达到 5 万元。高
三时，杨武义早已通过专业技术实
现经济独立，并结识许多行业顶尖
人物。
多方面的收获，都让他更加明
确自己的职业价值观。他说：
“爱一
行干一行，
再苦再累，
干自己最热爱
的工作就是幸福的。感谢在学校的
三年历练，让我明确了自己的职业
方向，也让我将兴趣最大程度地融
入工作中。
”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校园

续梦——
人生的精彩和幸福
在毕业后延续
“我是一个很简单，而又很幸
运的人。
”
已经有两个宝宝的 90 后
奶爸苗思远如此感慨。初中曾获
宁波市田径全能项目冠军的他曾
暗暗立志：一定要在体育这块领
域 有 所 作 为 ，让 父 母 引 以 为 傲 ！
而宁波职教中心，为他的理想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
体育和体操，一字之差，对苗
思远而言，感觉迥然不同。当初
励巍老师劝他转练健美操时，心
中也有些许犹豫。当他体验了职
教中心健美操队的训练课后，看
到男队员们做出超高难度动作，
好感油然而生——原来，竞技健
美操不光是蹦蹦跳跳，需要结合
音乐，完成连续、复杂、高强度成
套动作，并以此展示身体柔韧性
和力量。此时，儿时的志向映入
脑海，如此有挑战性的项目，又有
优秀的教练团队，他毅然踏上了
竞技健美操的征途……
高中三年转瞬即逝，回想起
当初训练的不易，苗思远觉得那
是难得的历练：每晚训练到七八
点钟，然后匆忙赶公交末班车回
家，受伤后咬牙坚持，冬夜汗衫湿
透后贴在背上的凉意……
2007 年衢州，苗思远收获了
人生中第一个奖牌；
2008 年杭州，
收获了两枚省锦标赛金牌，同年
在无锡，获得属于他的第一个全
国冠军……此后四年，又陆续收
获省体育大会男单、男子六人项
目双料冠军，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金牌、年度最佳完成奖等共计 12
枚 金 牌、2 枚 银 牌 和 1 枚 铜 牌 的
佳绩。
因为在健美操方面的突出表
现，他迈入心中理想的大学——
宁波大学。2014 年大学毕业后，
苗思远从事体育教育工作。从学
生时期而来的兢兢业业态度，让
他很快适应这份工作。他教的学
生先后获得全国健美操单人项目
冠军，他也被授予全国健美操优
秀教练员的称号。
而 13 数媒专业吕兆赞在初中

苗思远（左一
左一）
）

时成绩不佳，因为热爱摄影，选择
来到学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
习。入校后，小吕如饥似渴地学
习专业知识，并加入校电视台及
摄影社，从小团员成长为“台长”，
担负起了学校各类活动的拍摄安
排。高二时，更因出色表现加入
校学生会，并负责管理学生会各
项事务。
高三时，因能力得到学校认
可，小吕加入校办企业“宁波市莫
等闲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担
任总经理一职，其间拍摄大量中
等职业学校微课、走近数字媒体
慕课、宁波职教中心 60 周年校庆
宣传片等。
2019 年初，小吕在学校支持
下带领 16 数媒班 3 名同学开启创
业生涯，成立“宁波市简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并于 2019 年 9 月设
立“叁崇映设（宁波市）文化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从最初 4 人
发展到如今 15 人，主要负责商业
短片拍摄制作、新媒体代运营等
一系列影视全案制作。目前已成
为我市活力与创意兼具，且极富
潜力的影视全案服务商。
三年求学，宁波职教中心很
多毕业生都有这样的感受：高中
三年成就了梦想，释放了青春，见
证了成长。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这样优秀的职教学子还有很多，
他们手中有艺、胸中有墨、肩上有
担、目中有人、心中有爱、脸上有
笑，像校园里的鹅掌楸一样茁壮
成长，为社会贡献聪明才智和青
春力量。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张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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