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北上冶学习之旅已经告一段落袁但它带给我的震
撼却久久不能平息遥 蔡董事长倾情教育的济世态度尧国
内一流高校严谨务实的学术精神袁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
激励我不断前行遥

在北师大的校园里袁有这样一段文字袁让我肃然起
敬遥野学为人师袁行为世范冶遥作为一线教师袁面对民族复
兴的中国梦袁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院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遥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
习袁提升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水平遥 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
学生成长之间的关系袁明确自己的本位角色遥 以谦逊的
态度做学问袁以厚重的师德育人心遥

尼采说院野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袁 都是对生命的辜
负遥 冶当老师是幸福的袁在侨中做老师的幸福的遥 因为袁
在这里我可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袁 将自己的理想都

实现遥 有人说院野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袁每天都是人生
的巅峰期遥 冶是的袁经过此次北上之旅的充电遥 现在袁我
已经准备好了遥 面对未来袁我充满信心遥 珍惜学校给予
我的发展平台袁珍惜学生生命的每一天遥 以感恩的态度
去工作袁以饱满的热情做教育遥

康德说院野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钥 是培养孩子的生活
能力还是袁培养孩子的人格力量钥 是培养孩子遵守规则
还是培养孩子认识理解规则的能力钥 是教授孩子各种
学科道德知识袁还是锻炼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学习能力遥
当然袁也许人们会说袁这些都是教育的目的袁关键是如
何取得相互之间的平衡遥 但问题在于袁这些目的孰轻孰
重钥 冶

曾几何时袁这些问题让我懊恼不已遥 作为生本教育
理念的实践者袁 我对自己以学生为主体的的开放式课

堂以及野合伙人式冶的班级教育理念深感忧虑钥 面对高
考袁我的学生小有成绩遥 但走入大学之后袁没有了这样
的班级和课堂袁 孩子们的未来会怎样钥 但这一切的问
题袁都在参观野3E冶学校和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后
拨云见日遥 我们的大学在变化袁其先进的教育理念足以
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遥 野心安冶袁这是我在
此次北上之旅即将结束时说的话遥

有人说院野心安之处是故乡冶对此袁深以为然遥 没有
了对于学生未来的忧虑袁 我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想做
的教育遥 进一步巩固师生之间基于成长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曰让班级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平台曰让班级发展
成为课堂改革源源不断的内驱力遥

野永远年轻袁永远热泪盈眶冶这是教师之于教育的情
怀遥 野北上冶之后袁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似乎更为透彻了遥

心安之处是故乡
Implementing Life-centered Education with a Peaceful and Easy Mind

张岩

此次考察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袁是一所只有 200余
名学生的小小的学校要要要北京 3E国际学校遥

3 E的目标是让孩子们去探索尧实验尧和表达自己,
是教学平衡之间适当地让孩子发起和参与学习袁 由老
师指导遥 社交能力和欣赏其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校的课程设置重点与教学目标遥 多元的文化背景使
得师生之间的交流空间更加广阔遥
学校有一间小小的图书馆袁我们参观的时候袁馆内

也没有刻意的打扫的纤尘不染或收拾的整整齐齐遥 一
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遥据校长的介绍袁书籍的数量并不
多袁 但足以保证每个孩子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学习过程
中袁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书籍遥而每一个教室的
布置也并不统一袁 由孩子和老师来共同设计装饰他们

学习生活的空间遥
在这里袁孩子的天性得到了充分地自由的发展遥相

比较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双语式幼儿园或小学遥 这里的
孩子无疑是最幸福的遥在我国袁由于我们的双语教育主
要是在汉语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进行的袁 汉语与英语
属于不同的语系袁 不如许多欧洲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与
英语那么接近袁 同时我国国民的英语水平总体上还比
较低援 英语不像汉语那样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我们的生
活中袁因此袁客观地说袁我国大多数地方是不具备双语
教育的自然环境的遥 而一个合格的幼儿双语教师一方
面要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袁发音准确袁口语流利袁能灵
活地用英语进行教学袁创设双语环境曰另一方面要具备
幼儿教育的专业知识袁 了解和掌握幼儿的发展特点和

规律袁能够根据幼儿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教学方式遥但目
前袁 我国的幼儿双语教师主要是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
幼教专业教师袁或者是无幼教经验的英语专业教师遥这
两类教师虽各有所长袁但他们或英语口语能力较弱袁在
语音语调方面存在问题袁 或由于缺乏对幼儿的基本了
解袁不能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袁无法真正科学尧有效地
进行双语教育遥

孩子的一切改变和进步都是在自然融洽的过程中
进行的遥这里没有填鸭式的上课模式袁没有整齐划一的
环境设置遥 但正因为 野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
子冶袁这样的有差异的自然的教学模式才是最适合孩子
天性的袁才是最恰当的教育模式遥

给孩子最恰当的教育
The Most Appropriate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

胡敏

虽然这次考察学习活动已经结束了袁 但所参观的
学校的校容校貌尧教育理念尧办学特色尧师生风采无不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使我感触颇深遥疏理了自己的
思绪之后袁使我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袁新时期教师工作应

具备更高的素质和能力遥
要想办好教育袁 首先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

理念遥 教育与国际接轨袁实施素质教育袁让学生得到全
面的发展尧个性发展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遥民办

教育在这方面可以先行先试袁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遥
我们所参观考察的三奕国际学校是一所中英双语民办
学校袁学校集中优势教育资源袁办优质教育袁并取得了
显著成效曰学校一半以上的教师是外教袁在平时的教学
中也是中英文双语教学袁着眼于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袁
特别是英文的口语教育尧动手能力尧团结协作教育大力
彰显了办学特色遥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兼顾遥大
到学校的硬件设施袁小到校园中的一草一木袁无不展现
着良好而又务实的育人氛围袁 无不体现着尊重个性的
教育遥例如院学生的手工制作展示尧各种功能室的利用尧
用系统论的观点管理学校等使学校的发展步入良性循
环的轨道袁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教学效果遥学校承认学生
的差异袁尊重学生的个性袁对学生不做分数的考核袁重
在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袁 而国内传统教育
还是只看重学生的成绩袁以分数论英雄遥学校所形成的
教学理念尧 管理风格和办学特色无不渗透着教育者的
教育智慧袁无不凝聚着他们辛勤的汗水遥教育是一项神
圣的事业袁 学校把先进的教育理念贯彻到平时的教学
和管理中袁将其演绎的淋漓尽致袁自信尧务实浴

其次袁教育的成功源自教育细节的成功遥学校是教
书育人的场所袁草率尧粗放的校园环境无疑对学生有着
潜移默化的伤害遥 我们所参观的三奕国际学校校园环
境优美袁建筑设计布局合理袁校园文化氛围浓厚遥 学生
的绘画作品尧小制作尧工艺品等在细微之处体现着教育
者为学生才能的展现和拓展所做的努力与良苦用心遥
这些做法对我们都是一种启发和提醒袁 如果我们在这
些方面进入了一种常规教育的话袁 那么对学生身心的
健康成长尧才能的展现无疑是一种促进遥

理念引领、细节求胜
Ideas Leading the Way, Details Determining Success

孟金路

考察团在北京 3e国际学校合影

授牌仪式现场

拜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渊右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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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教育考察团赴北京、沈阳考察学习系列报道
Education Delegation of Jonathan Choi External Exchange Funds Investigated Schools in Beijing and Shenyang.

11月 8日袁考察团一行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袁拜会了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并与钟会长座谈遥

蔡冠深博士向大家介绍了钟教授以及与钟教授的交往和

合作情况遥钟教授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司长和北京
师范大学校长遥 座谈中袁钟会长谈到三点袁一是蔡博士有实力袁
有远见袁对教育有感情遥 蔡博士创办的 3E国际学校非常成功遥
二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包括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很快袁但也
面临一些问题袁比如硬件建设尧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尧教育质
量尧教育公平等亟待解决遥 三是介绍了中国教育学会的职能遥

林校长介绍学校情况时说袁学校坚持野名校+侨校冶发展战
略袁打侨牌袁铸品牌袁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袁办品牌学校袁做好
女生教育优先尧世界公民教育尧生本高效课堂尧华侨文化校本课
程尧华侨文化三元色(学校标志)尧陈嘉庚式建筑尧精细化管理尧对
外教育交流尧教师工作室九大项目遥 通过实施野品牌校长渊教育
家校长冤+品牌教师渊教育家教师冤冶的策略袁办品牌学校渊全国
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冤袁培养品牌学生渊爱国爱乡尧崇德行
善尧刚健进取袁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人冤遥 并表示袁见
到钟会长非常荣幸袁希望钟会长有时间到侨中指导工作遥

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座谈
A Talk with Mr. Zhong Binglin,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核心提示院11月 8要10日袁在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尧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带领下袁我校蔡冠深
对外交流基金考察团赴北京尧沈阳进行教育考察交流活动遥 期间袁拜会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裘援平主任和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袁参观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 3e国际学校尧东北大学和辽宁大学袁一同前往考察的还有市外事
侨务局副调研员林铭章尧市教育局学前科科长雷泽洪尧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思源遥此次考察袁时间紧袁任务重袁但
成员收获很大袁对教育国际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袁对今后进一步搞好教育教学工作袁培养现代化尧国际化人才更加
充满信心遥 现将考察情况付梓以飨读者遥

11月 8日袁考察团一行来到北京 3E
国际学校遥

3E国际学校是在蔡冠深博士资助下
创办的袁依托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和北京师
范大学袁为婴幼班到四年级的学生提供了
中 英 文 各 占 一 半 的 双 语 渗 透 式

(dualimmersion)课程遥 在这里袁有来自德
国尧瑞士尧澳大利亚尧新加坡尧美国尧英国尧
韩国尧瑞典等国家的 200余位小朋友遥 学
校采用小班制的教学和高师生配比
渊Nursery 师生比为 1:4袁G2/G1/K/PRK
为 1:8冤曰 提供半天和全天的婴幼班课程曰

创设了活跃尧 高度互动参与的课堂教学
法曰从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每个孩子每
天都有三个小时的纯中文学习环境和三
个小时的纯英文学习环境遥

学校采用新华集团独创的教育模式
进行管理和教学袁创编的教材已被美国政

府购买袁拟在美国公立学校推行遥 培养出
来的孩子具有创新性尧 社会性和国际性遥
在网评中袁3E学校在北京是评价最好的
一所民办学校遥 目前袁国际 500强企业管
理层的很多小孩在里面读书遥

参观北京 3E国际学校
A Visit to 3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Beijing

参观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

面对繁忙的教学工作袁高考的教学压力袁并不是每
一个一线教师都有机会外出考察学习的遥 正是因为在
侨中袁因为侨中有蔡董事长对教师发展的重视袁有蔡冠
深对外交流基金会的支持袁 有学校领导对培养教师的
远见和关怀袁我有了这次学习的机会遥

此次之行袁让我深感做一名名校教师的优越感遥 我
该感谢我是在侨中这样的名校做老师袁 才可以让我这
样一个没有做出任何突出贡献的普通教师也有机会见

识一些名人遥 第一次有这样的优越感是在侨中 55中周
年校庆的时候袁 我在侨中校园第一次见到了杨振宁先
生遥 还记得蔡冠深董事长是这样介绍的院野今天袁我请来
了我的好朋友杨振宁先生袁 杨振宁先生是我和我父亲
两代人的好朋友......冶而这一次到北京,拜会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裘援平主任,也正是在蔡董事长的带领下,让我
们有机会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遥裘援平主任也说院中山侨
中很庆幸有这样一位非常好的董事长袁 蔡博士不仅给
侨中带来资金袁还为侨中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遥 她还
说院国侨办非常重视把侨中确定为华文教育基地袁侨中
是第 43所遥 确立华文教育基地很严格袁分中学尧大学尧
文化名城三种类型遥 她希望侨中不仅成为国内外的野名
校+侨校冶袁 也要在华文教育方面给世人带来惊喜遥 我
想袁能够得到这样的指点袁能够晒出这样的幸福袁是我
的幸运袁更是侨中的幸运遥

读书的时候袁 会经常回到已经毕业的母校看望曾
经教过我的老师遥 当我做老师了袁也时常会有学生回来

看我的遥 但是当我作为老师袁跟随董事长和校长去到几
千公里以外的北国看望我们曾经教过的学生袁 这还是
第一次遥 说实话袁真羡慕侨中毕业的学生袁我想袁他们在
大学里袁在他们的同学中间袁也必定是十分骄傲的遥 在
他乡求学袁还有母校的老师前来探望袁还能与董事长尧
校长和老师们亲切座谈袁在这个冬天袁应该有着别样的
温暖袁这该是侨中学生的幸运遥

能在侨中这样的名校做老师袁 我是幸运的遥 我觉
得袁我们不能辜负这种幸运袁所以我们才要更加努力袁
努力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学生袁 也才会有更多的老师有
更多更好的机会走出去开阔眼界袁增长见识袁让每一个
侨中人都拥有国际视野袁世界胸怀遥

越幸运，越努力 More Luck, More Efforts
张 娇

结束语院叶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渊2010-2020冤曳明确指出袁要继续野扩大教育开放冶袁教育国际化是 21世纪中
国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遥教育国际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国际化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的侨中人已经在教育国际化
方面走在了全省的前列遥 今后袁我们将继续坚持野名校+侨校冶发展战略袁打侨牌袁铸品牌袁不断推进教育国际化的进
程袁大力培养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世界侨中人袁实现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华侨
中学的奋斗目标袁为中山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赴北京尧沈阳考察回来袁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院基
础教育如何实现国际化遥
如今中国的经济正在更广的领域尧 更深的层次上

融入世界经济和社会大潮之中袁经济的全球化袁贸易的
自由化需要国际化人才遥 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袁面向世
界袁面向未来遥 冶早在 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
育国际化的理念遥我国颁布的国家叶教育规划纲要曳中袁
也第一次提出了野国际化人才冶的培养目标袁明确要求
野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尧通晓国际规则尧能够参与国
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冶遥 但令人遗憾的是袁
目前这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袁 遭遇各方阻力袁 进展缓

慢袁基础教育国际化仍然只是看起来很美遥
可喜的是袁我校依托侨校的优势袁围绕办野全国一

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这一总目标袁以华侨文化节
为窗口袁 社团活动为载体, 以办好国际班为着力点,增
强了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袁学会放眼世界曰与此同时袁
学校以对外交流为平台袁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
与世界各地的名校缔结友好学校遥 通过对外交流这一
平台袁既传承了华侨文化袁又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袁
增进了学生国际沟通和交往能力袁让世界走进侨中袁让
侨中走向世界袁积极培养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
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世界侨中人袁在办学国际化

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遥
当前袁我们正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袁急切需

要提升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遥 围绕基础教育
国际化袁 我们应该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学习借鉴
国外先进经验袁创新探索开放合理的人才培养路径袁开
展多元互动的国际交流合作袁 营造全民融入的社会环
境袁积极推进具有时代特征尧教育特质尧地域特色尧民生
特性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健康发展袁 努力追索教育国际
化的本质袁 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交往能力的现代
人才袁为实现幸福和美的中国梦做出贡献遥

教育国际化迫在眉睫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彭海泉

短短几天的考察学习袁让我触动很深袁感受颇多袁
其中袁给我印象最深的袁引发我思考最多的袁是蔡董事
长创办的 3E国际学校遥

3E袁指的是 野Explore尧Experiment 尧Express 冶遥 在我
看来袁这简单的三个 E袁蕴含了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先进
的教育理念遥在这所面积并不大的学校里袁我感受到的
是一种充满快乐尧温馨和谐的教学氛围遥 孩子们阳光自
信的笑容尧老师们谈起工作时的骄傲与幸福感袁无不深
深触动着我的内心遥 一位从北师大调来这所学校工作
的老师跟我说袁她很喜欢这里的教学模式袁在这种野发
现和探索冶式的教学理念下工作袁她觉得更容易实现她

个人的教育理想袁而最让她感到满足的袁是她可以愉快
地跟孩子们一起成长遥 在跟 Amy校长的交流中袁我更
是深有感触遥 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漂亮的女校长袁对自
己所带领的 3E学校充满了深厚的感情遥她对孩子们的
关爱尧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尧对创办这所学校的蔡董事长
的感恩袁 尤其是她对如何引领孩子们成长尧 发展的见
解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3E学校的办学模式无疑是成功的袁这一点袁且不说
美国政府掏钱购买他们独创的教程袁 并拟在美国公立
学校推行袁仅从学校里孩子们尧老师们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袁以及这所学校在北京日与俱增的学位需求袁就足以

证明遥
社会的发展是如此之快袁 我们的教育是否能跟上

时代的要求袁 这一点非常关键遥 正如蔡冠深董事长所
说袁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应该具有创新性尧社会性
和国际性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袁我们的教育模式必须要
变革遥 那么袁作为老师袁我们又该如何成功转型钥

这次的外出考察学习袁时间虽然短袁行程虽然紧袁
留给我的袁却是满满的收获和无尽的思考遥这一路的所
见所闻所感所想袁 都必将对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积极的能量遥 感谢蔡董事长袁感谢学校领导袁感谢所有
考察团的同行袁真心感谢浴

快乐、温馨和谐的 3E模式 The Happy, Sweet and Harmonious 3E Model.
梁晓琴

东北大学为中山侨中成为优秀生源基地
举行授牌仪式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Held the Awarding Ceremony for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Being Awarded the Base of its
Outstanding Students Source.

11月 9日袁考察团一行赶赴东北大学袁受到了东北
大学党委书记孙家学的热情接待遥

东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袁 始建于
1923年遥 1928年 8月至 1937年 1月袁著名爱国将领张学
良将军兼任校长遥 野九窑一八冶事变后袁东北大学被迫先后
迁徙北平尧开封尧西安尧四川三台等地遥 在此期间袁广大师
生积极参加爱国抗日运动袁是野一二窑九冶运动的先锋队和
主力军遥 在东大期间袁成员们参观了东大一二九群雕尧刘
长春渊中国奥运第一人冤塑像尧图书馆尧蔡冠深楼尧蔡冠深

报告厅和张学良纪念馆袁 感受到了东大悠久的历史和光
荣的爱国传统袁也感受到了蔡冠深博士倾情教育尧支持东
大发展的博爱精神遥

东北大学为中山侨中成为优秀生源基地举行授牌仪
式遥 东大学生工作处处长王辉教授主持仪式并介绍了东
大的基本情况袁 对侨中在东大读书的学子给予了高度的
肯定袁 他希望加强两校合作袁 侨中多为东大输送优秀人
才遥

当天袁 蔡博士与孙家学在汉卿会堂共同为东北大学

蔡冠深奖学金尧 教育建设基金奖学金获奖学生颁发了奖
学金证书遥 孙家学代表东北大学向蔡冠深颁发了东北大
学校董会副主席聘书遥

晚上袁 蔡博士和考察团成员与在东大读书的侨中学
生尧澳门学生举行了座谈遥 学生问起蔡博士与习近平尧江
泽民尧朱镕基合影照片一事袁蔡博士饶有兴趣地讲起了合
照的背景故事袁也回顾了自己践行科教兴国尧倾情教育的
历程袁令在场的师生赞叹不已遥

11月 10日袁考察团一行来到辽宁大学袁受到了校长
黄泰岩以及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院长曹立华和党
委书记姚海鑫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曹院长为考察团成员介绍了辽大新华国际商学院
的基本情况遥 辽宁大学根据野培养适于在世界 500强企
业从事业务或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冶的定位袁于 2003年
6月创办辽宁大学国际商学院遥 在此基础上袁辽宁大学
又和香港新华集团共同出资袁 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合
作袁创办了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遥学院于 2004年经
辽宁省教育厅批准成立袁是省政府和教育厅教育改革的
重点项目遥

目前袁辽大新华国际商学院是省内仅有的几所采用
全新模式办学尧与国际接轨尧培养一流国际人才的商学
院之一遥学院现开设 3个专业袁即会计学渊国际会计冤尧工
商管理渊国际工商管理冤尧市场营销渊国际营销与商务冤遥
学院有两种培养模式院一是在高考生中招生袁一本 B段
录取曰二是招收野1+3冶尧野2+2冶模式学生遥 英国德蒙福特
大学选派优秀教师为新华国际商学院学生教授专业课曰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提供核心教学计划和教材袁学生不用
出国就可以接受到高水平的国际化教育遥

该院今年的毕业生中已有多位同学被推荐为北大
和辽大的研究生袁在辽大各学院中遥遥领先遥

考察期间袁蔡博士率团走进学生中间袁与学生亲切
交流并合影留念遥

赴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考察
A Visit to Xinhu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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