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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近日，迪士尼英语宣布关闭迪士尼

英语中心，6月22日起停止提供免费在

线课，6月26日起为学员退费。 带着迪士

尼光环而来的迪士尼英语中心，是国内

较早主打高端路线的少儿英语培训机

构之一。 但迪士尼英语自2008年进入中

国内地之后，曾出现过因扩张不力而导

致关店的现象，如今疫情加速了其撤退

的步伐。 而在巨头入局、资本涌入教育

行业的这十年，催生了在线少儿英语行

业的火热， 对线下市场造成了巨大影

响，教培行业的“大浪淘沙”正在加速。

旗下培训中心不再开放

6月22日，迪士尼英语对外发布《致

迪士尼英语学员及家长的一封信》 称，

经过慎重考虑后，公司决定将不再重新

开放迪士尼英语中心，会确保为每一位

迪士尼英语学员家庭退还剩余的学费。

6月26日至7月21日，迪士尼英语中心将

为家长提供退费服务及处理其他相关

事宜。 为学员提供的免费在线课程将于

6月22日起停止。 同时，迪士尼会为每一

位受影响的员工提供各项离职补偿。

据了解， 迪士尼英语成立于2008

年， 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直营的培训品

牌，为2~12岁的儿童提供英语学习培训

服务。 迪士尼英语官网显示，目前迪士

尼英语分布在全国6个城市即上海、北

京、广州、南京、成都、深圳，拥有26家全

直营培训中心门店。 在广州，迪士尼英

语一共有5个校区， 分别为番禺德福中

心、康王中心、林和东中心、天河公园中

心和金海湾中心。

此次关闭所有学习中心或与疫情

直接相关。 迪士尼英语在信中表示，“在

过去几年，我们注意到消费者偏好的改

变， 更多消费者倾向于在线学习体验，

而全球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家长

对恢复面对面的课外学习课程存在诸

多顾虑。 ”

学员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她给儿

子去年报的迪士尼英语课程， 费用是2

年5万多元，现在还剩1万多元的课程没

上完， 已经有老师联系处理退费问题。

今年1月，受疫情影响，迪士尼英语曾发

布通知称延迟开课。 3月19日起，开始免

费为学员提供线上课程，有主讲老师和

辅导老师的双师直播课，也有学员群中

的视频或绘本资料分享。“线上效果没

有线下好，以前在学习中心上课，孩子

很喜欢课前热身的唱歌、跳舞，不觉得

是在上课，而是在玩游戏。 但是转为线

上课，孩子在电脑前根本坐不住，注意

力也不集中。 现在突然说关闭，我又得

重新给孩子找英语班了。 ”陈女士表示。

新冠疫情加速“离场”

近年来，各大英语教育机构纷纷崛

起。 与相同经营模式的机构比较，迪士

尼英语的门店数量并不占优势。 市场份

额占比较大的英孚少儿英语、新东方泡

泡少儿英语、瑞思学科英语，在全国各

拥有超百家培训中心，而迪士尼英语作

为发展12年的品牌，发展一直呈下滑趋

势。 早在2013年，其在中国内地设有44

家培训中心。截至目前，仅剩26家。门店

数量的限制，让其面临的市场发展空间

越来越小。 而自2013年以来，在线少儿

英语行业已成为互联网行业中的流量

和资本明星，借助疯狂的营销、销售和

运营迅速建立起市场认知 ，vipkid、

51talk、DaDa等在线少儿英语品牌崛起。

青少儿英语这一赛道， 竞争越来越激

烈。

面对中国市场的快速变化，迪士尼

英语并没有及时应战。 一方面，迪士尼

英语的教学完全依托于线下，在面对近

年兴起的线上少儿英语竞品中，也缺乏

更加有力的对标产品。 另一方面，随着

孩子年龄增大，“应试”“提分” 成为刚

需，家长可能就转投其他机构了。

资深教育行业人士吕森林指出，迪

士尼英语退出中国，可能更多是基于集

团自身战略思考做出的决策。 疫情期

间，培训机构营收基本为零，但又背负

着成本。 加之这一板块是迪士尼公司业

务板块中很小的一部分。

“疫情未出现前， 在线少儿英语市

场已经开始冲击线下， 疫情只是分水

岭。 经过几年的厮杀，在线少儿英语已

出现头部机构，马太效应显现。 市场竞

争愈演愈烈的局面下，如何扩大用户群

体、加大核心城市的覆盖，是机构扩大

自身市场份额的关键。 ”广州一少儿英

语机构负责人Cindy表示。

近几年， 广州市真光中学表现亮

眼，是近年来广州市老城区唯一的年年

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或世界名校的区

属学校。 2019年高考，段瀚宁同学被清

华大学录取，全省前500名有3人，全省

前1000名有7人， 高优上线率达64.08%，

本科率97.42%。 作为一所百年名校，真

光中学如何焕发新的活力， 继续前行？

在该校校长赵小成看来，就是“内强素

质，外塑形象，规范管理，高质量发展”。

谈理念：以人为本，求真创新

信息时报：一位好校长就意味着一

所好学校。 每个校长都有自己的办学理

念。 您担任真光中学校长以来，用怎样

的办学理念在引领着学校发展？

赵小成：

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真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以“以

人为本，求真创新”为教育理念，加强规

范管理，强化纪律观念；改进工作作风，

增强发展意识；注重内涵发展，促进质

量提升；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

前行。“行胜于言”的真光人铭记“尔乃

世之光”的校训，不断强化认知能力、创

新能力、合作能力、职业规划能力4种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培养；努力做一个心

灵纯洁、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人；努力

做一个有文化修养、有人文关怀、有责

任担当的人；努力实现“管理高效，教育

优质，科研领先，特色鲜明”的工作目

标，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

谈成绩：低进高出、高进优出

信息时报：近年真光成为高中教育

跨越式发展的典范，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小成：

一是特色鲜明，质量突出。

真光人创造出“低进高出、高进优出、优

进尖出”的口碑。 2008~2016年8次进入

广州市高中毕业班教学质量评价十强

行列

（

2017

年起评价方案取消 ）

。 2017

年高考，有6人进入广东省前500名，3

人达清华、北大录取线，6人超香港中

文大学

（校本部 ）

录取线，113人达中

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 2018

年高考， 邝韵婷同学以文科总分653

分位居省37名

（高一入学全市排位约

6600

名 ）

， 被北京大学录取； 全省前

1000名有 6人 ，600分以上理科共 54

人。 2019年高考，段瀚宁同学被清华

大学录取 ，全省前 500名有3人 ，全省

前1000名有7人，高优上线率64.08%，

本科率97.42%。 二是高进优出，优进尖

出。 近5年培养出一批尖子生，2014年

起， 每一年都有学生被清华或北大录

取。三是适性教育，多元发展。我校重视

养成教育，实施“天平课程”，全面培育

核心素养，让每个孩子都获得成功。 近

年来，在综合素质方面，培养出一批又

一批拔尖人才， 既有航空航天飞行类，

曹晋宁等同学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也

有艺术表演类，龙昊等同学被中央戏剧

学院等院校录取； 还有公安国防类，冯

景仁等同学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防

科技大学等院校录取。

谈课程：构建“天平”教育体系

信息时报：有什么样的课程就培养

什么样的人 ， 学校的特色课程是怎样

的？

赵小成：

随着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

的到来，核心素养的提出和确立，我校

在原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围绕核心素

养，对课程体系进行了再造，建构了以

“天平” 为意向的真光教育课程体系。

“爱、行、创、和”是真光文化的高度凝

练，是孕育真光教育课程的土壤。“尔乃

世之光”的校训，同时也是真光育人的

价值引领，作为“天平”的指针和刻度

盘， 是用以衡量教育成效的标准和依

据。“求真理、爱光明”的教育哲学，“创

造、践行、博爱、群处”四大素养作为“天

平”的横梁，将各个系列的课程有机地

连接在一起， 是真光教育课程的纽带。

公共必修课课程，也就是国家统一的课

程，作为“天平”的底座，是真光教育课

程体系的基础。“体育健康特色课程”

“心理健康课程”“学业和生涯规划课

程”“精品阅读课程”是“天平”的主干，

关注每位学生的身心健康及未来发展。

“真系列课程”“光系类课程” 作为“天

平”的左右托盘，关注科技与人文的融

合，思维启迪、品格塑造，让学生自主选

择，适性发展。 真光为学生提供适合的

教育， 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着

力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民族情怀；自

立能力，共生意识；人文精神，科学态

度；领袖气质，平民姿态”。 培养有博爱

之心、群处之德、创造之才、践行之力的

现代新人。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迪士尼英语“退场”

少儿英语培训大浪淘沙加速

广州市真光中学校长赵小成：

内涵发展，持续擦亮“真光”优质品牌

真光中学校园。

校长赵小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