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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商贸职业高级中学：
至善“荷”美 和而不同 培育“最美职业人”
“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职业学校，这是职业教育的唯一使命，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
关了门干的。”作为余杭区唯一一所以专业命名的公办职业高中，商贸职高校长高有法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引用中国近代职业
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作答。他说，中职教育的这个原则与使命，决定了它的专业设置必须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
支柱产业的人才需求，办学目标必须着眼于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职业适应力的提升。只有社会认可，学生学有所用，职业学
校之教育才真正拥有了生命力。
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赵瑶珍

杭州市余杭区商贸职业高级中学
2018 年招生简章
余杭区商贸职业高级中学于 2011 年
管理学校等。
挂牌成立，是余杭区唯一一所以专业命名
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校位于临平主
向、以质量为根本、以创新为动力，秉持
城区，人民广场东侧。
“为每一位学习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
自办学以来，学校确立了“荷”文化的 “让每一位学习者拥有成功出彩机会”的
核心理念，构筑“至善和美”的教育愿景，
办学理念，着力为余杭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打造“戮力同心”的教学团队，提升学生
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中职专业
“和而不同”的核心素养。学校综合实力
技术人才。学校现开设电子商务、旅游服
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先后被评
务与管理、美术设计与制作、财务会计 4 个
为浙江省三级中等职业学校、浙江省节约
专业，拥有 34 个全日制中职教学班，在校
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杭州市优秀志愿服
中职学生 1500 余人。
务集体、余杭区文明单位、余杭区规范化

2018 年余杭区商贸职业高级中学
招生计划
商贸职高南大门校训石

至善和美 匠心育人 学生拥有出彩人生
商贸职高从 2011 年始招生至今不足七
年，办学时间可谓短暂。然而，在正确的办
学思想、理念指引下，通过全体教职员工几
年来的共同努力，商职取得的成绩是丰厚
的，特色日趋鲜明，实力日益提升，老百姓的
口碑也越来越好。这几年，商职年招生在
12 个班额及以上规模，
“ 以电商、旅服两大
专业为主体、以美术专业为特色”的专业体
系已顺利构建，
“ 三考一竞赛”成绩、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良好。升学有望，
创业有方，商贸学子是幸运幸福的，也是独
特而美丽的。
“我的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
和汗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您的谆
谆教诲。感谢老师们的辛勤培育，感谢母校

给我带来的无限快乐。我忘不了您——我
的母校!”这是商贸职高 14 电商学生李星莉

余杭区首届十佳“美丽学生”李星莉

的内心感言。原来认为选择就读职高是一
种无奈，商职的学习生涯，让这位原本十分
平凡的女生实现了人生的转折。不仅专业
学习精益求精，她乐于助人的事迹也深深感
染着身边的许多人。就在毕业那会，她被评
为余杭区首届十佳“美丽学生”，为自己三年
的职高学习划上了完美的休止符。
拓匠心育人之路，培养“最美职业人”。
商贸职高从办学伊始，始终把“育怎样的人
怎样育人”作为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
宿，坚持特色化、品牌化发展道路，致力于对
职高学生职业素养的全面锻造，厚德博能，
匠心育人，为广大中职生筑梦、圆梦打开“心
灯”，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发展专业、提升素养
敞开
“大门”。

茶艺课

电商专业技能实训

马凯锋、叶邦炜、祝敬利同学获第十一
届浙江省电子商务大赛个人赛一、二等奖

学生健美操队获杭州市中学生健美操
比赛二等奖

立德树人 以文化人 学生积淀发展底蕴
走进商贸职高大门，一块巨大的校训石
静静矗立着，
“立德树人”四个小篆体刻字十
分醒目。
步入学校后，无论往哪移步，随处可见
各种赏心悦目的景色。作为余杭区首批“美
丽学校”，
校园四季如春，可谓美不胜收。
“中职学生的发展，德性的培育是根本，
包括思想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校
长高有法总是用这句话来勉励一批又一批
的商职学子。在谈到如何塑德的问题时，他
说，学校文化体系建设特别重要。因为，学
校文化是一棵生命树，是一所学校综合竞争
力的体现。在实践中，要秉承“文化立校”的
理念，在传承非遗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系统发展“荷”文化三方面做好文章，要使商
职的师生在充满文化韵味的家园、乐园里幸
福地学习、工作与生活。
2018 年 3 月 26 日，
“ 柏海铁艺工作室”
揭牌仪式在商贸职高举行，杭州日报、余杭
电视台、区文联等文化媒体见证了这一有意
义的时刻。仪式上，高有法致欢迎辞，他充

分阐析了学校传承非遗的责任、使命与重大
意义，对参加活动的全体同学提出殷切期
望，希望他们能有情怀、有担当、有毅力，共
同肩负起传承非遗的使命。全国百姓学习
之星、杭州民间工艺大师厉柏海已年逾七
旬，他表示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铁艺画手
艺教给学生，希望这一手艺能够永远流传下
去。在随后的铁艺课上，厉大师用自己特制

“铁艺大师”厉柏海教授铁艺画

的工具，向学生边讲解边示范。老手艺人一
丝不苟的教学态度让人动容，非遗文化传承
的不仅只是技艺本身，更是精益求精、尽善
尽美的工匠精神。
在商贸职高校园内，还有一支规模不小
又备受瞩目的特殊队伍——
“爱乐”志愿服
务队。近几年，
“爱乐”的身影活跃在各个舞
台，承担了诸如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志
愿服务、全国“流动少年宫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志愿服务、杭州市第十届及第十一届天
堂儿歌志愿服务、杭州地铁志愿服务、防电
信诈骗志愿服务、春运余杭高铁志愿服务等
各类活动，总服务时数超两万，被评为区德
育精品项目，多次获市级优秀志愿服务队荣
誉，广受社会各界赞誉。
厚德重艺扬特色，文化育人绘新图。学
校将以“荷”文化系统建设为引领，加快建设
体现时代特征和职业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
协力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不断满足师生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培养合格的职业
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融通合作 践行历练 学生丰厚职业素养

深化产教融合，密切校企合作，实现教
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有机衔接，是现代职
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战略引擎。
目前，商贸职高已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
区电商孵化园、浙商开元名都大酒店、杭州
凡邦装饰等三十多家单位签订新一轮校企
合作协议，并向校外各实训基地授牌。2017
年 5 月 18 日，商贸职高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自此，学校多元化办学体系建构步入新阶
段。近几年，学校以深化中职“选择性课改”
“现代学徒制”为契机，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
区电商孵化园等众多大中型企业在“校企联
合招生”
“ 开展职业体验”
“ 双向课程植入”
“团队创业孵化”
“企业轮岗实践”和“顶岗实
习就业”六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初步形成
了具有学校特色的“1+N”现代学徒制试点
推进模式，
共建共享育人机制日趋完善。
在一次总结会上，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商孵化园总经理施旻涛对双方合作表示
充分认可，他希望以后能进一步密切合作，
深化产教融合，为园区培养更多一线人才。
“在学校，我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收

获很大。我特别喜欢轮岗实训，为我今后的
共同指导下，
“源计划”创业团队获第十届浙
工作奠定了基础。”毕业生孙佳涛在浙商开
江省电子商务大赛中职组争霸赛一等奖，
元名都大酒店实习表现积极，得到了酒店管 “生鲜汇”创业团队获浙江省创新创业精英
理方和同事的充分肯定。如今，小伙子已在
赛项目中职组三等奖，
“群英荟”创业团队获
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了心仪的岗位，月薪达
杭州市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万元，对自己对未来的信心也更足了。
在 2017 年第六届商职技能节中，先河
创新创业教育是商贸职高的一大特色，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向阳对学生创
学校已先后建成尚艺坊工作室、速派通物流
作的作品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希望校企合
站及“源计划”
“ 生鲜汇”
“ 群英荟”等多个学
作，尽快组建学生创业团队，共同研发、制作
生创业团队。在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
精美的手工产品。电子商务专业 15 届毕业
生姚斌在校期间就开始创业，现已成为华硕
主板省级一级代理商，年收入达 20 多万元。
此外，学校进一步密切中高职衔接，与
高职院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
“3+2”一体
化人才培养。2018 年，还将与浙江省广播
电视大学合作，启动“2+4”艺术设计成教本
科班招生，
拟招收 1 个班。
近年来，学校充分整合、优化、利用各类
教育资源，为全体师生的专业发展服务，教
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综合辐
射力与日俱增。其中，教师队伍建设长足发
展 ，学 生 一 次 就 业 率 和 高 职 上 线 率 几 近
100%，
综合成绩稳居区内同类学校前列。
凡邦装饰朱建伟现场指导学生美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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