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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东方中学 （衡水中学张家口分校） 是省级示范性高级中学，
地处 “夏都” 之称的张家口高新区， 校园环境优美， 生活设施完备。
2014年张家口被纳入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城市。 2022年与北京联
合申办冬奥会， 张家口将迎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学校现诚聘： 高中数学、 语文、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教师。
1.热爱教育事业， 身体健康， 年龄45岁以下， 本科及以上学历 （特级教

师、 学科带头人条件可适当放宽）。
2.在省级示范性高中工作5年以上， 有辅导高三毕业班和担任班主任工

作经历。
3.担任过教科研负责人、 学科带头人、 年级主任及校方中层以上领导职

务， 获得市级以上优秀学科带头人、 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称号者优先考虑。
4.年薪8万-10万元，提供教师周转房、上保险。 提供子女入学

入托方便。 工作表现突出，提供张家口市直正式事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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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根据发展需要，招聘如下岗位
1.高中、初中、小学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懂英语

者优先）。
2.中层管理人员（教导教务、英语教学、财务、招生、

总务）。
3.图书馆副馆长。
4.优秀教师、班主任、领事（枫叶毕业生优先）。
5.校办产业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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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材料发送邮件至： hr@mapleleaf.net.cn 集团总部联系电话： 0411-87906577
将机会变成机遇 ， 加盟枫叶 ， 共创未来 ！

www.mapleleafschools.com

枫叶教育集团创立二十年
来 ， 始终秉承中西教育优化结
合，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
念， 开设小学至高中阶段课程。
枫叶教育是首家香港上市的内地
基础教育机构， 在校生16000余
人， 中外员工2700人， 现已成为
中国国际教育的领军者。

二、 任职条件
1.本科 （含） 以上学历， 5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2.爱岗敬业， 事业心强， 具有忠诚奉献与开拓精神。
3.有较强的执行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 枫叶团队
1.有梦想、 有活力的中外教育团队。
2.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机会。
3.高于行业标准的薪酬福利体系。

陈卫宏与院校结缘， 始于十多
年前。

2000年， 刚过不惑之年、 已经
是一名团职军官的陈卫宏响应部队
号召， 走进首批军官 “自主择业”
行列， 成立了山东苑校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负责为大专院校的学生生
产被褥等用品 。 当时正是 “黑心
棉” 在高校横行的日子， 他之所以
将公司的名称冠名为 “苑校”， 就
是想同院校结缘， 与学生结缘， 生
产出质量上乘、 让学生满意的 “红
心棉”。

从一个部队军官改行做实业，
参预市场竞争，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
难。 为了节省成本， 陈卫宏在离市
中心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偏远村庄租
了几间房子作为厂房 ， 买来旧设
备， 艰难地起步了。

陈卫宏从小就肯钻研 ， 爱琢
磨。 高中毕业后跟着包工头干临时
工， 他就搞了不少小发明， 大大提
高了功效， 包工头论功行赏， 结果，
他拿的工资比师父还高。 而今自主
创业， 他充分发挥自己爱琢磨的特
长， 没有钱买大型设备， 就改造发
明小设备。 他花200元钱买来一架旧
的缝纫机头， 安在能走直线的角铁
上， 一侧装辊， 两头装轮， 第一台
半自动缝被机就这样制成了。

大型弹花机上有一个组件叫倒

刺机， 买新的要五万元， 可他哪来这
么多的钱啊， 于是花了五千元钱买来
一台旧的正刺机， 倒过来固定在地上。
为了找平重心， 他用废铁抵住最薄弱
的轴承盖， 4米长的轴， 三个轴承要在
一个点上， 只能用丝杠一丝一丝地找
感觉， 就这样找了三天三夜， 最终将
这台机器改造成功， 一用就是八年。

为学生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产品要
有好的机器设备。 陈卫宏想买大型设
备， 可是现成的产品， 不仅价格昂贵，
而且功能难以满足他的需求。 他又按
照自己的思路， 买来相关专业书籍现
学现卖， 设计好图纸， 让厂家按他的
要求生产， 为此， 他掌握了电器原理，
学会了机械制图和机械制造的基本常
识。 经过他对设备的精心改造， 生产
枕头、 夏凉被的功效分别提高了6倍和
5倍。 他设计的新型棉被生产线， 从进
料到套面、 行缝一气呵成， 比传统工
艺少用了一半的人， 不但可以生产纯
棉被， 而且可以生产化纤被、 硬质棉
垫、 羊毛垫， 针刺、 热熔随意切换。

传统的床单、 被罩制作方式是先
裁、 后缝， 工序多且精度不高， 陈卫
宏发明了多用行缝设备， 裁布、 缝制、
成形没有中间环节， 不仅节省了人力，
而且精度大大提高， 令许多高校的专
家都叹为观止， 啧啧称奇。 在不间断
的研发、 创造中， 陈卫宏先后获得了6
项发明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有一种责任叫担当
———转业军官陈卫宏与学生的不解之缘

他的一条建议直达国家总理的案头， 改变了一条政策； 他所生产的
学生用品， 成为山东许多高校首选的放心产品； 他热心公益事业， 捐资
助学、 捐款助贫累计达百万多元……

他叫陈卫宏， 一位转业军官， 现为山东苑校工贸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商人的天性， 而
陈卫宏却一心只想着怎样为学生省钱。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 “学生经济是穷人
经济， 任何做学生用品的人都要凭良心
做事 ， 不能只图经济利益 ， 还要讲政
治。”

传统的床垫既不能压缩， 也不能折
叠，这样就增加了产品的运费，一条床垫
的运费高的多达3元钱。这笔开支无疑会
增加学生的负担。为了降低这笔费用，他
颠覆性地将硬质棉烘烤工艺， 改成了物
理成型，不仅降低了床垫的生产成本，提
高了弹性和保暖效果，且无生虫、异味之
忧，更重要的是能压缩、折叠，体积减少
了一半，为学生减少了费用。这种床垫刚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凭着这种心系学生的担当，这些年

来， 陈卫宏研发了8种新的学生用品 ，
每一种都是外观大方 ，功能实用，价格
低廉。

陈卫宏生产学生用品不是仅仅将产
品送到学校，而是亲自跟踪、及时改进。
早些年，学生用品市场只有棉花被，没有
流行的化纤被。 陈卫宏认为这不符合常
理。通过调研，他才知道传统工艺做的化
纤被由于被胆蓬松，不好叠，影响了学生
内务的整齐划一，在学校不受欢迎。通过
认真研究和改造设备， 他生产出一种带
折叠线、密而不板结的新型化纤被，不仅
易于折叠，保暖效果好，而且价格比传统
棉被降低了三分之一， 经推广试用后深
受学生和校方欢迎，有一个学校，将4000
多套被褥全部换成他推荐的化纤产品。
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十多年来，每年能

为每个学生节约近百元的开支， 加起来
也有几百万元了。

如今， 在陈卫宏的苑校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化纤产品在学生用品的生产中
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 从当初的空白，
到现在的枕头、 夏凉被、 床垫均为化纤
面料， 70%以上的填充物是化纤产品，
三斤的棉被也基本被性能优良的化纤被
替代。 而他的产业规模也越做越大， 从
当初的6万转业费起家， 仅有几间破厂
房、 十几万元的年订单量， 发展到现在
的拥有固定资产千万元， 近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的山东省生产学生床上用品的龙
头企业。

陈卫宏还在同行业里首个承诺：只
要学校有需求，不管多远的距离，一床被
褥也要免费送进校园。 2010年在棉价大

幅上涨的情况下，日照职业学院在学生报
到的当天，仍缺少300套床品。接到学院求
援的电话，在别人都不做、没有签订合约
的情况下， 陈卫宏驱车400公里， 原价将
300套备用床品送到这个学院， 解了校方
的燃眉之急。事后他用高于招标价的市场
价填补了备用物资。

在2005年，国家取消了高校床上用品
集中采购， 结果市场一片混乱， 一些黑
心商贩乘机售卖劣质棉被， 黑心棉在高
校泛滥。 陈卫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多
方奔走呼吁却不见回应， 情急之下， 他
提笔给时任国家总理写信， 反映这一乱
相。 没想到的是， 这条建议信因反映问
题真实被直送总理案头， 经过层层督办，
高校学子的床上用品又步入正轨， 黑心
棉彻底被红心棉打败了。

企业发展了， 陈卫宏个人也有了一
些积累，尽管不少同行都开上了奔驰、宝
马，而他还是开着那辆普通的“起亚”；一
双棉皮鞋穿了20多年，至今舍不得换。可
他在为公益事业花钱的时候， 却是毫不
吝啬。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商人，更是一名
有责任心的党员和曾经的军人。

得知济南工程学院在推行 “辅导员
进公寓”工程时，由于多种原因，暂时不
能给辅导员在公寓的办公室配上电脑，
给工作带来不便， 陈卫宏毫不犹豫地掏
出3万元钱，为这个学院的辅导员配齐了
电脑和打印机。

2012年底， 听说齐鲁师范学院组织
了冬季长跑队， 陈卫宏从公司拿出两万
元钱作为奖励。

2014年， 山东女子学院的一名学生
得了白血病，学校捐款数额不足。得知这
一消息， 陈卫宏立即为这名学生捐款两

万元，帮助其凑齐了治疗的前期费用。
陈卫宏对教育情有独钟， 不论是学

校还是学生，只要有需要，他总是慷慨解
囊。

2011年财经大学贫困生没有夏凉被，
他一次捐赠了600床，而后又给山东商职院
的贫困生捐赠了500床夏凉被，他还给济南
科大的教职员工捐赠了100个脸盆……

心中有多少责任， 行动中就会有多
少担当。 作为一个党员、曾经的军人，陈
卫宏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对于
那些需要救助的老人、儿童，他都毫不犹
豫地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这些年来， 陈卫宏每年春节都给企
业所在地槐荫区美里湖段庄村80岁以上
的老人每人200元的年礼，并捐资一万元
创办了村民俱乐部， 帮助村委会配齐了
先进的办公设备。

段庄村有一位村民，家庭生活困难，

恳求到陈卫宏的厂里工作， 尽管这位村
民年龄偏大，但考虑到他家的困难，陈卫
宏安排他在厂里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
后来，这位村民突发脑溢血，陈卫宏不但
为其垫付了所有医疗费， 还一次性救助
其5万元作为后期治疗费。这位村民的家
属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一面写有“大病无
情人有情，军转干部送温情”的锦旗，送
给陈卫宏。

全国道德模范郑承镇收养了十多名
流浪儿， 陈卫宏就包揽了这些流浪儿的
床上用品， 每年都要为流浪儿送去新棉
被，保证孩子们能够温暖过冬。

他给家乡的乡亲设立大病救助和养
老基金。

齐鲁晚报发起为沂蒙革命老区送温
暖活动， 陈卫宏捐赠了价值一万元的棉
被， 同时又为济南市的困难群众捐赠了
价值一万元的被褥……

黄金有价爱无价 。 据不完全统计 ，
陈卫宏这些年的爱心捐赠， 累计价值已
达百万多元。

一个退役军人， 一个曾经为国家做
过贡献的社会公民， 他有着优厚的退休
待遇， 但是他不坐享其成， 而是选择了
艰难的二次创业， 他在40多岁的时候学
会了电脑及各种办公软件， 学会了开车、
学会了经商， 在50岁的时候， 他学会了
机械设计、 学会了机械制造， 更重要的
是他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实现了他的人
生价值 ， 这对我们今天在校大学生们 ，
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有远大的
理想， 有精力充沛的身体， 有系统的专
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有勇往直前、 不怕
挫折的精神，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拼
博、 去奋斗 ， 一个中年军人都能奋斗 ，
能成功， 我们还怕什么？ 这也是为我们
广大在校学生树立的一面旗帜。

只为生产出质量上乘的学生用品

一心只想着为学生省钱

热心为公益事业献爱心

日期 5月21日 5月22日 5月23日 5月24日

时间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会
议
内
容

名师课堂
贾志敏： 从事小学教育、 教学工作已逾57
年。 对小学语文教学有深入研究和独特见
解。 其电视系列教学片 《贾老师教作文》
在中央及各地方电视台播出后， 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讲课题目 《科利亚的木匣》

名家讲学
孟照彬： MS-EEP0操作系统创建者； 五大
教 育 猜 想 实 验 研 究 首 席 教 授 ； 中—加
CIDA课程、 教程、 教材开发与项目应用
研究首席专家； 中—英SDP项目实验研究
与评估专家； 中—美教育评价与教学方式
项目领导咨询培训专家； 教育部门—李嘉
诚项目指导与评估专家； 教育部门—联合
国儿基会项目专家 ； 中—日 403、 中—欧
福德基金会、 微软项目合作与领导咨询培
训专家等。
报告题目 《教育本质与教育哲学的基本问
题———兼谈MS-EEP0操作系统的有效性与
人本性》

名家讲学
杜希福： 山东省教育部门
原副巡视员。 现任中国陶
行 知研 究会山东 分会 会
长、 中国教育学会管理分
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教育
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
报告题目 《孟子的民生思
想及其局限性》

名师课堂
王君： 现任教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小六创新班、 著名
特级教师、 全国中语优秀
教师 ， 全国中语 教 改 新
星， 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
几十所师范大学特聘 “国
培” 专家教师。
讲课题目 《木兰诗》

名家讲学
李秀伟： 齐鲁名师， 山
东省考试与评价研究中
心， 主持 “李秀伟工作
室” 及 “好教师联盟”。
在 《教育研究》 《人民
教育》 等刊物发表论文
100余篇 ， 出版 《教育
言无言》 18部专著。
报告题目 《教师的课程
身份》

名师课堂
李虹霞： 特级教师， 山
东省 十 大 科 研 名 师之
一， 现任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第三小学语文教
师， 荣获过全国目标教
学课堂大赛特等奖、 全
国教师经典美文朗诵比
赛特等奖。
讲课题目 《善于发现的
眼睛》

名家讲学
薛法根： 江苏省苏州市
盛泽实验小学校长 ， 中
学高级教师， 小学语文
特 级 教 师 。 原 创 语 文
“组块教学”， 主张 “为
发 展 言 语 智 能 而 教 ” ，
2013年获得江苏省第二
届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
讲课题目 《鞋匠的儿子》

名师课堂
诸向阳 ： 北京大学语文
教育研究所 “引领研修
工作坊 ” 主持人 。 “辩
课 ” 理论与实践发起人
之一。 研发的 “微课程”
在小学语文界引起广泛
反响。
讲课题目 《微课程 ： 梅
花三弄》

名家讲学
徐建顺： 中华吟
诵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中华吟
诵学会秘书长 ，
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 项 目 子 课 题
“吟诵教育 ” 负
责人， 全国吟诵
工作的主要发起
者与推动者。
报 告 题 目 《 吟
诵———中国传统
读书法》

名师课堂
孙双金：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
长， 正高级教师， 全国著名语文
特级教师 ， 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
“情智语文 ” 创始人 ， 教育部门
师范司 《教育家成长丛书》 首批
20位入选者之一。
讲课题目 《李白与月亮》

韩兴娥： 齐鲁名师。 她把自己两
届弟子最喜欢的阅读材料编辑成
《多音字儿歌200首》 《歇后语儿
歌 100首 》 《 读 历 史 学 成 语 》
《读 〈论语〉 学成语》 等著作。
报告题目 《课内海量阅读的策
略》

名师课堂
虞大明：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
校副校长 。 著名特级教师 ，
杭州师范大学特约研究生导
师，。 曾获全国首届青年教师
阅读教学大赛一等奖， 省首
届教学技能竞赛、 首届教师
才艺大赛金奖。
讲课题目 《牛郎织女》

陈琴： 语文特级教师， 全国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被媒体
誉为 “素读 经 典课 程第 一
人”， 所教班级的学生皆能达
到 “背诵十万字， 读破百部
书， 能写千万言” 的课程目
标。
讲课题目 《破阵子·为陈同甫
赋壮词以寄之》

名家讲学
陶继新： 山东教育
社编审 , 《创新教
育》 执行主编， 中
国孔子基金会传统
文化分会副会长 。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900多篇， 近700多
万字 。 著作35本 。
在 全 国 开 设 讲 座
600多场。
报告题目 《读书丰
盈教师智慧》

名师课堂
戴建荣 ： 上海市浦明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教师 ， 上海市魅力教师 、 特色
教师。 他对古诗教学颇有研究 ， 为
上海市及外省市同行上古诗教学研
究、 展示课， 深受好评。
讲课题目 《古诗教学》

管建刚 ： 江苏省特级教师 ， 姑苏教
育领军人才 ， 全国优秀教师 。 著有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7本 ， 另出
版有 《一线教师 》 《一线表扬学 》
《不做教书匠 》 《教师成长的秘密 》
等著作。
讲课题目 《水》

王崧舟 ： 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教育集
团总校长 ， 特级教师 。 系全国劳动
模范、 全国 “五一 ” 劳动奖章获得
者。 倡导 “诗意语文”， 先后在全国
29个省份开设观摩课1100多节次、 讲
座650多场次。
讲课题目 《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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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名家人文教育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通知
人文教育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根,也是世界人类谋求幸福人生希望

之所寄， 为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人文教育进行探讨与研究， 中国
教育报刊社宣传策划中心定于2015年5月21日—5月2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

举办 “第七届名家人文教育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 会议特邀
在人文教育方面卓有建树的教育名家开坛讲学、 全国小学语文界一
流名师执教现场公开课。

一、 参会对象： 校长、 教师、 教科研人员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二、 会议时间： 2015年5月21日—5月24日 （5月20日报到）。
三、 会议地点：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富春江路1356号）

会议日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