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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有路 就业有门 创业有道

晒一晒，萧山这些年培养的优秀中职毕业生

技能，成就人生
梦想。随着职业教育
不断显现出在升学、
就业、创业等方面的
优势，“职业教育同
样是优质成才平台”
的观念渐渐被人们所
接受。

今天，我们来认
识一些以职业教育为
起点成功成才的优秀
萧山中职毕业生。从
他们的成长历程中，
能感受到“人人皆可
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的职教魅力。

如果你将要选
择职业教育，他们的
今天，也许就是你的
未来。

文/记者 朱颖华
通讯员 朱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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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尧：跨国公司职业
经理人

毕业于萧山一职的张建尧，从普
通财务人员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进
取，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国内外财务
技能、中外经营管理、英语等技能的综
合性人才。他历任美国伊顿电气施威
特克电源（中国）公司的财务经理、人
力资源部经理、信用控制部经理、SAP
系统财务模块业务主办，伊顿施威特
克中国工厂工会主席，美国伊顿北亚
区电气集团中国西北区的销售市场经
理，2000年同时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
电子工程跨国公司“invensys”旗下的
高级职员。在竞争异常激烈的跨国高
科技外商独资企业里，曾经仅有一张
萧山一职毕业文凭的张建尧，与众多
本科生、硕士、博士同台竞技，凭自己
的能力，在这家企业站稳脚跟，并得到
发展。几经风雨，张建尧成长为了一
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

宋海英：萧山阳光幼儿
园创办者

宋海英是萧山一职92届幼师专业
毕业生，杭州市“职教之星”。职高3
年，她勤于钻研，刻苦学习，练就扎实
的基本功。走上工作岗位仅3年，她就
五关斩六将，一举获得“萧山市教坛新
秀”的荣誉。1998年，她被委以重任，
承担起霞江、沙河沈、会朗曹三村幼儿
班的搬迁撤并工作。三校的顺利合
并，新塘乡第一所规范幼儿园——“霞
江幼儿园”的组建成功，为新塘乡的幼
教事业开辟了新纪元。庸者等待机
遇，强者挑战机遇。2001年，宋海英毅
然“下海”，投资创办了占地8亩的新塘
第一所“萧山区四星级幼儿园”——阳
光幼儿园。在亲任园长的办园过程
中，她努力通过“一流的设施、一流的
质量、一流的服务”来提高办园层次，
带领幼儿园荣获了“浙江省二级幼儿
园”“杭州市绿色学校”“杭州市爱国卫
生先进单位”等荣誉。

沈迦伟：考取浙师大研
究生，成长道路越走越宽

萧山一职机电专业毕业生沈迦
伟，现为浙师大在读研究生。从入校
时的失落迷茫到分流选择时的彷徨纠
结，再到高三阶段的坚定拼搏，他不断
学习，不停进取，不仅学到了知识、掌
握了技能，也开启了自己光明的职业
发展道路。2015年，他以一名职高生
的身份考上了心仪的浙师大，在大学
四年中，带着“勤奋进取、文明创新”的
一职精神，努力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以自身的专业为出发点，钻研课题，参

加竞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获得了
国家励志奖学金。2019年，沈迦伟又
顺利考取浙师大硕士研究生，向着更
高的目标，奔向新的人生旅程。如今
的沈迦伟，手握维修电工高级证书、数
控车工中级证书、制图员高级证书、普
通车工中级证书，以及实用新型专利
两项。脚踏实地，头顶星空，沈迦伟通过
自身努力，把自己脚下的路走成了风景。

王璐：出国留学，年年获
得奖学金

萧山一职14金融班毕业生王璐，
目前为韩国加图立大学经营学大二学
生，年年获得学校奖学金。在萧山一
职读书的前两年，韩璐一直是各方面
表现平平的普通学生。高三时，她做
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选读学校
的韩国班，准备去韩国加图立大学留
学。有了好的平台和坚定的目标，韩
璐在14韩国班，努力学习，当上了班
长。进入大学以后，她合理安排时间，
更加发奋努力，一年后以4.39的成绩
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又过了半年，她
顺利通过韩语五级。如今的韩璐在不
断进步、不断更新自己的过程中，渐渐
明确了自己的职业目标。想成为一名
优秀HR的她，打算大学毕业后继续攻
读研究生。她充满自信地说：“这些曾
经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却觉得不是
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陈利江：五星级大酒店副
总裁

1991年在萧山二职烹饪专业毕业
后，陈利江进入开元萧山宾馆工作，先
后担任领班、主管等职务，2002年担任
厨师长，之后，带领全体员工创新菜
品，使酒店餐饮月营业达到800多万
元，年营业达到5800多万元；2005年
调至五星级大酒店开元名都大酒店任
行政总厨，2013年5月升任开元名都
副总。新派杭州菜、新派广州菜都是
他的专长，除此之外，他对鲁菜、淮扬
菜、川菜等也颇有研究。曾亲自为众
多名人烹饪佳肴，张学友、郭富成、杨
澜、王小丫等名人也对名都菜肴青睐
有佳。365天，准备4745张合菜单，12
期特色创新菜，带领165名厨师，超过
1个亿的餐饮营收，他的人生之路、事
业之路、烹饪之路精彩延伸……

傅婷菲：2018年浙江省
高职考状元

2018年，就读与萧山二职的傅婷
菲，以556分的成绩摘得外贸专业全省
状元。在职业学校学习的这段经历，
是她的一大转折点。经过高中三年的

磨砺，她养成了刻苦努力的精神。许
多人对职高生并不看好，但她并没有
放弃，更不服输。从一个懵懂的人逐
渐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三
年的学习，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路是
自己走出来的，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
每一个驿站，职高学生一样出彩。

汪立建：把农村家宴做
成星级酒店水平的领头人

汪立建是萧山二职烹饪专业09级
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浙江省中职学校
技能大赛荣获热菜、冷菜项目二等
奖。毕业后，他一开始只在家族中尝
试烧个三五桌。由于技术好、手艺高，
知名度越来越高，邀请他烧宴席的人
越来越多。他看中了农村家宴市场的
广阔前景，萌生了打造“汪家门家宴”
服务队的念头。他组建的团队虽然服
务于广大的农村，但却有别于乡村“土
厨师”，团队里的厨师每年要进行相关
培训，并且有专人负责研发新菜，在保
证家宴质量的同时，在花样、烹饪手法
上与大饭店接轨。他一心把农村家宴
的品质提升到星级酒店同等的水平，
成为萧山农村家宴市场的领头人。就
他自己而言，1年掌勺家宴数在2500
桌以上。

陈超艺：韩国加图立大
学学生

陈超艺为萧山二职13商英班学
生。高中期间，她积极参加班级以及
学校组织的活动，认真完成自己的学
业，曾获得萧山区商务英语竞赛第一
名，并取得与专业相关的一些证书，如
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英语等级考试
证书等。高中毕业后她选择出国留
学，现为韩国加图立大学学生。在加
图立语言学院的一年时间里，她像高
中一样刻苦，取得了韩语能力等级五
级的优异成绩，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
资格，也享受到了一年的学费减免的
政策优惠。大二期间，她学习更加勤
奋，得到了4.3的学分，获得了学校的
全额奖学金。今年2月份，韩国加图立
大学国际交流处李昌雨处长一行莅临
萧山二职的时候，特地表扬了陈超艺
同学，感谢萧山二职为他们输送了优
质的生源。

陈金飞：浙大工程师学
院学生事务办副主管

陈金飞，1998年萧山三职（原峙山
职高）毕业，2002年浙江师范大学本科
毕业，2008 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毕
业。现任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学生事
务办副主管。曾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信电学院党总支委员、学工办主任兼
团委书记、学生党支部书记，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科研部综合管理办公室主
任、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教
工联合党支部副书记。曾获得浙江省
优秀辅导员、杭州市优秀辅导员、浙江
省普通高校就业先进工作者、浙大城
市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先后教授《形势与政策》《思想道
德修养》《电子系统检测与维修》《项目
管理》等课程，编写了《求是创新的信
电人》《KAB教学模式在短学期实践教
学中应用》等辅导教材，主参和主持课
题研究10余项，其中省部级课题2项、
地厅级课题1项；发表学术论文近20
篇，其中核心及以上期刊和EI收录6篇。

郑芳：汉帛国际首席制
版师

毕业于萧山三职服装专业的郑
芳，1998进入浙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深造，2001-2002就职于杭州太平洋
保利纺织品有限公司，2002年起一直
在汉帛国际就职，是汉帛国际首席制
版师。2006年，她作为公司的外销技
术代表被派往香港洽谈多项技术问
题；2008年担任公司内销“HEMPEL”
品牌的制版主管；2009年在萧山区服
装制作项目技术比武活动中获第二
名，荣获萧山区第六届“技术能手”称
号；2014年获得高级技能证书。在萧
山区总工会举行的首届“金齿轮奖
——杰出职工”表彰大会上，29岁的郑
芳获得了最高奖——“金齿轮奖”。该
评选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和区总工会联
合开展，评选门槛很高，能够获此殊
荣，是对郑芳职业技能的最佳肯定。

孙凌霄：考取俄罗斯列
宾美术学院

孙凌霄，2013年毕业于萧山三职
服装专业。2014年考入俄罗斯列宾美
术学院油画系。目前在 савкуева工作
室就读五年级。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
是世界著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学
院建于1757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它
与巴黎的中央美术学院一样是世界著
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主要培养大
师级的美术人才。

蔡一壹：创办两家手工
西服高级定制工作室

蔡一壹，2003-2006年就读于萧
山三职服装专业。毕业后，历经几年
的摸索和打拼，他凭着过硬的服装素
养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萧山成立了
红帮洋服等两家定制手工西服工作
室。红帮洋服是一家经典传承高级定

制的西服店，虽门头不大也不奢华，但
来头不小，男篮教练、各路明星等都对
这个品牌信任，目前红帮洋服萧山店
业务量逐年提升，在业内具有广泛的
知名度。他说，母校对其专业的培养，
对现在事业的帮助是刻苦铭心的，正
是学校博雅清正的校风和老师们敬业
奉献的教风，温馨关怀和严格磨练，助
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大学的专业学
习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自信，从而比别
人先一步做好了人生准备。

陈清锋：新三板上市公
司董事长

萧山四职1988届毕业生陈清锋，
现为新三板上市公司豪恩集团董事
长，是深圳市优秀民营企业家。他热
衷慈善事业，是一个将爱心带入企业
文化的公司总裁，在四川汶川大地震
中向灾区捐赠近2000万元救灾物质，
现为全世界最大慈善机构国际狮子会
深圳380区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深
圳香蜜湖狮子会创会会长。2012年获
得“中国公益事业十大爱心大使”称
号。十余年来的爱心和善举，集中体
现了一名优秀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他始终
坚持：一个企业要极富社会责任感。
所以豪恩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除了解行
业本身的前景之外，更重要的还看到
这个行业承担着社会安全的责任，既
能够实现自己的事业又能为社会和人
民带来安全与利益。

赵云：本地区工程建设
管理领先企业的缔造者

萧山四职98届财会专业毕业生赵
云，曾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担任业务员，
曾创办过杭州伯利恒再生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现为浙江凯晨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区政协委员。凯晨创办
10年来，G20项目、湘湖三期项目、创
西湖杯的春意江南小区项目等500多
个工程项目，2000亿元总造价，让公司
成为了本地区工程建设管理全过程咨
询服务的领先企业之一。她白手起
家，从零开始创业，一路走来，如铿锵
玫瑰一般，美丽坚韧地追梦路上专注
地默默前行，用诚信、低调和实干来守
护萧山这座城市的一座座建筑。从她
身上诠释了萧山四职“阳光自信”的学
校精神。

高飞：代表中国登上国
际比赛领奖台

高飞是萧山四职07级机械3班毕
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表现出较强的
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学校机械专
业组教师的精心指导，打下了扎实的
机械专业技能基础，高中期间曾多次
参加省市的技能比赛，并取得佳绩。
升入高职院校后，他的职业技能更得
到了快速提高，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取
得了佳绩。2013年8月底，高飞被选
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准
备代表中国参加2014年在德国莱比
锡举行的制造团队挑战赛总决赛，最
终取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高飞说，萧
山四职，给了他一个展翅高飞的可能。

沈佳伟：深耕专业一路
向前

沈佳伟，2016年3月以第二名的
成绩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口译学专业录
取。他是萧山四职2008届国际商务
专业学生。英语成绩在高中阶段不是
特别突出的他，在萧山四职找到了专
注的方向。沈佳伟2011年考入宁波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就读自己感兴趣的
应用英语专业，2014年又通过浙江省
专升本统考考入宁波大学英语专业。
大学期间，他以637的高分通过大学英
语六级测试，先后获得专业英语四级、
八级优秀等级，取得上海市英语高级
口译证书、国家人社部英语三级口译
和二级口译证书，雅思总分8分。他两
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毕业生，两次获
得国家奖学金，获得宁波大学口译大
赛一等奖、全国口译大赛浙江省复赛
一等奖、华东区赛二等奖、浙江省口语
大赛一等奖。

五星级大酒店副总裁、萧山二职毕业生陈利江新三板上市公司董事长、萧山四职毕业生陈清锋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萧山一职毕业生张建尧

手工西服高级定制工作室创办人、萧山三职毕业生蔡一壹

四星级幼儿园创办者、萧山一职毕业生宋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