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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教育的国际化和全球
化的脚步也从未停止，一场全球性的教育变革也正在各
国上演。

2016 年 9 月 13 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总体框
架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
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
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
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的
十八个基本要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总体框架正
式发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
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
的迫切需要。

而近年来，美国教育圈也开始掀起教育改革，而在
这场革命中，催生出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STEM。S
代表科学 （Science），T 代表技术 （Technology），E 代表

工程 （Engineering），M 代表数学 （Mathematics）。STEM
教育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教育。近年来，
STEM 教育席卷全球，在国家实力的比较中，获得 STEM
学位的人数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纵观这些教育变革，我们不难发现，各国的最终指
向都是培养更全面发展的人，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全球竞
争。作为一个有教育情怀，并具有专业能力的教育集团，
i2国际私塾结合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 2017 年 1 月
推出 iWonderful 国际菁英成长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跨文
化理解力（Cross-culture Understanding）、沟通能力（Com-
munication）、创 造 力（Creativity）、批 判 性 思 维（Critical
Thinking）、合作精神（Collaberation）的国际菁英人才。

在 iWonderful 国际菁英成长项目里，不同年龄的学员
会分成不同学段，通过全外教授课的方式，将“5C”能
力与课程紧密结合，培养学员纯正的口语表达能力、社
交能力和认知能力，使他们逐步认识、了解跨文化的思

想。同时结合芬兰最新国际教育理念，开设现象教学课
程，以跨学科方式，根据学员的年龄特征，并结合学员
的个性差异和兴趣特长，安排主题课程。让学员在丰富
的主题场景中提升语言的学习与表达兴趣，潜移默化地
提升学员的“5C”能力。iWonderful 课程设置、iWonder-
ful 教学体系和 iWonderful 服务体系是 iWonderful 国际菁英
成长项目的三大支撑体系。

“在国际化的教育体验中，养成作为一位现代世界公
民的国际化素养，让每个人更加骄傲地存在。”i2国际私
塾创始人彭启介绍，iWonderful 国际菁英成长项目是国际
私塾全新打造的个性化教育服务项目，项目的推出是希
望用 i2 国际私塾全外教的专业师资，通过国际多元化的
教育，在提升学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培
养具有跨文化理解能力、沟通能力、创造力、批判性思
维、合作精神，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让每个
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化教育的需求日趋强
烈，人们走出国门，是希望去感受国际化的生活，去成
为一个世界公民。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变革如何去实
现，去满足人们的“希望”？要满足这样的希望，就需要
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而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政
府部门提供的学校教育，各类专业人士，各种有意愿参

与教育的机构、企业携手合作，设计和提供更高质量、
更丰富的课程，是一种趋势，一种必然。

2011 年，秉承全外教私人教育理念的 i2 国际私塾在
西南地区生根发芽，先进的国际化教育理念，专业的外
教资质，令这个年轻的教育机构在很短时间里脱颖而
出。如今，i2 国际私塾走进全国 12 个省份，已累计教授

学员数万人次，拥有专业外教 600 余名。
建立之初 i2 国际私塾就致力于“用做教育的思路，去

改造中国的培训行业”，发展至今，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更适
合的国际化教育，仍然是i2国际私塾不变的坚守。而面对人
们对国际化教育的更高需求和教育变革的必然趋势，i2国
际私塾这次用iWonderful国际菁英人才成长项目回应坚守。

有人说：现在已逐步走向靠观念识别人群的时代。i2

国际私塾的家长对孩子发展的要求，以及对教育国际化的
期望较高。他们应属于有先进性教育思想的群体，但在实
际生活中，在子女教育的现实面前，常会有许多这样、那
样问题或数不清的麻烦。i2国际私塾在关注孩子发展的过
程中，通过家长课程的开发，用正确的教育理念引领，用
先进的教子方式、方法搭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成
长。让家长成为 i2国际私塾教育共同体的参与者。让我们
共同成就孩子美好的未来。

孩子的成长，教育的达成，离不开学校、家庭、社
会。从成立之初，i2国际私塾就以敏锐和专业的眼光，对
家庭教育给予高度关注。2016 年，i2国际私塾自主研发的
家庭教育图书 《把孩子教好》 公开出版，该书由国、内外

专业心理咨询专家团队根据真实教育案例精心编排，通过
对中、西不同文化的教育思路解析，帮助家长找到更适合
自己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路径。而在 iWonderful 课程设置里
家庭教育仍然没有缺席。

iWonderful 国际菁英成长项目的辅修课程里，包含
了家庭教育和社会责任。家庭教育课程主要针对学员家
长，以家长沙龙课堂形式，分不同学段举办相应的主
题沙龙，目的是帮助父母给到孩子更适合的关爱和陪
伴。

2016 年 11 月 12 日，一场题为“二孩时代，父母怎
么爱？”的家长沙龙在 i2 国际私塾举行。沙龙上家长们
分享了自己关于二孩问题的欢乐和纠结，通过沙龙式的
分享和交流，以及国际私塾家庭教育专家的指导，参与

的家长充分了解了孩子成长的身心发展特点，懂得平衡
两个孩子的心理，用正确的方式回应两个孩子的情感需
求，引导两个孩子的行为规范，营造美满愉快的家庭关
系。

iWonderful 国际菁英成长项目的家庭教育课程是主要
针对学员家长，而社会责任课程则是主要针对学员开设，
但也有亲子共同参与的课题。

“微小付出，聚大改变”的 1%的力量，是 i2 国际私
塾近年来一直在推行的公益行动。几年间，i2 国际私塾
已经走到全国不少偏远农村的学校，由国际私塾提供全
外教的优质教师资源，为农村学校的师生送去一堂外教
课，让农村的孩子感受外教授课，让农村的老师学习一
些外教的语言教学方法。在国际私塾看来，每个孩子都

是社会的个体，需要知温暖、懂责任。社会责任课程就
是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通过参与博物馆、医院，环
保 NGO 等社会主题活动，让孩子去体验和认知社会的不
同人群，激发孩子的创造力、规则意识、同理心、爱心
与感恩之心，学会让自身的优势特点具备去影响他人的
能力。

“教育与培训不一样，我们希望不仅仅让孩子学会语
言技能，更重要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公民。”彭启说，
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也
许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以语言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一定需
要做的事情，但 i2国际私塾坚持要做，而且做得专业的原
因，正是对自己提出的“用做教育的思路，去改造中国的
培训行业”的极好印证。

引入芬兰现象教学
语言之外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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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工具价值来
判断教育效率的方式几乎成为过去时。今天对教
育质量和效率的判断变得更加多元，全面发展、
具有教育人文价值等众多因素引入其中。评价的
多元和专业，需要我们对每一项教育行为的专业
性有更多的考量。

那么，秉承“全外教私人教育”的 i2国际私
塾培养具有“5C”能力人才的梦想如何才能实
现？对接国际先进教育理念的 iWonderful 国际菁
英成长项目如何实现专业实施？

专业课程引领，是 i2国际私塾面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

在 iWonderful 课程设置里，包含了主修课程
和辅修课程。主修课程包含语言艺术和现象教学
两门课程。作为一个国际化教育的提供者，i2国
际私塾的语言艺术课程采取互动式教学，使用麦
克米伦 （Macmillan） 教材，实现与北美教材体
系同步，全面提升学员听说读写能力，让沟通无
国界。

“办一个理想的国际化教育机构，这个机构
不仅仅只是培训一项语言技能，更要成就一种因
教育而生、因教育而精彩的人生。”彭启说，如
果说语言艺术课是一个国际化教育机构必须的专
业担当，那 iWonderful 课程里的现象教学，则是
i2国际私塾基于全外教国际教育理念下的应然之
举，是一个国际教育机构在时代教育变革中更好
的专业回应。

如果将席卷全球的 STEM 教育的内核拆开
来，其中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学科融合，这
代表着课程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正在来临，学科
之间的“围墙”正在消失。

作为全球教育的领跑者，芬兰国家教育委员
会 2016 年 8 月在中小学全面推行新课程改革。芬
兰此次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培养学生
在未来社会所需的核心素养与能力，进行依托学
科融合式的“现象教学”，使信息科技技术与课
程教学深度融合，发挥学生在课程设计与评价中
的主体作用。

这是一堂 i2国际私塾针对低龄段学生的国际
菁英课程：外教在教授交通工具和地点时，会让
孩子模拟生活中搭乘交通工具的情境，一边说英
语，一边做动作。教“Let’s go to the station
by bus.”时，会让一位孩子模仿 bus driver 说：

“嘟嘟，the bus is coming.”,于是，孩子们会一
个 接 一 个 地 “ 上 车 ” 去 了 ，“Bus” 在 教 室 里

“开”起来。孩子们一边走，一边说：“Go,go,
let’s go ，let’s go to the station by bus.”这
样的情境轻松活泼，极大地调动着孩子们学习的
欲望，课堂效果非常棒。

所谓“现象教学”，即是先确定一些主题，
然后围绕特定的主题，将相近的学科知识重新编
排，形成学科融合式的课程模块，并以这样的课
程模块为载体实现跨学科教学。在 iWonderful 国
际菁英成长项目里，现象教学接轨国际全新教育
模式，打破传统学科限制，以菁英“5C”能力
为核心，围绕生活及社会现象展开教学，通过参
与体验活动的形式，将语言知识运用到真实场景
中，让理论融会贯通并应用于现实，帮助学员在
提升语言应用能力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知识与技
能。

“要培养国际菁英人才，那我们的课程也必
须和国际同步。”彭启介绍，在 iWonderful 课程
设置里，主修课程包含了 40 个学时的现象教
学。课程以跨学科方式，围绕时代生活和社会现
象展开教学，让孩子们浸润在真实的现象活动场
景中去理解，去交流，去研究，去合作，去成
长。

做好课程开发 成就更好未来

接轨国际教育理念 培养学员“5C”能力

课程对接核心素养 培养国际菁英人才
——i2国际私塾走向全外教国际教育深水区

合作精神
Collaberation

跨文化理解能力
Cross-culture
Understanding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创造力
Creativity

沟通能力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