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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培训班、 重点中学
才能考上名校吗？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才
是进入名校的关键

分豆教育是专注于K12教育的云智
能教育平台开发与运营商。

我们为什么专注于K12教育呢？ 这
里面有两个小故事。 2010年， 我遇见了
北大的李岩松副校长， 我们一起聊天，
发现了一个的数字： 考上北大、 清华、
人大等名校的学生 ， 绝大多数来自城

市； 这些城市学生中， 又有60%—70%
来自重点中学。 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非
常大， 我跟合伙人、 分豆教育总裁尹志
远讨论， 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现象。 我和
尹志远， 考的大学还可以， 但我们都来
自贫困家庭， 不是重点中学， 那时也没
有培训班的概念。 尹志远来自天津蓟县
农村， 靠自己努力考上北大。 我来自哈
尔滨的一个军工厂家庭， 1996年我为什
么要考人大？ 因为人大学费便宜， 一年
1200块， 北大是2500块， 读人大四年可
以节省5000多块钱， 那时我父母赶上下
岗， 我上学时我父母借了5000元， 我弟
弟因为我， 也只能上军校。

那时， 我们还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
运， 可现在， 太难了！ 考名校的人， 就
一定是重点中学的、 上辅导班的吗？ 不
是， 考名校都是有方法的， 应该把这些
方法教给那些学生们； 如果我们能够把
重点中学的教育资源传授给他们， 找到
科学的方法后， 他们也能考名校。

从2011年起， 为了改变这种只有重
点中学学生才能考名校的现象， 为了使
孩子考名校不被培训班绑架， 分豆教育
开始和全国16个省市的33所重点中学合
作 ， 包括北师大附中 、 天津南开中学
等。 这些当地数一数二的名校， 为分豆
教育提供视频、 习题、 试卷等优质教育
资源， 而我们则通过 “慧学云” 智能平
台， 与全国各地的教师、 学生， 尤其是
贫困家庭的孩子共享。

有人问， 作为民营教育机构， 名校
为什么愿意跟你们合作？ 其实很简单，
因为教育情怀 。 名校校长 ， 与分豆教
育， 因为共同的教育情怀走到一起。 做
教育是个太苦 、 太累 ， 如果你没有情
怀、 没有梦想， 是做不成教育的。 分豆
教育一直就有个梦想 ， 希望让贫困孩
子， 同样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让孩子学
习效率更高， 不上培训班、 不上重点中
学， 也有希望考入名校。 这是分豆的梦
想， 我想也是很多教育人的梦想。

明明15分钟就能讲明白，
为何非要给学生讲2小时？

根据孩子的学习数据因材
施教， 方可做到高效率

一方面， 你考不上好小学、 好中学，
想考上名校基本很难； 另一方面， 即使
你考上好中学， 你还得严重依赖培训班，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在上， 你不
上， 会觉得吃亏， 这显然不正常。

学校、 辅导班两头跑， 但成绩仍难
明显提升。 为什么？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学校和辅导班是不同的系统， 孩子在
学校没学会去培训班， 培训班补一遍；
回到学校， 学校老师又按照他的思路再
来一遍。 没有针对性的学习， 其结果就
是低效。

孩子就这样无序跑来跑去， 这是教
育的本质吗？

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因材施教、 点燃
智慧的火焰。 而培训班却是在不停地补
习。 分豆教育提出要 “回归教育本质，
重塑教育生态”。 回归教育本质， 就是要
以学生为中心， 将优质教育资源与创新
科技相结合， 打造云智能教育。 重塑教
育生态， 看起来很难， 其实在云智能时
代， 就是把数据 “放” 在孩子自己身上。

我和一位八年级家长聊天 ， 我问
他， 你孩子数学不好， 你知道他哪一章
节、 哪个知识点有问题吗？ 他说， 要是
知道， 孩子就不会学习不好了。 其实，
这些不懂的知识点 ， 就是数据 。 我又
问， 那， 孩子老师知道吗？ 他说， 孩子
老师知道一些 ， 但是老师带2个班120
人 ， 管不过来 。 我接着问 ， 那培训班
呢？ 他说， 培训班老师知道， 老师会给
他出一些题， 通过这些题目检测。

通过上面的例子， 我们发现： 学校
和培训班老师， 都掌握学生的数据， 但

是互不沟通， 数据都不精确， 所以才会
有题海战术、 高收费的培训。 会的题、
不会的题， 都布置给学生， 10道题不会
做100道， 100道不会1000道， 折磨得学
生精疲力尽。 培训行业也存在一个畸形
现象———明明15分钟就能讲明白的知识
点， 培训机构非要给学生讲2小时， 因
为培训是按课时收费的。

其实， 很多题海战术、 培训都在做
无用功， 大量做题只会反复论证你已经
会的， 不会的还是不会。 真正的学习，
是要掌握孩子学习的数据， 只练习学生
不会的题， 效率就提上来了。 培训班是
有很多弊病的， 如果我们通过数据来对
症下药， 很多培训班甚至都不必存在，
如果存在， 也要按照学习效果收费， 而
非现在按学习时间收费。

分豆教育开发慧学云智能教育系
统， 通过科学诊断得到学生数据， 可以
有针对性地找出学生知识薄弱点， 并通
过软件系统的反复讲解和智能推送相对
应的习题， 解决学生知识点掌握不牢问
题。 而且这些数据都基于学生学习， 学
校和培训机构都能共享， 这样不仅打通
了学校、 培训机构两个生态， 还显著提
高孩子学习效率， 有效提高学习成绩。

在线教育是方向， 还是炒
作的伪命题？

信息技术一定要为教育服
务、 跟教学深度融合

很多人意识到培训机构存在的问
题， 也想去改造甚至颠覆它， 有些人提
出发展在线教育、 互联网+教育。 互联
网思维讲究快速迭代、 唯快不破， 但我
认为教育是个慢活， 互联网规律不一定
适用 。 社会总在炒很多概念 ， 在线教
育， 到底是在线还是教育？ 我觉得是教
育， 科技是为教育服务的。

当前 ， 教育培训行业正处在转型
期， 传统教育机构生存很困难。 有一个
投资人 ， 买了一家著名的传统培训机
构， 买完之后发现， 把各种地方都规范
了， 把员工的五险一金买齐了， 培训机
构居然是亏损的！ 传统教育培训机构生
存越来越难， 房租、 市场、 人力等成本
还在不停上升。 面对科技， 传统教育培
训机构都很恐慌， 纷纷在朝在线教育靠，
唯恐赶不上这一波浪潮， 被市场淘汰。

在线教育是个伪命题。 对于很多传
统教育机构而言， 你并不一定非得朝在
线教育的概念上去靠。 有些在线教育机
构， 并不能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手段的培
训机构而已， 他们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
将用户规模做到足够大， 一轮一轮融资，
然后再到美国上市。 这不仅脱离了教育
慢的本质， 而且跟国家推动信息化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大趋势相背离。 信息
技术， 一定要跟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以
学生为中心， 方可改变整个教育生态。

教育的发展， 遵循三个阶段， 传统
教育阶段， 以优质教师为核心。 第二个
阶段信息化， 以硬件建设、 网络建设为
核心的， 强调教育资源共享。 第三阶段
一定是云智能教育 ， 以学生为核心 ，
个性化培养 、 因材施教 。 分豆教育的
目的 ， 就是打造以学生为核心的云智
能教育 。 通过对大数据的智能计算 ，
更好地进行个性化教学 ， 方便教师 、
学生 、 家长 ， 在学校 、 家庭 、 社区随
时随地开展专属化教与学 ， 真正实现
因材施教。

未来教育的形态究竟如
何？

教育的未来将走向云智能

教育的未来 ， 一定是以学生为核

心 ， 与科技紧密结合 ， 走向云端 ， 走
向智能化 。 云智能最核心的基础 ， 一
是人工智能技术 ， 二是云计算和大数
据 。 人工智能其实离我们并不远 。 百
度就是一种人工智能， 一搜索， 就自动
出现结果。

而云智能教育， 就是人工智能、 云
智能的表现形态。 它以学生为核心， 把
学生的所有数据， 全部记录下来 ， 包括
学生全时间链的行为和教学内容的记
录 。 这些数据来自于每个学生 ， 最能
够反映学生学习状况 ， 最能够证明学
生的问题 。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 解
读和应用 ， 一定会有利于提高学生学
习的效率 ， 实现有针对性 、 个性化的
自主学习。

例如高考改革要求的走班制， 增加
学生的选择性， 让每个学生有自己的课
表， 这将给教学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教
学难度成倍增长。 如果云智能教育的协
助， 每个学生带着自己的数据信息， 走
到不同的班级， 将他的学习数据与任课
老师相关联， 任课老师就可以根据学生
数据有针对性的教育。

分豆教育有两个梦想 ， 一是让线
上和线下紧密融合 ， 二是让校内和校
外的紧密融合 。 我们期待 ， 充分利用
当前的云计算 、 大数据等 ， 搜集整理
学生学习行为和结果数据 ， 形成学生
个人的数据中心 ， 借助智能诊断系统 ，
帮助学生和教师精确定位学习问题所
在 ， 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智能推送 、
辅助学习 ， 真正达到提升学习能力 、
因材施教的目的。

这就是云智能教育 ， 这就是我们
从 2011年至今做的工作 ， 当时很多人
都嘲笑 、 看不懂 ， 但是今天 ， 我们干
成了 。 我想说 ： “人都有梦想 ， 梦想
是不可能实现的 ， 但是梦想 ， 有了目
标 ， 有了计划 ， 并且能够坚定不移的
实施 ， 它就成了理想 ， 理想是一定会
实现的。”

热烈庆祝枫叶国际学校20华诞
枫叶历程

1995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举行首届开
学典礼。

1996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在国家教育
部门备案。

1997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获辽宁省教
育部门颁发 “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1998年， BC省原省长哈克特先生向枫叶
国际学校颁发B.C.省高中学历认证书。

1999年， 枫叶首届14名高中毕业生全部
被国外知名大学录取。

2005年 ， 大连枫叶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
第一所枫叶幼儿园开学。

2007年，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武汉枫叶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学。

2008年， 枫叶教育集团收购天津滨海学
校， 成立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2009年， 重庆枫叶国际学校开学。
大连枫叶高中实行男女分校。

2011年， 镇江枫叶国际学校开学。

2012年， 河南枫叶国际学校、 内蒙古鄂
尔多斯枫叶国际学校同期开学。

2013年， 上海枫叶国际学校开学。

2014年， 河南平顶山枫叶国际学校、 天
津华苑枫叶国际学校开学。

2015年， 枫叶教育集团收购湖北荆州英
华外国语学校成立荆州枫叶国际学校浙
江义乌枫叶国际学校、 义乌枫叶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筹建， 拟于当年9月开学。

荣誉奖项名录
2001 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被辽宁省教育部门评为AAA级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AAA级为同类机构的高级别。
2001 年， 大连市授予董事长任书良 “大连市荣誉公民”。
2002 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被辽宁省授予 “民办教育先进单
位” 称号。
2003 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被辽宁省教育部门评为 “双语
教学先进学校”。
2003 年， 董事长任书良先生被评为首届中国民办教育十大杰
出人物。
2003 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授予任书良先生 “中加
教育合作贡献奖”。
2004 年， 大连市授予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民办教育诚信学
校” 称号。
2004 年 ，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被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评为
“2004年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优秀学校”。
2005 年， 任书良先生荣获辽宁省颁发的 “辽宁友谊奖”。
2005 年， 任书良先生荣获国家侨务办公室首届 “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
2008 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授予董事长任书良
“卓越成就奖”。
2010 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被搜狐教育授予 “建国60周年
最具影响力私立学校品牌” 之一。
2011 年， 董事长任书良荣获 “第12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
物” 称号。
2013 年， 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任书良先生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2013 年， 加拿大总督为任书良先生颁发 “国事访问奖章”。
2013 年， 枫叶国际学校在新浪教育盛典上被评为 “最具综
合实力教育集团” 之一。
2013 年， 枫叶国际学校在搜狐教育年度盛典荣获 “中国教
育产业领军集团金狐奖”。
2013 年， 枫叶国际学校荣获第四届新华网教育论坛 “大国
教育之声” 2013中国十大国际学校之一。
2013 年，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在网易首届 “金舟奖国际魅力
大赛” 中获 “最具影响力国际高中” 之一。
2013 年，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研究中心与常春藤名校+2
校友会合作隆重推出 “2013中国500大最佳小学” 之一， 其
中大连枫叶国际学校小学部位居第289名。
2014 年， “教育人·中国梦” 2014英语教育行业年度大会
上，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荣获 “最具办学特色国际学校称号”
之一。
2014 年， 任书良博士荣获2014年度中国政府 “友谊奖”。

汲取东西文化之所长， 融汇
中外教育之精粹， 二十年绘就辉
煌篇章！

1995年， 从加拿大翩然而至
的 “枫叶”， 在大连金石滩播下
希望； 20年栉风沐雨， “枫叶”
红遍大江南北。

“中西教育优化结合， 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 在这一先进的
办学理念下 ， 枫叶人秉承 “诚
信、 创新、 职业、 执行” 的枫叶
精神，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枫叶办
学模式， 推动枫叶教育成为国内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典范和标兵。

今天的枫叶， 已经形成融幼
教、 小学、 初中、 高中、 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为一体的国内基础教
育领域极为完善的国际教育体
系 ， 初步形成东北 、 华北 、 华

中、 华东、 西南多点办学的全国性
格局， 现有学校48所， 遍布大连、
武汉、 天津、 重庆、 镇江、 洛阳、
鄂尔多斯、 上海、 平顶山、 义乌、
荆州等全国11个城市， 在校生总量
1.6万多人， 是全国最大的国际教
育机构之一， 并加速从一个区域性
的品牌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全国性品牌。

坚持中西教育思想互相结合，
中外教师互相结合 ， 中加教育资
源优化结合 ； 采用中 、 英双语教
学认证体系， 中、 加双学历文凭认
证体系， 高中教育与国外高等教育
全面对接。 “枫叶模式” 结出累累
硕果。

在枫叶国际学校20周年华诞之
际， 让我们共同走进枫叶， 感受那
一片片绚烂的火红带来的震撼！

枫叶红了
走进枫叶教育集团办公大楼 ，

被世界名校录取学生的光荣榜赫然
入目 。 自1999年第一届毕业生起 ，
近万名枫叶毕业生取得了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 （简称BC省 ） 高
中毕业证及中国所在省市高中毕业
证， 从枫叶走向世界。 如今， 枫叶
学子遍布全球26个国家530多所大
学， 录取院校包括哈佛大学、 剑桥
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英国帝国理
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 伦敦大学学
院、 多伦多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 、 麦吉尔大学 、 阿尔伯塔大
学、 墨尔本大学等世界知名高等学
府。 近50%的毕业生被世界百强大
学录取， 其中被世界排名前20的多
伦多大学录取人数达600余人 ， 被
排名84的阿尔伯塔大学录取人数达
1800余人。

世界名校青睐枫叶学子

分豆教育董事长于鹏：

教育变革的未来， 将走向云智能

要考上好大学， 就非
得上重点中学、 上课外辅
导班吗 ？ 让孩子上培训
班， 就真的一定有效吗？
当前流行的在线教育， 会
是未来吗？ 日前， 在第七
届全国培训行业招生人峰
会上， 一向低调、 韬光养
晦的分豆教育董事长于鹏
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主题演
讲， 他认为， 现在有些在
线教育机构只是传统培训
机构的 “翻版”， 真正的
互联网+教育， 一定要建
立在学生数据基础上。 真
正的学习， 一定要掌握孩
子学习的数据， 补齐学生
的短板， 效率、 成绩就提
上来了。 教育变革的未来
将走向云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