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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栾英杰

中考的脚步越来越近，初
三家长在择校方面选择也多
了，除了普通高中、职业院校，
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到处了解国
际高中信息，想着给孩子的未
来多一种方向选择。随着各类
国际高中应运而生，“乱花渐欲
迷人眼”的现象愈演愈烈，这让
本就是门外汉的家长着实头
疼。怎样选择一个适合孩子的
学校呢？留学国家、师资情况又
是怎样呢？记者通过探访岛城
各大国际学校，为您提供一站
式体验岛城优质国际教育资
源。

“孩子考不上青岛二中，又不想上职业
院校，所以想让孩子出国留学。在国外可以
全方位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
青岛盟诺学校开放日，很多前来参观的家长
都看中二中的资源。
记者了解到，美国盟诺学校首次与青岛

二中合作，成立青岛二中国际课程基地，也
就是现在的青岛盟诺学校。青岛二中国际课
程基地是国内首个将纯正的美国教育、中国
情怀教育和国际研究素养教育有效融合而
建设的一所高标准的国际学校。学校为学生
提供了自然科学、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经
济商务、艺术设计专业五大方向的STEAM
课程系统训练，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帮助学

生拓展常规学术课程，发掘自我强项，激发
探索精神，培养研发能力，在专业方向取得
显著的进步。学校还聘请美国教育专家、美
国STEAM教学专家、二中创新学科领头
人、国内STEAM学科知名专家组成优质师
资团队，为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打造专
业而优秀的素质教育平台。
青岛盟诺学校校长赵霞表示，进入青

岛二中国际课程基地学习的学生面向的
是出国留学。而在如何打造与国外教育完
美衔接上,青岛二中国际校区的教学过程
受美国国家独立学校西南教育联盟
(ISAS)质量监管和资质认可，教学水平达
到世界一流标准。

低龄留学是好是坏？应该如何趋利避
害？说变就变的留学政策到底哪个是最新版
本？考过了，却遇到“渣”留学规划，你该怎么
办？如果你没有国外的亲戚，没有靠得住的
“老司机”学长带路，出国留学、上名校，怎样
规划？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清楚了解学校，
很多国际学校举办开放日，让学生和家长现
场参观体验。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副校长柏文军表示，

对于所有的家长来说，为孩子选择学校等同
于为孩子选择未来。然而，对未来的选择必
须慎之又慎，因此家长都处在焦虑之中。“怎
样甄别优质的国际学校、如何为孩子做最正
确的选择就是我们开放日的主题。开放日现
场，家长可以和老师深入交流，学习环境、课
程安排等情况都做到心中有数，也为学生正

确择校作为有效参考。”
开放日上，庞健雄同学的父亲向家长们

分享了孩子自入校以来从学习到品格方面
的可喜变化。“孔裔确实给了孩子更多的锻
炼机会让他变得更加自信，学校校长和老师
对他的鼓励让他为自己订立了一个更加远
大的学习目标，孩子形容这里是一个让人感
觉非常‘舒服’的学习环境。我想当家长们听
到孩子对学校做出的正面反馈时，这颗悬着
的心才真正能够放下。”
据悉，孔裔毕业生17%获世界前十名

大学录取，90%获世界前100大学录取。学
校采用独创的国际化“双三元色”教育体系，
融汇英式、美式精英教育体系和孔子六艺体
系，贯通社会、学校、家庭三大培育体系，全
方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精英素养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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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课程让孩子全面发展

从开放日甄别优质学校

中考考不好才选择出国留学？其实这是误
区。青岛索斯兰学校招生办主任葛辉告诉记
者：“如果中考后的孩子想报名国际学校，首先
是建议孩子一开始就有出国留学的打算，或者
家庭有这样的计划。千万不要是退而求其次，
因为中考考不好才来，这样就会进入一个误
区，在面对选择学校的时候会被很多因素干
扰，无法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决定。”
葛辉表示，既然选择国际学校需要让学

生们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要明确将来一定是
出国的，而不会参加国内高考。首先目前很
多国际学校不提供高考内容的授课，即使有
那种合作班办学，也需要孩子用大量时间去
学习外语课程，如果是跟国内同年龄段普高
的同学竞争高考，根本无胜算。同样，这也要
求各个家庭仔细衡量。“要考虑是否具备相
应的经济条件，因为从出国前在国际学校就
读，到将来出国后的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

支出。不要过于依赖奖学金，毕竟那只是锦
上添花的部分。”
每个学校都会有入学的考试要求，基本是

考英语相关的内容。葛辉介绍说，学生还是要
做一些功课的，因为考试的内容和难度一定是
比课本上要难的。以索斯兰学校为例，它的授
课是原版引进美国本土内容，学生来相当于在
美国的高中就读，必然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基础
才行。
据了解，本周六(5月20日)恰逢青岛索斯

兰学校的“美国机车文化节”，学校即将刮起一
阵美国机车文化的旋风，哈雷戴维森和胜利摩
托车这两大美国机车的代表将在校园中进行
展示，专业骑手会为大家介绍美国机车文化和
骑士精神。当天，学校还将举办春季校园开放
日，可试听外教倾心准备的demo课程，美国
TOP50大学录取毕业生经验分享，现场进行
入学测试及学术校长面试。

选择学校从孩子的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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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在数理方面和学习力方面都有
很大优势，只要我们利用初中或者高中时间好
好准备，一样能考取哈佛、剑桥这种真正的一
流学府。国际学校的国际课程能够让学生有很
好的准备和考试成绩，并能顺利对接国外大学
课程。”青岛格兰德中学国际部执行校长李红
蕾建议，如果学生有出国打算，一定不要再走
弯路，尽早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国际课程，为冲
刺世界顶尖学府蓄力。
据介绍，选择国际学校及国际课程需要考

虑三方面。第一，课程本身是不是能够给孩子
提供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学习体验，让孩子在知

识、技能、人文情怀、国际化视野等方面都得到
成长，成为真正的“世界人”；第二，在选择国
际课程时，要看课程是否既坚持国际教学质
量标准，又适应本土化教学特点。中国孩子
出国留学时，除了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娴熟
的英语口语、流畅的人际交往等能力，还需
要有自身的中国文化元素背景，也就是具有
“中国根”。第三，学校的升学指导体系不可
或缺，家长在选择国际学校时需要了解升学
指导团队是否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以
及专业咨询，帮助学生定制个性化升学指导
方案。

想出国尽早选择国际课程

青岛格兰德中学开放日现场，学生、家长与外教对话。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校园开放日，优秀学生向家长分享在校经历。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2009年建校以
来，六届毕业生被诸多世界名校录取，今
年一个班66名高中毕业生，收到300多
封国际名校的录取及预录取通知书，青
岛孔裔国际公学的名校朋友圈不断扩
大。与此同时，孔裔国际教育推出了高额
奖学金计划，6月18日全城选拔天才生，
高额奖学金等你来挑战。

66人收到300封名校录取通知书

一个班66名高中毕业生，一名被牛
津大学预录取，三名被剑桥大学预录取，
英国排名前十的高校，他们还收到了9
个杜伦大学、8个帝国理工大学、9个伦
敦大学学院、7个华威大学、4个埃克塞
特大学、2个兰卡斯特大学的录取。不仅
如此，美国的纽约大学、贝勒大学，加拿
大的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
墨尔本大学，就连高考状元都望尘莫及
的中国的香港大学，也给考生颁发了3
封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不到70人的班
级却收到了300多封国际名校的录取及
预录取通知书，这么牛的毕业班就在岛
城，就在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据统计，青岛孔裔国际公学2009年

建校以来，六届毕业生已被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伯克利，
加州洛杉矶，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英
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帝国理工，伦敦大
学学院，华威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香港大学(全额奖学

金)，香港科技大学(全额奖学金)等世界
名校录取，这所高级高中的名校朋友圈
不断扩大，送出了一批令人为之瞩目的
学生。

国际化“新六艺”助力精英培养

“是否对学科拥有极高的热情，领悟
能力怎样以及面对困难能否迎难而上，
咬牙爬起来，这些都是国际名校在面试
中着重要考虑的问题”，青岛孔裔国际公
学校长卡罗兰在采访中，向大家分享了
剑桥、牛津等国际名校对于人才的期许。
而反观孔裔四位考入牛剑的同学，他们
身上的确有着对于学科的极度热爱、极
强的主动性、领悟能力以及对于知识探
索的一股韧劲，而这些，则要得益于学校
的国际化“新六艺”理念。
据了解，学校独创了“双三元色”和

“国际化新六艺”教育理念，将孔子新六
艺书院、英式教育、美式教育三种教育方
式相互结合、相互贯通，集“孔子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之大成，与国际通

达的国际权威课程相融合，形成全方位
培养学生的国际化精英素养和国际化教
学运作模式。记者通过学校相关负责人
了解到，学生们的课程共有数学、物理、
商务、经济、戏剧、国学、艺术、英美文学、
马术、高尔夫等近40门选修与必修课
程，根据每个学生的成长计划与制定的
目标，量身定制属于自己的课程表，全班66
名同学，就有66张不同的课表，将学生的个
性化成长融入到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希
望每个孩子在毕业的时候，都能对着镜子
中的自己说，我已经成为了自己想要成
为的那种人！”卡罗兰校长说。

面向全国中考生约战高额奖学金

鼓励学生追求卓越，青岛孔裔国际
公学为希望进入以牛津、剑桥为首的英
国罗素集团大学，以及哈佛、耶鲁、普林
斯顿为首的美国常春藤大学的优秀学子
提供平台与资源，孔裔国际教育推出了
高额奖学金计划。2016年已为21位优秀
学生颁发480万奖学金，开创了给优秀

毕业生王点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
生)颁发奖学金的先河；2017年秋季将再
增设奖学金名额，为更多优秀的学生提
供机会接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6月18日，青岛孔裔国际公学全城
选拔天才生，高额奖学金等你来挑战。届
时，孔裔优秀毕业生将现场分享名校申
请经验，升学指导老师也将现场为学生
支招，破解成绩优异的中国考生为何屡
屡被世界顶级学府拒之门外，指点高分
的考生提升综合能力，并拥有精英气质，
让世界顶级学府求之不得。

百万奖学金，6月18日全城约挑战！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的世界名校朋友圈

选拔时间：2017年6月18日，大型
开放日及奖学金选拔测试；6月19
日起开始奖学金竞赛
选拔方式：面向全国优秀中考生，需
提前致电预约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选拔科目：英文、数学、科学(物理、
化学、生物)
预约电话：0532-68898989

18563980007
联系老师：汪老师，李老师
学校网址：www.cieg.com
学校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232号(崂山海大南门正对面)
您有多个选择，相信孔裔是您的首选！

孔裔国际公学
百万奖学金等你来挑战！

孔裔国际公学 通往世界名校直通车

□半岛全媒体记者 栾英杰

将孩子送出国读本科，已成为当下
很多中国家长的选择，而能让孩子进入
世界顶尖名校深造，也是中国家长选择
将孩子送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名
校情结，促使近几年申请名校的中国学
生激增，如何在众多申请者中胜出，成为
申请者必须思考的问题。5月21日本周
日上午，青岛二中国际课程基地特邀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场揭开美国藤
校挑选学生的奥秘。

家门口就读美国高中
教学质量达到美国最优私立学校标准

近些年，让孩子在出国读本科前，就
读美式的国际学校，既让孩子接受世界顶
尖的美式精英教育，又能解决孩子太小背
井离乡的心理危机，无缝衔接美国大学，是
很多父母的心愿。青岛盟诺学校暨二中国
际课程基地，坐落于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
是一所设施一流的高端寄宿制美式国际
化学校。中考前，已成为岛城选择国际化学
校家长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了解到，学生参加青岛二中国际

课程基地入学考试合格后，将注册美国学
籍，学生在顺利修完美国中学规定的高中
学分课程，将获得美国盟诺中学颁发的美
国高中毕业证书，该文凭受到美国国家独
立学校西南联盟的认可，达到美国最优秀
私立学校标准。“青岛盟诺学校使用全英文
教材，采用全英文、小班化的课堂教学模
式。课程由学术核心课程、R&D(研发)项
目、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国际青少年品格

教育和考培英语这五个模块组成，重点培
养学生的研究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帮助
学生在家门口顺利升入美国、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亚等国顶尖大学学习。“青岛二
中国际课程基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独家R&D课程
摘得美国名校录取

“国际化学校的竞争不是硬件环境的
竞争，不是外教数量的竞争，而是核心课程
的竞争，是教育理念的竞争，也是教育资源
的竞争。”盟诺中国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青
岛盟诺学校与青岛二中合力建设的青岛
二中国际课程基地，创新性地实现了中西
高端教育品牌的强强联合和中西教育优
势的有效融合。
“盟诺中国·太原校区2017届美国方向
毕业生100%进入美国TOP100大学，80%进
入美国TOP50大学。学校开设的自然科学、

工程设计、经济商务、艺术等系列R&D课
程，帮助学生成功进入美国名校。”二中国际
课程基地的老师告诉记者，来自太原的范同
学平时喜欢经济，他运用在经济商务R&D
课程学到的知识，从高一开始，在所住小区
内开起了超市。他白天上课，利用课余时间
经营搭理，并与时俱进，与O2O电商平台合
作，取得了成功。同时针对小区内的贫困家
庭，推广优惠扶持政策。高中三年的经营经
历，最终形成了一份超市项目的研究报告。
在实际应用中，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完
全符合美国大学的选材标准，赢得了美名校
招生官的青睐，最终为被公立常春藤名校北
卡罗来纳大学录取。像范同学这样的学生在
盟诺中国各校区里不胜枚举，青岛盟诺R&
D课程与青岛二中本校开设的创新课程体
系在师资，实验室以及实践项目上实现了全
面融合，将为青岛二中和盟诺学校两校的学
生提供最优质的研究素养教育体系。

学校还特别聘请了美国教育专家、美
国STEAM教学专家、二中创新学科领头
人、国内各学科知名专家组成优质师资团
队，分五大方向为学生们开设近百门选修
课程，有效地帮助中国学生解决掉在海外
大学申请中普遍存在的个性特色缺乏，学
科能力薄弱的问题，全面提升个人的申请
竞争力，帮助学生升入美国TOP100名校。

普林斯顿大学学霸教授
现场传授中国学子名校录取经验

美国本科大学是怎么录取的？美国招
生官喜欢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文书能
打动常春藤盟校招生官？5月21日(周日)上
午9:30，作为青岛二中国际课程基地美国
申请团队的特约专家之一，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博士James先生亲临青岛二中。James
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
究生、博士。曾任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生导师。同时，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在
著名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出版书籍。是一
个既热爱生活，又成绩优异的名校学霸教
授。曾帮助众多中国学生规划美国大学学
习计划，成功申请美国TOP50名校。

常春藤名校知名导师揭秘美名校录取
5月21日亲临青岛二中国际课程基地传授经验

青岛二中国际课程基地效果图

活动当日，James博士将以自身的
美国名校申请及学习经历、教授国际学
生经验等多个视角，为广大岛城学生和
家长传授美国藤校录取法门，扫除美国
大学招考障碍。同期还将举行盟诺学校
入学测试，欢迎初高中学生家长报名。
活动时间：5月21日上午9:30，活动地
点：青岛二中学术报告厅，报名预约电
话：0532-89066877。


	B08-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