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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坚守教育本质 拥抱科技创新
———新东方22周年暨优能6周年侧记

近两年， 整个教育行业发生了
很多的变化， 国内外新的科技前沿
的东西， 逐渐渗透到了教育环节当
中来。 新东方作为“领头羊”， 在
这样一个教培行业的公司， 目的就
是坚守教育本质， 拥抱科技创新，
所以， 新东方把新的技术力量、 产
品研发， 用到教学反馈的各个环节
当中， 用现在精准的大数据和科学
的分析， 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所需要
的教学反馈， 从而提炼出更加有效
的教学模式。 欣喜于收获了优能中
学教育6周年的开拓稳健， 也感恩
集团22周年的责任依托， 坚守教
育本质， 拥抱科技创新， 新东方会
一直不断地努力下去。

2015年11月16日， 新东方教
育科技集团迎来第22个周年庆，
值此点滴纪录并收获成长的重要阶
段， 也同样是优能中学教育其创立
至成熟发展的第六年。

为学生呈现
经典教育

新东方结合对中学生的研究、

学生数据积累，结合教育行业中的

优质媒体资源，把中学的优质资源

进行了大盘点。因而，得以通过对

学生的客户画像和数据的了解，对

每一个优质的公立中学的研究，通

过和互联网的模式，使得以往学生

获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得到更好的

解决。最后能够使学生和广大家长

朋友，能根据孩子们自己的实际情

况，选择到他们所在城市中优质的

教育的资源。

在现在的竞争格局之下，包括

当下全新的教学成果、前沿的教育

相关技术的涌现，让优能开始不断

地反思，怎么样能够在延续多年教

育积累的基础之下，把优质的教育

资源盘活，进而能为学生呈现出经

典的教育。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副总

裁兼优能中学推广管理中心主任罗

娉老师明确表示：“作为这么多年

以来，一直活跃或者是占领在教培

行业前沿的新东方，我觉得从来就

没有放弃过对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相关的这种研发技术的探索，所以

一方面我们在坚守我们的教学本质

同时，在坚守课堂线下的同时，我

们一直在积极地投入和参与，甚至

引领着整个在线产品和在线教育研

发的过程。”

如何看“互
联网+” 教育及
教育的发展

“我不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会颠
覆教育的本质， 但是它会改变教学
的模式。”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

俞老师表示，他看待互联网大

环境下新东方教育的发展在于中国

现在要关注的除了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对教育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到底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这么一件事情。

面对在互联网中长大的年轻一

代孩子们，教育应如何适应这些孩

子们已经其实不同旧时的思维。同

时，新东方还要去思考这些孩子

们，例如：“我们有什么手段和方

法、什么理念来培养他们，使他们

既能够成为互联网时代真正的精

英，又能够不违背教育的本质，使

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人”。

服务于优质
的学习体验

“作为培训机构， 我们要做的
事情是公立学校的补充”。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
副总裁兼优能中学推广管理中心主
任罗娉

在过去多年里，优能中学教育

一直处于探讨摸索和创新阶段，并

根据市场格局变化，不断丰富业务

模式。同时，优能中学也随着新东

方的转变而变得更贴合学生的适应

度。以前，新东方都是大班讲座式

授课模式，而现在已经转型为既有

班级模式又有一对一模式，甚至还

有住宿类模式。同时，优能中学也

在不断地探讨，如何科学地将学生

的单科需求和多科需求有效对接，

形成全优的学习规划。

优能中学的优势在于，学生

如在优能因时间冲突不能按时上

课，又没办法在别的班上听同类

课程，优能中学的老师会主动联

系缺课的学生，并利用额外休息

时间免费为他们补课。这体现了

优能中学教育在情感角度对公立

学校进行了补充。很多学生选择

到培训机构进行课外补习，更多

地是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特定的需

求，而这时就需要优能中学的老

师不断地给他们心灵一个陪伴，

并鼓励他们走得更远。

更重要的是，优能中学教育还

扮演着学生整个学业规划和整套学

习方案设计者的角色。很多学生选

择来优能中学也期望能够增长补

短；因而，优能中学有针对性地将

他们的需求与其学习水平进行重新

分配，并进行分层次的教学，而不

仅仅是在单位时间让他们跟同水平

的学生一起学习。而且，随着课程

规划的推行，学生不断地调整自己

的学习难度，进入不同层次的班级

学习，最终达到其自己看得见的进

步。“我们要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极

好的学习体验。”罗娉如是说到。

同时，优能中学教育打造出了

一个非常有效的“O2O”学习平台

和学习产品，该平台能够将学生的

学习轨迹和学习数据记录下来，给

学生及其家长针对性极强的反馈，

避免了仅仅靠一两个教师课堂上的

评估。经过这种精确分析，学生及

其家长能够深入了解学生每堂课、

每个学习阶段的优势和劣势，需要

强化和注重哪些知识。而且，所有

反馈当天课后就可以出来。

多年的教学积累，加上新东

方长期以来的高效励志学习环境

和互联网浪潮的来袭，让优能中

学的学习产品从课前的精准定位，

到课堂上的针对性教授，再到课

程的补充性学习服务，能够实现

整体优化。

当然，“O2O”学习平台的作

用远非仅仅限于反馈。学生可以获

得最有针对性的一种学习方案。在

过去，学生做错一种类型的题，只

能通过不断地重复学习和强化练

习，而现在，通过平台数据分析学

生为何会做错，再深挖，让其做对

这种类型题并掌握这种知识的方法

是什么，这也是优能中学“O2O”

学习平台的深远意义所在。

“我们希望学生不断地掌握一

种新的知识学习方法，逐渐形成自

己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因为这不仅

仅对考试有用，对学生将来上大学

甚至工作都有裨益”，罗娉说，学

生只要掌握了自己的方法论，其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面对各种问

题，就能够用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去

解决，而不简单为了考出高分。

另一方面，在精英教师选择

上，优能不同于往常标准。师资力

量的加大，是优能中学教育这几年

及未来几年持续在做的事情，因为

优能中学教育学习产品所要表达

的上述理念，需要优质的教师来

传递出去。同时，互联网对培训

机构的大冲击是师资，因此优能

中学教育对优质师资的保障一刻都

不放松。更详细地说，优能中学招

聘的年轻教师必须是重点院校或者

专业师范院校毕业。同时，新东方

在北京昌平区办了一个学习基地，

每年定期将全国的教师送过来进行

封闭式培训。

另外，在优能中学总部，有一

个新东方知识管理中心自行研发的

备课和科研平台；借助互联网的力

量，全国的优能中学教师可以在这个

平台上进行标准化的备课与科研。同

时，因为国内各地方命题并不相同，

每个地方的教师可以将自己的创意放

在平台上，然后互相交流。如此，既

保证了质量标准的统一，又保证了内

容上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优能中学的教师都很有责任心。

很多教师跟学生在一起时，他们知道

学生有什么样的辛苦，需要什么样的

帮助，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推学生一

把，这是他们最核心的工作。

关乎学生和家长极在意的话

题———高考命题方面。优能中学教育

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当很多

省市开始统一高考命题时，优能因为

有着强大的教学资源和数据库而满怀

期待前行并将迎接挑战。

并且，如果统一命题，可以利用

“O2O”平台，通过数据提炼，将精

确的、优质的学习资料推到全国各地

的优能中学教师面前，进而通过教师

讲给学生。这样，上海的教师和南宁

的教师，能够用到一样优质的学习材

料，而且这些学习材料，不是某一个

教师或者某一所学校的成果，而是全

国数据的成果。

重要的是，统一命题也让教师

间的对调和交流更为容易。优能中

学教育在全国有500多个教学点，能

够更加灵活地进行全国的师资调配，

甚至包括校长的调配，并尽快进入

角色。

“O2O”学习平台包括线上学习

和线下学习两种。如果统一命题，

也为学生带来了便利。学生的选择

会更广，其能够跨过自己所在有区

域，去别的区域寻找对应所学课程

的学习服务，甚至能够与全国各地

的学生一起听取录播课和直播课，

并相互交流、进行学习资料的交换，

都是可能的。

“耀”：成就你
的成就

“品牌精神和责任是教学产品和
教学质量的保障”。

———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优能中
学推广管理中心主任助理赵剑锋

对于一个孩子及家长而言，孩子

的快乐童年，莫过于课堂里一次次考

分提升后的喜悦、运动场上一回回比

赛获奖后的兴奋以及生活中一点点积

累沉淀后的满足。

然而，为了孩子有更快乐的童

年，新东方2009年就在呼喊，并开始

行动。作为中学教育市场的旗舰品牌

之一，为了适应行业竞争需要，新东

方中学于2009年开始就更名为新东方

优能中学推广管理中心。接着，自

2012年开始，优能中学开始致力于将

其企业精神与孩子及家长的幸福感结

合起来，并最终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口

号与品牌———优能中学教育。

孩子每一次考分的提升，每个运

动会比赛的进步，每一个生活中小小

的成就，应该就是孩子成就感的体

现，而这也符合幸福感的逻辑。这是

优能中学教育自更名以来一直在做

的。因为很早之前，优能中学教育就

推出一个名为“VPS”的教育产

品———“进步可视化”，可以一点一滴

地记录孩子的进步印迹。

更重要的是，“耀”的出现在于

其英文谐音为“youth”，代表青春。

体现一种精神。因而，“耀”成为优

能中学教育品牌形象代言字的故事就

从此开始。从2012年开始，优能中学

教育借“耀”进行延展，并在之后五

年中对每一年的品牌战略进行定位：

2012至2013年———“耀你精彩”；2014

年至2015年———“耀起来”；2016至

2017年———“耀动中国”，以迎接奥运

的到来。

“优方法，耀全能”，即用优秀

的方法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让他们

省出更多的时间享受青春。并且，照

耀其全能或者引领其全能。“全能”

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全科都优秀，

而不仅仅是英语；二是不仅是学习

好，还要身体素质好、爱好广泛等。

这些都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学霸。接

着，优能中学开始在全国进行大范围

的宣讲，不仅得到集团领导的认同，

并获得新东方的教职员工点赞，甚至

尝试认同。更重要的是，优能在招聘

时都要招阳光、励志的老师。

三年来，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不

断推出优秀的教育和学习方法，为孩

子们节省学习时间。同时，还出版了

“赢在方法”集录，并举办“赢在方

法”的主题类讲座，将优秀学习方法

进行大范围的传递。

目前，优能中学“赢在系列”共

有4部，分别是“赢在方法”、“赢在

战略”、“赢在冲刺”和“赢在选

择”。首先，“赢在战略”主要受众

为初一和高一学生。主要为他们介绍

中学生的学习规划，另外；“赢在冲

刺”主要是在中考和高考之前讲，例

如学期中应如何冲刺、如何做到有的

放矢等。接着，“赢在选择”，主要

是详细说明中考和高考之后应如何选

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等。最后，在

“赢在选择”环节，优能教育传递给

孩子们的教育理念是利用并选择真正

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

因而，“优方法，耀全能”更是

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的一种信仰。

成就感也是
来这里学习中的
事儿

在优能中学看来，素质教育不等

于不看重知识学习和学习成绩，而是

指孩子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因此，课堂上从来不是学习

死板的知识，而是学习方法；包括获

取知识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成

长规划的方法、与人沟通的方法等。

这些才是优能中学教育课堂的核心所

在。特别是近两年，优能中学最大的

变化就在于“专注方法概念，拒绝题

海战术”。

另外一方面，差异化竞争也一直

是优能中学抢跑培训行业的秘密。罗

娉认为，这种差异化最先体现在理念

上，其实是体现在产品本身。

另一方面，在优能中学的课堂

上，学生所接触到的就是一个

完整的学习环节，这也是

优能中学近年来专注

于方法的完美诠

释。同时，

在优能

中

学教学区，不只有教师在课堂上指点

江山，还有无数的助教团队与学生沟

通、和家长沟通，最终帮助学生完成

学业，这样才能有效疏解家长和孩子

内心的压力。

显而易见的是，优能帮助学生高

效获得自我认可的秘密在于引导学生

进行有成就感的学习。任何目标的实

现，在达成后才会快乐，其过程一定

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要让孩子进行

有成就感的学习。不管是从140分上升

到150分，还是从80分上升到110分，

都感觉到成就，有了成就，孩子就会

自信，而自信自然让其找到生活中快

乐的源泉。

诚然，作为培训业界龙头，对进

行品牌涅槃并实现浴火再生的优能中

学而言，所有的付出与成就，作为给

孩子和家长提供好的学习体验的尝试

上都只是开始；优能团队们共同构建

了框架并如是分析：

未来，我们优能中学教育会做下

面几件事：第一，我们会进一步完美

优能中学教育产品链，不只是仅关乎

课程，而是将学前课程规划、高考填

志愿等纳入进来，提供一整套产品服

务链。同时，我们将继续研发轻用型

学习产品，服务于学生在学习中遇到

的任何小问题。

第二，我们会在整体运营上加大

力度。虽然优能中学在全国50多个城

市已经有500多个教学点，但我们进行

运营模式上的持续探索，将教学点做

得更大更强。特别是，借助新东方在

二三线城市的战略开拓，将优能中学

教育的品牌传播出去。

第三，我们会进一步通过各种新

媒体，并借助优能中学教育的口碑，

将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第四，我们会加大同类甚至互补

性行业和机构的合作与并购，甚至通

过产品输出、管理输出等形式与同行

形成更大的联盟或者结盟关系，将优

能中学教育多年来的教学和运营各界

贡献给同行。

“优方法，耀全能”，其实是想对

您说：万千家长、课外辅导机构众里

寻他的关键虽是寥寥“方法”二字，

但学生们年年的勤学苦练，直到历经

科科榜上有名，就犹如水滴石穿，优

能不仅仅是给了学生们那一个碗里的

水，也是通过“方法的启发”帮孩子

们实实在在打造了一个碗。在他们13

岁到18岁的重要阶段，有什么比获得

了这样一种能力更经得起成长的检验。

让孩子们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目标，需要养成什么样的

品格，敢不敢为自己所想所愿负起责

任。同样，优能一定也希望从这里走

出去的学生都是有着内在智慧的学生，

他们会使用这种“全能”去应付环境、

解决问题。

最后，同祝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团22年、优能中学教育满6周年成长

快乐。坚守教育本质，拥抱科技创

新；愿共有前程可奔赴，也有岁月

可回头。

“榜样优能生 、 耀
我中国梦” 盛典在国家
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