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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中国海外办学第一步

与国际教育接轨的同时创设特色

海外学校采用的IB课程， 契合了国际学生和家长

的教育需求， 而学校又在自身定位基础上使其焕

发出了新的差异价值

刚建校时， 当地居民对这个来自中

国的新面孔并不了解， 学校只有几十个

学生， 但王志泽对未来充满信心。 该校

坐落在环境幽静、 名校林立、 毗邻使馆

区的武吉知马， 校园占地面积4.5公顷。

作为一所招收非新加坡公民子女的学校，

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来自

32个国家， 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相同

的是， 这些家长都希望孩子拥有跨文化

积淀和国际化视野。

为契合其教育需求， 也为了与国际

教育接轨， 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采用了

许多国际学校普遍使用的IB课程体系。

IB课程广泛吸收了许多发达国家主流课

程体系的优点和核心内容， 既具有与世

界各国主流教育课程体系之间的兼容性，

又有自己教育理念发展下的独特性。

与中国按学科分类的课程体系不同，

IB课程以跨学科探究主题和学科领域来

交叉、 融合成独特的课程体系。 有人认

为， 这一课程设计为克服教育中科目林

立、 知识支离破碎的弊端作出了尝试。 以

小学项目PYP课程为例， 它分为六大跨学

科探究主题：我们是谁、我们处于什么时

空、我们如何自我表达、世界怎样运作、我

们如何自我组织、共享地球；六组学科领

域包括语言、人文、个人/社会/健身教育、

数学、艺术、科学技术。 在设计教学主题

时，不同年级在相同的探究主题上，会融

合不同程度的学科目标和能力要求。

在王志泽看来，IB课程的核心在于对

学生知识、概念、技能、态度和行为的全面

学习，这是一个融合东西方教育理念和教

育资源，注重多学科和多元文化的融通过

程。 在这里，每个学生都受到尊重；每个学

生都在享受着双文化的资源；课程、艺术、

体育、生活被放到相同重要的高度，从而

促进学生个体更加和谐全面地发展。

如果说IB课程呈现出更多的是一种

统一，那么中国国际学校就需要从这统一

中创造差异。“学校要生存发展，就要有差

异，这样才有价值。 ”于是，学校确立了基

于IB的差异和特色，IB课程不只是被平移

过来，而要有学校自己的理解和创造。

身处新加坡这个国际化大都市， 中

国国际学校将IB课程与本地文化特色结

合起来。 学校通过组织学生观察新加坡，

参观樟宜国际机场， 发现新加坡文化的

多元性， 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在樟

宜机场， 学生看到了中西合璧的外观设

计， 6个不同主题的室内公园和室外屋顶

花园， 利用一切有效空间建造的大面积

食肆和商店， 以及可根据需求扩建的可

持续性机场规划。 这些设计、 设施、 标

识和管理无不体现了机场以人为本、 保

护环境、 可持续发展理念， 给学生带来

了全新的视野。

为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学校里

来自21个国家的40多位老师都很有特色，

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 比如珊迪老师，

她是新加坡籍， 在印度出生， 在澳大利

亚受教育， 在新西兰结婚， 还会说中文。

“她身上的国际化背景就很有意思。 这样

的老师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国际化思维和

视野， 更符合我们的发展理念。” 王志泽

说。 每个学科老师的选择， 也都是围绕

学校双语双文化的定位来确定的。 比如，

中文老师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英语老师

主要来自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等5个英语国家。 这都是为了

让学生接触到最地道的中文和最纯正的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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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海外办学有很大空间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绝不止于华裔后代，还包括那些金发碧眼的“洋娃娃”们

“在中国国际学校， 我发现了过去寻

找很长时间的国际教育。” 家长钱女士深

有感触地说。 在国外， 移民后代的中国

文化流失严重。 钱女士的孩子出生在美

国， 6岁之前在家里都讲普通话。 然而，

进入小学后， 在英语为主的社交圈中，孩

子的中文不断流失。 钱女士在新加坡考察

过两所美国国际学校和一所加拿大国际

学校。 然而，她发现他们开设的中文兴趣

班只把中文视为第二语言，当地华文学校

也很难教给孩子纯正的中文。 而这所学校

的中文特色让她眼前一亮，她最终决定将

自己两个女儿都送到中英文教学并重的

中国国际学校来。

和钱女士一样， 许多华裔家长不希

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香蕉人”， 而希望通

过学校教育从小打下中文基础， 不仅能

掌握中文交流技能， 还能找到文化之根。

采访中， 一位郭女士也说： “我有一些

在国外生活的朋友， 他们的子女平时上

国际学校， 周末就上中文补习班， 因为

家长不希望他们丢掉中国文化。 而这种

双语双文化的学校， 正好契合了他们的

需求。”

中国国际学校通过双语双文化教育，

向海外非华裔学生和家长展现了一幅鲜

活立体的、 既古老又年轻的、 开放现代

的中国形象， 并把中国文化用学生和家

长都能看明白的方式通俗地表达出来。

久而久之， 他们发现， 许多西方文化背

景的学生家长都能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

中国文化。 在孩子学中文的同时， 越来

越多的家长也加入到中文学习的行列中，

饶有兴趣地了解汉字的独特魅力， 体悟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原本以为， 我们在新加坡的市场可

能会集中于华裔人口， 欧美人可能不太

会接受我们这种双语双文化的设置。” 王

志泽说， 刚开始， 他们心里并不是特别

有底， 但随着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崛起，

越来越多的外籍家长看好中国市场， 认

为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有必要。 因

此， 越来越多金发碧眼的娃娃来到了学

校。 一位曾在北京工作过5年的芬兰家长

将4个孩子全部送到了中国国际学校。 这

让王志泽发现， 其实中国在海外举办国

际学校的市场很大。

目前， 该校有400余名学生， 其中父

母均非华裔的“洋娃娃” 达到一半， 纯

华裔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40%。 学校的

幼儿园和小学， 非华裔学生的比例更是

高达80%。 可见， 这里并不是主要为在当

地工作的本国公民子女提供母语教育的

侨民学校， 而是双语双文化的国际学校。

在未来学校的发展理想中， 这里应

该成为一个文化丰富、 多样、 充满魅力

的空间， 让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不仅能发

展自己的个人才智， 还能把学校里学到

的知识与生活相结合， 成为有理想、 有

国际意识和责任感的公民。 王志泽认为，

这种基于IB课程体系的双语双文化模式

是可以复制的， 如果将目光放眼美国和

欧洲等更多的国家， 同样可以将积累的

资源和成熟模式迁移过去， 开拓更多中

国国际教育的海外市场， 更大限度地推

进中国教育国际化。

为中国基础教育走向世界积累经验

■

陶西平

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是北京汇佳教

育集团经新加坡教育部批准举办的从幼

儿园到高中的一所学校， 也是我国内地

在国外举办的第一所进行学历教育的中

国国际学校。 招收的学生既有包括华裔

在内的亚裔新加坡人子女， 也有其他亚

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孩子。 虽然目前学

校规模还不算大， 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

是英语， 但教学内容中融入了大量的中

国文化， 正是这一特点深受不少家长青

睐。

这所学校像一个大花园， 十分美丽。

学校专门从中国国内选聘了一批优秀教

师。 他们在那里不仅教学生汉语， 而且

更注重传播中国文化。 我曾观看过一些

白皮肤的孩子用汉语演绎中国成语的木

偶剧 ， 他们兴致盎然 ， 演得惟妙惟肖 。

我还参观过学校专门开设的介绍中国历

史、 建筑， 甚至烹饪的教室， 难怪家长

也愿意常来这里学习。

漫步在校园中 ， 我不由得产生了一

种自豪感。 中国的学历教育已经开始走

出国门、 走向世界， 教育的国际化已经

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

的事情！

其实 ， 就在国外举办学历教育学校而

言 ， 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政策 ， 但相关

部门有了批准进行这项实验的勇气 ， 也

就为未来扩大中国基础教育在世界的影

响积累了经验 。 所以 ， 汇佳在国外举办

这所学校值得称道 ， 相关部门批准汇佳

在国外举办这所学校同样值得称道 。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

国家总督学顾问 ）

毕其功于一役，在海外开辟新天地

19年双语双文化办学经历， 成为开办海外国际学校

最好的准备

6年前的这次异国创业， 缘于两地文

化间的互相找寻。

当时，新加坡已拥有30余所不同特点

的国际学校， 唯独没有中国的国际学校。

面对“中国概念”的不断崛起，新加坡政府

经济发展局基于丰富新加坡国际教育资

源、改善新加坡投资环境的考虑，迫切希

望引进具有中国特色、双语双文化背景的

国际教育。 他们到中国大陆考察了不少学

校，最终将眼光锁定到一所基于IB国际文

凭课程体系、双语双文化教育的北京私立

汇佳学校。 于是，新加坡政府经济发展局

向汇佳抛出了橄榄枝。

其时， 在国际学校开遍中国本土的

当下， 中国在境外也需要一个向世界展

示中国教育风貌和实力的窗口。 看准这

个市场的王志泽决定先行一步， 在新加

坡投资建立中国国际学校。

对于海外创业， 汇佳并没有打无准

备之仗。 19年来， 汇佳教育机构已经在

基于IB课程体系、 双语双文化教育方面

有着深厚积淀。 他们在国内办学过程中，

努力发掘中国优秀教育传统， 探索将中

国传统的教育理念、 方法和现代国际教

育融合， 使学生在形成国际化视野的同

时， 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此次在新

加坡举办中国国际学校， 汇佳毕其功于

一役， 将19年积累的办学经验和教育资

源运用其中， 迈出了拓展中国教育海外

办学的第一步。

适应异国水土免不了一个艰难的过

程。 新加坡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对学校管理采取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法

律约束。 这就要求学校必须依法治校，建

立健全法制环境下的运作模式。“比如，和

在中国不同，在这里办学，他们看的不是

你的想法是什么，而是你的制度是什么。 ”

王志泽说，要想融入新加坡，就要保持欣

赏的态度和多元视角，而不能用中国方式

来解决和处理遇到的问题。

6年前， 在海外还没有一所以中国冠名的国际学校。 北京汇佳教育机构改写了这一历史， 成立了中国在新加

坡投资建立的第一所基础教育全日制学校， 实现了基础教育海外办学零的突破———

一间教室里，一名美籍中学生正在作

业本上画一个大汉堡， 中间还夹着一根油

条。 他说，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中西合璧。 在

他眼里，一个人将来要想有大作为，就必须

学会融合东西方文化， 这也是他坐在这间

教室里的重要原因。他所钟情的这所学校，

就是迄今为止新加坡首家中国国际学校，

也是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所拥有小学、初

中、高中和附属幼儿园的中国国际学校。而

这一切，均源自6年前决定到新加坡投资兴

学的汇佳教育机构总校长王志泽。 据他介

绍，这名学生所透露的，正是当初他决意进

军海外办学时秉承的双语双文化理念。

学校发展理念得到学生认同，并非一

朝一夕的容易事。 6年前，初到新加坡这个

全新而陌生的土地上时，中国国际学校能

否适应当地水土？ 能否满足国际教育需

求？ 王志泽都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也在

经受着一场从未有过的考验。

而今，这所学校已经凭借双语双文化

和中国特色，在新加坡众多国际学校中独

树一帜。

把“中国概念”引入国际学校

和本地学校的华文教学不同，这所学校做的是“有根的中文教学”

在新加坡这个堪称东南亚交通枢

纽的岛国， 华人约占人口的74%， 这

里的本地文化融合了东西方元素 。

“和本地学校的华文教学不同， 我们学

校做的是‘有根的中文教学’。” 王志

泽说，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等

地的华裔父母受中华文化的滋养长大，

不希望孩子丢弃宝贵的中国文化。 而

许多外籍父母也看中了这里的中国特

色和文化融合氛围， 希望孩子了解东

方文明。 可见， 新加坡本地市场需要

‘中国概念’。”

为此， 学校在双语双文化定位中，

把学习中文、 用中文学习、 通过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现代中国作为循

序渐进的教学目标。 目前， 在新加坡

现有的31所国际学校中， 中国国际学

校是唯一一所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且

中英文课程设置各占一半的学校， 是

唯一一所配备中英文双班主任的国际

学校， 也是唯一一所直接采用中国国

内语文教材标准讲授中文课程的学校。

为了扩大生源， 学校向新加坡外籍家长

宣传他们的特色， 向每一个前来咨询的

家长展示他们的双语双文化课堂。

作为重要的教育元素 ， 中国文化

渗透到了学校课程当中。 在设计教学

主题时， 中英文老师共同参与， 将东

方和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同一主题的多样

理解结合起来。 比如， 在一次“共享地

球” 教学主题中， 讲到“植物” 时， 老

师除了介绍植物的种类、 形态、 特征

以及和人类的关系外， 还讲到 《本草

纲目》 中的植物药用功能， 以及“岁

寒三友”、 “爱莲说” 等中国古代文化

里植物的寓意。

成语是中国语言的精华， 用区区4个

字就能讲一个故事或一个道理， 让许多

外国人感到特别神奇， 对成语的兴趣也

就特别深厚。 该校组织学生排演中国成

语故事木偶戏， 帮助不同肤色的学生学

习和理解故事中的哲理， 掌握语言技巧。

他们制作了木偶戏台， 让学生分别扮演

故事中的角色。 在排练和表演过程中，

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学生对此非常

感兴趣， 并且乐此不疲。

在教室的布置和活动设计上， 学校

也很强调中国特色。 比如， 他们会教学

生在折纸活动中折长城、 天坛等中国标

志性建筑。 学生在低年级阶段就开始接

触和学习中国书法。 在主题教学中渗透

中国文化元素， 通过儿歌、 游戏、 手工

等环节帮助幼儿学好中文。

学校还组织了“中国文化之旅” 游

学活动， 与中国学校进行短期学习和交

流， 参观中国的名胜古迹， 到中国同学

家居住、 生活； 组织学生在游戏、 节庆

活动、 演讲比赛中使用中文进行交流。

学生的中文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许多

中文为零起点的学生， 进校仅半年就可

以用中文进行简单交流。 学校还安排通

过国内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教师训练学生

发音， 帮助学生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

■

本报记者 高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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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启 事

自中国教育报

2012

年

3

月份改版之日

起， 校长周刊即承诺愿与广大读者一道，

发掘基层学校管理经验，报道一线校长教

育思想与办学实践， 推举对学校发展最有

贡献力的校长和最有创意的学校管理案

例。 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学校的响应。 为

更好地实现这一承诺，应广大读者要求，校

长周刊从

4

月份开始， 将逐月推出“

2012

，

推动学校发展最有贡献力的校长” 之月度

推荐人物。月度人物推举不限人数，也不限

事先是否在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上报道

过。只要对当下教育发展有见地，有破解之

道，产生足够影响力，就有资料被推荐。

月度推荐人物将采取推荐和自荐的方

式，要求提供校长简介、办学理念，尤其是

办学实践和对教育的感悟。不需面面俱到，

虚空乏味，但求踏踏实实，尊重生命，尊重

规律，有所作为。推荐字数在

3000

字以内。

届时，我们将在月度推荐人物的基础上，邀

请有关专家，最终评出校长周刊“

2012

，推

动学校发展最有贡献力的校长”。

敬请踊跃参与推举活动。 来稿请发：

jybxiaozhang@126.com

。

中国国际学校学生在中文乐园里各显身手 （资料图片）

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

“2012，推动学校发展最

有贡献力的校长”

之

月度

推荐人物

不同的肤色 交融的文化 （资料图片）

推荐理由：崇尚行动研究，通过千名中

小学校长问卷调查，用数据说话，反映当下

中小学校长工作中的问题与“痛点”，通过分

析与反思促使更多校长思考、创新和成长。

赵桂霞

推荐理由： 视学生生命成长规律为教

育最高法则，营造民主、平等、友爱的校园

氛围，创设科学、灵活的课程与丰富多彩的

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德性，张扬个性，

让每一个学生阳光灿烂地成长。

李涵

推荐理由： 与曾经创造了 “第

56

号

教室奇迹” 的 “全美最佳教师” 雷夫·艾

斯奎斯对话， 探讨两国共同关注的教育话

题， 在中国大陆教育界掀起一股雷夫热。

李希贵

推荐理由：发起成立“创新人才教育研

究会”，协同国内顶尖学者、高校校长和中

学校长共同搭建创新人才教育实践和研究

交流平台，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跨

学段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刘彭芝

一周关注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