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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大爱

光明自来

——海亮教育集团办学转型侧记
□汀 兰

舒玲玲

进入 9 月，海亮教育园仿佛从一场酣眠中醒来，蓄满崭新的能量。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带着一个暑期
的收获与成长，重返他们心目中的“欢乐家”
“幸福院”。无论是走过铺着红地毯的成长之路，还是在巨幅签名墙
留下自己的印记，抑或是在开门纳新之季选择心仪的社团和兴趣班，都带给学生们满满的仪式感。
“因为他们会
从这里开始，走向不一样的炫彩人生。”作为学生们口中的“冯爸爸”，海亮集团董事局主席冯海良说，未来不管
孩子们走多远、飞多高，海亮永远是他们身后温暖的守候与港湾。
将教育的着力点更多地投注到学生长远发展和学校内涵提升上来，始于 2011 年海亮教育集团召开的一次
战略发展规划座谈会。这次会议堪为海亮教育史上的“遵义会议”，除了制定海亮教育十年发展规划、明确海亮
教育未来办学定位外，会上还决定调整海亮教育集团的组织架构、投建全新的海亮教育园。由此，海亮教育迎
来办学拐点，着力完善现代学校治理模式，开始筹谋更高标准的转型发展。
“争创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全球规模
最大的 K12 私立教育集团”也成为全体海亮人的共识。
全新的发展定位和周密的十年规划使得海亮逐渐打破了人们对民办教育的刻板印象，
“精品化、特色化、国
际化”成为海亮的新标签，社会满意度和美誉度双提升，海亮也成为全国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K12 教育
集团。如今，随着海亮教育版图扩张步伐的加快，以及全体海亮人对“海纳百川、亮泽天下，心念大爱、行求致
远”理念的坚守，
海亮教育正在实现一场有温度的扩张。

依山而建的几十幢教学楼掩映在盎然绿意间，
不同学校的建筑风格自成一统，又与园区内其他校
舍相得益彰。在这个占地 1280 亩的海亮教育园
里，不仅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完整学
制，还有从小学至大学预科 13 年一贯制国际教育
体系。学生们每天徜徉在鸟鸣山幽的优美环境里，
除了能享受高配版的现代化教学外，闲暇时还能到
各大文体功能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每所学校都配备标准的教学楼、宿舍和文体
场馆，整个园区还建有公共的游泳馆、篮球馆、文化
艺术广场和生活体验广场，并辅以医院、超市、欢乐
家庭酒店、园区内公交系统等生活配套设施，园区
内每一个功能区早在设计环节就考虑到了学生学
习、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就连食堂所用的食材也都
达到了 G20 杭州峰会的标准。”海亮教育集团党委
书记、总校长辛颖表示，海亮教育园好比一个教育
小镇，足以容纳数万名师生在这里快乐教学、幸福
生活。
“不只是海亮教育园，集团旗下其他学校也都
尤为强调环境的育人功能，尽可能地放大学校物理
空间所能承载的育人效应。
”
辛颖说。
当每一面墙都能成为传递知识与信息的窗口，
当每一隅都能成为第二课堂开展的场所，学生在这
里随处可以学习。走在海亮教育园里，常能看到三

三两两的学生围坐在教师身旁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又或者在某个角落有若干位正用外语进行对话的
师生，和谐的师生关系让整个海亮教育园充盈着脉
脉温情。
“因为学校倡导学生爱每一位老师，
要求老
师无微不至地关怀每一位学生。”海亮初级中学
九（17）班班主任寿新华说，寄宿制度拉长了学生
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时间，而这种建立在相互理
解与关爱基础上的师生情感不仅更为牢固，而且直
接带动了学生们在学科学习上的积极性。
“还有学
生想要认我做干妈呢！”
寿新华兴奋地表示。
鼓励每一位学生勇敢地表达自己、展示自己，
海亮教育集团尽可能地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
空间。在海亮，教师们从不以单一标准来评价学
生，有时为了激励学生、帮助他们重塑自信，甚至想
方设法增加奖励名目，例如长久地坚持一个好习
惯，每天进步一点点，热心帮助组内同学学习等，都
会得到教师们的积极回应与肯定。每到学期末，几
乎每位学生都至少能获得一项奖励。教师们用爱
与鼓励引导学生走出“被遗忘的角落”
，帮助他们重
新找回自信，重塑对未来的理想与信念。
环境舒适、教师可亲、同学友好、梦想可循，海
亮教育园不仅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迅速升级，而且
也获得了众多家长的青睐，为方便家长探望孩子而

建造的欢乐家庭酒店常常满房。
“教育就是一棵树
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氛围中，把海亮教育
园真正打造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
辛颖说，一直以
来，海亮教育集团都秉持着“心念大爱、行求致远”
的教育理念，不仅将育人目光投诸学生人生发展的
全过程，而且倡导要“为未来而教育”。除了传授
知识外，海亮更想传递给学生们优秀的品质和正
确的价值观，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全球视野
的世界公民和具备责任、感恩、博爱、进取品质的
未来领袖。

育人新标尺 重个性化成长，更重指数式增长
育人新标尺：
作为教育强市，2017 年，诸暨市的考生在绍兴
市中考成绩中名列前茅，海亮教育集团的考生更
是当中
“领头雁”
。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集中爆发，海亮已经连
续多年称霸诸暨中考‘英雄榜’，蝉联冠军、包揽
前三……”辛颖自豪地说，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海亮
教育集团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通过调整育人标
准，以个性化发展为抓手，促进因材施教在海亮教
育集团内的高标准落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海亮
突出了初中教育在整个学段中的重要地位，以初
中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促进“上拉下提”，继而提
高整个教学链条上各学段的教学质量。
“您的孩子喜欢外语，而且未来有出国留学的
打算，建议选择海亮外国语学校。”
“您的孩子有声
乐方面的兴趣与专长，海亮艺术中学很适合她，每
年从这里考入艺术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不计其
数。”……每到招生季，海亮招生办的教师们就要
化身生涯规划师和职业指导师，不厌其烦地倾听
学生和家长的诉求，结合学生的兴趣、专长、学情
和理想，指导学生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学校类别。
在海亮，像这样的“选择”从学生们还未入校
就读就已经开始了。
“因材施教在海亮不是一句空
话。得益于集团化办学的优势，海亮旗下有不同
特色与方向的各类学校，有门类繁多的特色课程，
还有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和兴趣班，有条件为每
一位学生铺设最适合他们成长的跑道。”海亮教育

集团副总校长谢劲说，这不仅是海亮对学生终身
发展负责任态度的体现，更是注重学生个性化发
展、将选择权还给学生的体现。
以高中学段为例，海亮旗下就有高级中学、外
国语学校和艺术中学，能够满足国内升学、国外留
学和艺术类升学等不同方向的学生需要。
“即便是
普通学部的高中段教育，我们也推行了分层分类
教学，学生可以根据学习基础与未来规划，在北大
基础班、创新班、平行班、音乐传媒班、美术特长班
等班型中做选择。”
而在选择性课程的开发与设置方面，集团化
办学的优势可谓彰显得淋漓尽致。数千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教师、上百名外引自世界知名高校
的外教、数十名高薪聘请的特级教师和学科竞赛
金牌教练等，使海亮成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集大成
者，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在这里汇聚、碰撞，继而
被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不仅如此，多才多艺的海
亮教师们还贡献出自己的第二特长和兴趣爱好，
有的升华为一门拓展性课程，有的衍生出一个活
动类社团，更多的则融入教学案例或教学情境中，
成为课堂教学的生动补充。
“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实
验室、中国美术学院合作，聘用专业导师授课，鼓
励教师通力合作，打造出了创客实验室、电子竞技
平台、动漫制作等 20 多门精品校本课程，供有兴趣
的学生选择。”海亮高级中学副校长尉贵生说，该
校推出的学科特长类、社团创新类和文体技能类

校本选修课程无一不受到学生的追捧，逐步形成
了为学生私人定制的特长培养模式。
“把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学习需求，这就好比一通
百通，标准可以因人而异，而不是以人去就标准。”
谢劲说，对多元评价和个性选择的坚持，使得海亮
再没有“差生”的概念，学生身上处处彰显出“生命
该有的努力的韧劲和犟劲”
。
因为坚持“评价标准当因人而异”，海亮高级
中学的学生们曾高票选出一位“另类”的学生会主
席。
“ 他学习成绩并不好，甚至还早早地打消了高
考的念头，但他其他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为同学服
务的意识也很强烈。”尉贵生说，为了支持他的选
择，学校还专门为他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多次安排
他组织、策划大型晚会和各类校内活动，指派他协
助教师完成其他事务性工作。
“ 在这个过程中，他
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毕
业后还被聘为诸暨开元酒店的业务经理。”尉贵生
欣慰地说。
同样在海亮实现华丽蜕变的，还有曾经家人
眼中叛逆、颓废、没出息的“问题学生”章蓝方。
“曾
经一度想过退学，我都放弃了自己，但是老师们没
有放弃我，他们看到了我的表演天赋和心底并未
熄灭的艺术梦想。”章蓝方说，海亮艺术中学的教
师们一次次找她谈心教育，课余给她补课，鼓励她
参加时尚盛典、参演微电影等，逐渐让她找回了自
信，最终在今年高考中发挥出色，被复旦大学艺术
学院录取。
学习在海亮，学生们不仅拥有自由的成长空
间，可以顺着内心真实的想法选择自己想要的学
习方式、内容和路径，实现个性化成长，还可以通
过课程学习、活动历练和彼此间的鼓励，提升自
己的信心和能力，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拼搏中，
获得指数式增长。正如辛颖常强调的那样，在海
亮，每位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经历不同、梦
想各异、感念生命的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接纳、唤
醒、促进、成就，便是全体海亮人所坚信的教育的
力量。

成 长 多 维 度 ： 与﹃大 爱﹄牵 手 ，与 世 界﹃对 话﹄

校园新生态 是温馨家园，更是精神高地
校园新生态：

“在这里，我又有了早霞满天的清晨；在这
里，你又可以细数满天的星斗。从此，我没有了
委屈与悲伤……”在 9 月 4 日“海亮·雏鹰高飞”培
养工程实施 3 周年文艺晚会上，在海亮学习、生
活的“小雏鹰”和着轻柔的旋律，缓缓朗诵出心底
感恩的诗篇。
从 2014 年首次启动“海亮·雏鹰高飞”培养
工程开始，3 年来，海亮教育集团已经先后接纳了
来自河北、甘肃、内蒙古、青海、陕西、江西、河南
等 16 个省（区、市）的 200 多名孤儿，为他们提供
“衣、食、住、行、医、保、教”等全方位的服务。入
住海亮集团专门为他们打造的“幸福院”，这些
“小雏鹰”又重新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其实，
海亮的“大爱”早在 2008 年汶川地震之际就已经
开始悄悄蔓延，当时，由辛颖带队的教师团队亲
赴灾区，除捐款捐物外，还资助了 28 个受灾的孩
子到海亮教育集团求学。
多年来秉持“大爱”信念，坚持以教育做公
益，海亮教育集团的教师们言传身教，逐渐培养
起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之心。
“ 学生们不
仅会主动关心身边需要帮助的同学，还会通过开
展各种活动来加深对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了
解。”辛颖说，学生们还曾自发组织蒙眼三人制篮
球赛、蒙眼穿衣服等活动，借此体验盲人生活的
不便，以便懂得如何更好地关爱盲人。
“引导学生
能心怀大爱，我们希望学生在海亮不仅能学到学
科知识，还能逐渐养成公民意识和完整人格。
”
从今年开始，海亮又加大了教育公益的步
伐，以后每年都会面向全社会举办公益夏令营，
由数学、物理、信息、化学、生物等五大学科的国
家级“金牌教练”挂帅，分享更有效的学习方法、
思维方式和解题技巧。
如果说教育公益使海亮的学生们变得更加
温润有爱，那么海亮多年来坚持的国际化办学
理念则无疑将世界铺陈在学生眼前，给他们创
造了更便捷的放眼全球、接轨世界的机会。
“因
为国际化办学起步早，海亮创造了多项第一：第
一家取得聘请外籍教师资质的学校、第一家取
得招收外籍学生资格的学校、第一家取得外籍
留学生实习基地资格的学校。”辛颖说，每年海
亮不仅有许多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考入世界知名
院校继续深造，还有一些学生通过该校与不少
美国社区大学合作的“社区大学 2+2 项目”，坐
上“美国高校直通车”。
服装品牌 Miss Patina 的创办者、知名设计师 Holly 如
今在时尚界炙手可热，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还有个中文名
字叫汪雅婧，多年前曾就读于海亮高中。
“汪雅婧当年没有参
加国内高考，而是凭借雅思 7 分的成绩进入了海亮的合作学
校——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本科学习，并以‘一等荣誉’的优异
表现毕业，后来还获得了伦敦艺术大学的硕士学位。”说起这
位被英国教育文化理事会评为 7 位“英国优秀留学生典范”之
一的优秀毕业生，辛颖话语中满是自豪。
像汪雅婧一样，一大批想要走出去看世界的学生受益于
海亮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和科学的中外课程设置，在海亮积
累了出国留学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与技能。采用国际先进学校
的原版教材授课，外籍教师面对面教授口语，每到寒暑假期间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到世界各国参加冬（夏）令营或游学活动，
海亮致力于为学生们营造浓郁的国际教育氛围，帮助他们更
好地认识世界、了解世界。
海亮外国语学校分门别类地开设了小学国际班、初中国
际班、高中国际班、美国 2+2 大学直通车班、国际大学预科班、
澳大利亚高中证书班、精英班、韩语班、日语班、对外汉语班、
A-Level 剑桥国际班等近 200 个班型，成功构建了从小学到
大学预科 13 年一贯制教育体系。学校除了将 SAT、雅思、托
福等课程融入高中国际班课程体系外，还开设了网球、高尔夫
球、足球、钢琴、古筝、大提琴等多门选修课，以期帮助学生养
成跨文化交流能力、提升国际化综合素养。自 2008 年起，该
校还招收中小学学段的外籍学生，对他们开展对外汉语小班
化教学，更好地实现了中外文化在海亮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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