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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名校“偏爱”来华开分校

哈罗宣布落户深圳前海，计划2021年开始招收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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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在英式古典建筑风格的校园里，身穿英式制服的学生，在网球场上奋力挥舞球拍，在舞台上排演莎士比亚剧……这些出

现在英国校园里的场景，在广东将成为常态。 日前，英国名校哈罗宣布将在深圳前海建设校区，计划 2021年开始招收中国籍

学生。 此前，威雅公学、费得斯公学、修仕倍励国际学校等英国名校也宣布落户广东。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英国

私立学校在中国开分校，凭借数百年的办学历史、全人教育理念等，吸引了不少家长的青睐。

动态 哈罗落户深圳前海 项目分两阶段建设

据悉，英国名校哈罗公学 1572 年在

伦敦成立，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学府。目

前在建的哈罗深圳前海项目占地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将建成一所涵盖幼儿园、小

学、 初中及高中阶段全日制及寄宿制的

学校，学位数量达 2000 个以上。 项目拟

分两个阶段建设完成。 哈罗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计划 2020 年 9 月开学， 招收 2~

12 岁的外籍人员子女。 哈罗礼德学校计

划于 2021 年 9 月开学，面向小学至高中

的中国籍学生。

据介绍， 深圳前海校区将采用哈罗

院舍制，让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

背景的学生一同生活，相互学习借鉴，培

养强烈的归属感、社交技能和独立能力。

此外， 校区还将秉承英国哈罗“全人教

育”的教育理念，保障学生的兴趣潜能和

个性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沟通

力、领导力等一系列核心能力和素养。

“‘为世界培育领袖力量’ 是哈罗传

承至今的办学理念和精神， 学生将在学

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得到领导力等核心能

力的培养。 ”现任哈罗北京校长、即将履

任哈罗深圳前海创校校长的 David

Shinkfield 分享道。

记者了解到，除了深圳前海校区外，

今年 2 月，哈罗国际

（中国）

宣布在珠海

筹备建设两个校区———珠海唐家湾校区

以及珠海横琴校区。其中，横琴校区拟于

2020 年 9 月正式开学，将招收约 900 名

学生，提供中学课程和寄宿服务。唐家湾

礼德学校第一期 (

即幼儿园和小学部分

)

学生总规模约 1500 名。

现象

多所英国名校

来华开分校

记者了解到，自从 2003 年第

一家英国私立学校———德威学校

来华开设分校后，哈罗、惠灵顿、

费得斯、威雅、威斯敏斯特等多所

知名英国学校开始陆续进入中国

市场。 此前，威雅公学、费得斯公

学、 修仕倍励国际学校等英国名

校也宣布落户广东。

以哈罗为例， 随着国内近年

对高端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哈

罗国际集团在中国多个城市布局

规划，先后在北京、香港、上海建

校， 为适龄学子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 预计 2021 年前在中国开设 6

所分校。据介绍，哈罗在亚洲已深

耕超过 20 年，2019 年， 曼谷、北

京、香港、上海四所哈罗在读的学

生超过 4800 人。

而威斯敏斯特公学则预计在

2028 年前在中国开设 6 所分校，

第一所分校预计于 2020 年落户

成都。 这些知名的英国学校以一

线城市为起点向外扩张， 目前大

部分位于上海、北京、广东以及江

苏。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学

校开始向更多的城市深入， 特别

是长三角、珠三角、西南地区以及

北京周边的主要城市

等。 有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6 月，约 10 所英

国学校已经在中国建立

约 25 个校区。预计 2020

年前， 落户中国的英国

学校数目会达到 25 个，

在国内开办校区将增加

50 个以上。

分析 国内高端教育需求增加

业内人士分析， 中国巨大的教育

市场对海外名校是一块巨大的吸铁

石。 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教育作为

国民生活刚性需求之一， 越来越多家

庭愿意加大这部分的经济投入。 当这

些家庭把目光投向海外优质教育时，

英国私校的到来给这些家庭提供了选

择。 “家长们的普遍心态是能让自己

的孩子不出国门就可以接受英国优质

的教育。 这不但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

续环节， 更重要的是不用远离父母。”

除了内在需求的驱动， 两国政府

以及机构之间的合作推动也是促成英

国私校在华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 据

悉， 2018年初， 英国强调了中英之间

的教育合作， 由英国国际贸易部领衔

促成的合作项目总值超过5.5亿英镑，

涉及高教、 职教、 教育科技、 幼教、

国际学校等众多领域。 另一方面， 英

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5年

至2018年中国学生注册就读英国本科

的人数一直持续增长， 分别为36280

人、 38650人和41710人。

“目前来到中国的学校品牌以英

国学校最多， 因为英国的教育比较产

业化， 尤其是在对外输出教育品牌方

面。 在对外推广教育、 促进国家之间

的资源对接时， 英国国际贸易部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包括搭建平台、 组织

会议活动和考察等。” 琥珀教育广州

公司总经理何楚刚表示。

中西教育融合是关键

无论是哈罗、德威、惠灵顿还是威

斯敏斯特，都表示会在义务教育阶段向

中国学生教授国家教育课程，符合主管

部门和义务教育法的要求。 因此，在义

务教育阶段要引入哪些国际元素、使用

中文还是英文教学、中英课程的融合程

度等就需要学校谨慎思考。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这些英国学

校在中国采用中国教材，未必能将英国

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系统带到中国。 从长

远来看，两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

思维模式不一致，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学

校出身，会对学校既有品牌造成影响。

不过，在学校看来，他们更希望的

是为学生提供国际的视野、更适合未来

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哈罗礼德学校总的课程目标，就

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拥有中国个性同时

具备全球素养。 哈罗礼德学校既会以课

本为世界，也会以世界为课本。 我们想

要做的是重新定义中国教育，重新定义

中西融合。 ”哈罗国际集团中国区运营

总监暨执行中方校长王平表示。 据介

绍，哈罗深圳前海项目将结合本土教育

现状，设置独特的课程体系且实行英文

授课（

英语、数学 、科学 、物理 、化学 、生

物、信息技术

）、中文授课（

思想品德、语

文 、历史 、地理

）和中英团队联合授课

（

音乐、美术、体育

）三种授课模式。

“十年前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的

人，想把孩子培养得越西式越好，但现

在不同，家长们希望能把孩子培养成具

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能自如地在国际环

境中谈判、交流，但又有着中国的文化

和精神，对中国有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

何楚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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