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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
OUR BACKGROUND

启明星双语学校的创始人是蔡金勇先生和妻子 Dawn 
Vermilya 女士。蔡金勇出生于中国，Dawn Vermilya 女
士来自美国。他们从美国搬来北京时，想要在这里为 3 个
孩子寻找一所理想的中英双语、双文化的学校。然而当时
没有一所学校合乎他们对教育的期待，于是他们在 2002
年创立了启明星。从诞生开始，启明星就是一所融合西方
和中国文化与教育传统、极其关注品德发展的学校。

2014 年启明星和艾毅教育集团展开合作，进入向着
K-12 学校发展的新阶段。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声誉日隆，
现在已经发展到北皋和三里屯两个校区、900 多名学生。
在校区扩大的同时，启明星依然秉持清晰的教育使命和核
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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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OUR MISSION

启明星双语学校笃行中西合璧
之教育模式，博采东西方文化之长，
秉承服务全社会之宗旨，致力于培
养中英文学术卓越，具有创造性思
维及高贵品格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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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OUR CORE VALUES

团结：求同存异，创建一个能接纳所有人的彼此
尊重、充满友爱的社区。 

关爱：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关心，并且自觉改善我
们的环境。 

尊重：我们尊重不同的观点，对他人的不同想法
和感受，我们有同理心和表示赞赏。 

卓越：当我们不断向自我挑战并追求自我价值的
最大实现时，我们就把卓越这种品质带到了我们
的社区当中。 

服务：我们是这个充满热情与关爱社区的一分子，
努力学习，发展天赋，服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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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我们 ?
WHY CHOOS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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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卓越双语卓越

紧密联系的社区紧密联系的社区 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  

  

品德发展品德发展

健康与安全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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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培养目标
OUR ASPIRATION

启明星的学生将成为 ... ... 

全球贡献者

理解并欣赏多元文化和视角，具有同理心、
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批判思考者
 

批判性地接收和处理信息，运用技能创新
性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有效交流者 

掌握多种语言，自信、尊重他人，努力和
他人达成共识，促进相互理解。 

主动学习者

表现出天生的好奇心、内在动力以及高效
率从而激励终身学习的能力。

有原则的公民 

通过不断学习，作出并阐释正直、理解、
有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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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北皋校区
OUR BEIGAO CAMPUS

启明星双语学校 2019-2020



启明星创始于 2002 年，2008 年正式落
户北皋校区。北皋校区地处安静的郊区，包括
从蒙台梭利幼儿园直到中学学段。这里的校舍
明亮宽敞、中西风格合璧，学习和运动设施一
应俱全。北皋校区有着亲和、乐观的社区文化，
不仅令人一进校园就能清晰感受到，也是推动
启明星发展的重要力量。

校区一瞥：

建校时间：2002 年

面积：40,000m2

年级：蒙台梭利幼儿园 -12 年级 *

学生国籍数 : 14

学生人数 : 700

*2020 年开设 10 年级。2023 年首届高
中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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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校区于 2017 年开办，位于朝阳使
馆区的核心地带，毗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老
挝和委内瑞拉大使馆。

地处市区核心地段的三里屯校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社区资源。4100m2 的校区包含人工草
坪的操场、体育馆、戏剧教室、小花园和利用
回收塑料瓶搭建的温室。三里屯校区的学校更
能延展到周边社区当中，学生们经常走出校门，
进行社区或商业组织的实地考察。三里屯校区
包含小学1至5年级，拥有亲密团结的校区文化。

校区一瞥 :

开办时间 : 2017

面积：4100m2

年级：1-5 年级

学生国籍数：14

学生人数 : 200



我们的三里屯校区
OUR SANLITU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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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至 12 年级项目概述
OUR PROGRAMS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
才之帅也。”

——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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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旨在培养和激励学
生，成为他们前进的阶梯，支持他们成长为勇敢、正
直、拥有同情心和创新思维、胸怀理想和改变世界志
向的终身学习者。

启明星双语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课程为学生
打造高质量、标准化、均衡的双语教育，培养学生对
生活的理解和各项能力的发展，并为学生提供学以致
用的机会。

启明星小学、中学阶段的课程设计明确而严谨，
为学生未来走出校园继续深造的学习生活做好充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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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幼儿园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好
奇心，帮助他们在双语环境中锻炼社交技能、
专注力和良好的学习与工作习惯，为他们将来
顺利过渡到小学做好充分准备。

幼儿园课程 

“永远不要帮助孩子完成他觉
得自己能胜任的任务。”

——玛利娅 • 蒙台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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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台梭利教室里，我们帮助学生练习并发展以下
能力 : 

学生们负责管理自己的教室与环境，从而培养他
们的独立性，形成了强烈的自律意识。

在蒙台梭利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活动充分尊重学
生的能动性。课堂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以培养他
们的专注力、对学习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想法
的重视。 

蒙台梭利课堂设有基本的行为规范以及对教室整
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他
们的学习活动和学习时间。

幼儿园为 3 至 6 岁学生提供蒙台梭利教育。在课堂上，
学生每天从教师那里通过一对一或者小组形式进行学习 ( 课
程内容包括日常生活、感官训练、语音、数学、科学文化 )。
早上用英文学习，下午用中文学习。教师们全部是经过专业
培训的、有丰富经验的、专注于蒙台梭利教育的教师。 

除蒙台梭利课程以外，体育、表
演艺术和图书馆课程也让学生们乐在
其中。

启明星综合的双语课堂将会给予
您的孩子一份受益终生的礼物 : 为热爱
学习、自律、自我激励和独立性打下
坚实的基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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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领进门，修行在
个人。”

——中国谚语

小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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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致力于培养双语双文化世界公民，他们要对自己所
在的社区或更宽广的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此，启明星对学
生进行的是全人教育。

学前班 ( 仅北皋校区 )

在北皋校区，5 岁孩子可以开始就读学前班。启明星学前
班的所有教师都拥有丰富的早教经验和高度的工作热情，他们
具有在课堂上运用实践性和探究式教学的能力。

1 至 5 年级（北皋和三里屯校区）*

1 至 5 年级课程，我们通过融合国际文凭 (IB) 小学项目
(PYP) 课程的五个关键要素—概念、知识、能力、态度、行动
培养全面发展的儿童 ; 小学部的品德教育将国际文凭课程 (IB)
的教学目标与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融合在一起，丰富均衡的
课程设置则严格遵循中国国家课程标准和美国共同核心标准 
(U.S. Common Core)。

启明星的学生可以灵活地提出问题、采取行动，将他们所
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建立联系。通过启明星启发式的教学方
法，学生积极开展对小学项目 (PYP) 六个跨学科主题的系统
深入的研究。探究课单元 (UOI) 研究具有全球意义、学术严谨、
并与教学目标紧密联系的课题。 

我们的小学课程不仅激发学生的心智，也磨练他们的语言
和社交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未来全球化的世界游刃有余。

* 启明星三里屯校区采用均衡、严谨的学术项目，英文使用美国共同核心

标准，语文和数学使用中国国家课程标准。学校使用探究式教学，目前正在申

请 IB PYP 认证。

科目

英文语言

中文语言 

数学 

科学 

社会学

视觉艺术和音乐

书法

体育

有助于学生掌握教学标准规定的知识技能，理解每门学科
的概念和知识要点。小学阶段课程设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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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课程
初中 (6-8 年级 )

“智慧与品格并重。这是教育的真谛。”

                        ——马丁 • 路德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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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中学部获得国际文凭组织（IB）授权，在 6-10
年级实施 MYP 中学项目。

升入中学的孩子自我意识更强，他们期待足够的挑战。
启明星中学部的学习会引导学生继续探究式学习，挑战陈规，
培育新知，掌握突破创新的必要技能，同时夯实在小学阶段
学习的重要知识和技能，为大学升学做好准备。

IBMYP 课程致力于发展全人教育，课程采用英语和中文
进行教学。尽管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教学，但学生还将继续
通过学习中文语言、历史、地理、经济、社会学等课程 , 在阅
读、写作、口语和听力上继续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成为中
文的终身学习者 ; 同时，他们的英语将达到母语或接近母语的
水平，为前往世界各地大学深造做好充分的准备。 

基于概念的学习引导学生在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建立联
系，训练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促进知识在学科内部和跨
学科之间的交流。

通过基于项目形式的跨学科学习，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多种
全球性问题。学生可以通过运用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来
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公益服务是课程构架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学生将有机会运用课堂学习的内容为他
们所居住的社区服务，或者自己发起项目。

科目

英文 / 中文语言与文学

英文 / 中文语言习得

英文 / 中文个体与社会

科学

数学

艺术：视觉艺术和音乐

体育与健康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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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双语学校获国际文凭组织授权教
授 MYP 课程，9 年级和 10 年级的学生将继
续在一个丰富、均衡、 严格的课程框架下学
习，帮助他们提升在今后的大学课程所必备
的知识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从 10 年级起，学生将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在 MYP 个人项目中开展不同课题的研
究，反思学习和学习进度，并充分应用所学
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我们对学生抱有高度的期望。在他们高
中毕业前的最后两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
生掌握中英双语和批判思维能力，培养他们
成为能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人。  

学生可以在两种同等严格而丰富的课程
项目中进行选择，确保自己拥有最佳和最具
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并获得启明星高中毕业
证书。

IBDP 

启明星是 IBDP（国际文凭组织大学预
科项目）候选学校，预计 2021 年春季获得
IBDP 授权。学生将运用通过 MYP 个人项目
锻炼的技巧和理解能力撰写 IBDP 阶段的扩
展论文，发展未来大学本科所必备的研究能
力和写作能力。 除完成严格的学术课程学习

中学课程
高中（9-12 年级） 



之外，所有的 IBDP 学生也必须完成 CAS 项目（创新、行动、
服务）。

国际文凭组织的使命是“ 通过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培养爱
提问、知识渊博、关心他人，为创造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而努
力的年轻人”，这与启明星对于培养有自信、关注社会活动的
世界公民的理念不谋而合。 

社会创业项目

今天的年轻人期待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启明星提供社
会创业项目，既支持学生兴趣和技能的发展，又通过支持他们
开展相应的项目，锻炼其对商业的敏感。这高度符合启明星鼓
励学生成为“带来改变的学习者”的愿望。

参加项目的学生将在 11 至 12 年级学习商业管理和领导
力研讨课、实习体验等至少 5 个科目的学习来达到毕业的要求。 

大学升学指导项目

启明星的学生可以与顾问老师一同制定一个最适合的、严
谨的 4 年学术计划，启明星的大学升学指导也将与学生家庭共
同确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帮助学生和家长全面了解各类大学的
特点，以在择校时做出最正确、最适合的决定。 

启明星双语学校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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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发展
CHARACTER DEVELOPMENT



启明星的目标是“全人”教育——学生不但学术表现
优秀，而且拥有坚强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愿意为他人
服务。

幼儿园（3-6 岁）

我们为启明星最小的孩子提供以“美德”教育为基础
的课程，支持学生发展正直的品格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行
为进行反思，进而建立人生的意义。学生通过角色扮演、 
讲故事、画画、游戏和唱歌等活动深入地学习 19 种美德。
教师运用美德语言来帮助学生们理解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
接受，什么样的行为不可接受，以及不同的行为对他人带
来的影响。 

小学和中学

我们的学生开始对社区服务拥有更多的主动和参与机
会。启明星应用一套综合的品德发展课程，“致力于通过

教育建设更美的世界”。启明星专注于培养学生的社交情感，
例如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负责任地做决定，以及 IB 学习
者培养目标和启明星核心价值观——关爱、团结、卓越、
服务和尊重诸多品格的培养。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有效交流者、主动学习者、有原则
的公民、全球贡献者和批判思考者。

启明星小学的品德发展课程融入了长达一年、以作为
学习者“我是谁”为主题的探究单元学习。早上和下午的
班会也为学生个人反思和社区建设提供机会。我们的中学
生同样通过探究和反思，以及专门的辅导时间培养品德和
特质。

我们相信，这样的课程设置会为帮助学生成为真正拥
有同理心、给世界带来改变的公民打下坚实的品德基础，
和提供践行的机会。

启明星双语学校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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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生支持服务
OUR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
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
浇水和培养教育……”
                                                  

                              ——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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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学习节奏不同。启明星为他们在校期间的学
习、社交和情绪发展提供个性化而全方位的指引和支持。

鱼跃项目

鱼跃项目为不同水平、持有外
国护照的学生学习中文而准备，2 至
5 年级学生可以参加。参与鱼跃项
目的学生将进入与他们的语言发展
需求相匹配的课程中。学生的中文
水平进步情况会得到持续性的跟踪
评估。鱼跃项目注重学生的听、说、

读、写能力的平衡发展。与启明星的中文课程一样，鱼
跃项目致力于培养双语和双文化的世界公民。

LEAP 英语学习支持项目

主要目的是帮助非英语母语的学生发展学术英语、
特别是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老师将深入了解学生英语水
平阶段，提供最佳的课内外英语指导。

学习支持

两个校区的学习支持专家对于需要额外学术支持，
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都会密切关注和提供咨询。这些专
家也会和学科老师合作，为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个性化
支持计划。 

咨询服务

校内辅导员开展的项目致力于支持学生发展社交 /
情感、学术和职业规划等能力。他们也会及时提供短期
服务和干预，化解直接干扰学生学习的问题和紧急情况。



体育项目
ATHLETICS 启明星凤凰体育项目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个人与团队运动

项目。 

凤凰体育项目关注学生的体育技能、健康体魄、体育精神和公
平竞争意识的培养。凤凰运动队的运动员们不仅在运动场上力争第
一，在学术上同样追求卓越，是启明星社区中优秀的成员。 

体育设施 

足球场 ( 包括棒球场 ) 
配备了自动投球机的棒球训练场 
室内体育馆 
宽阔的室外运动场地 
室外网球场与篮球场 

体育项目 

• 足球 
• 排球 
• 篮球 
• 羽毛球 
• 乒乓球 
• 游泳 
• 网球 
• 棒球 
• 英式橄榄球 
• 曲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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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学习
EXPERIENTIAL LEARNING

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启明星为各个
学段的学生提供校园内外丰富新奇的学习机会。户外拓展、
服务式学习和露营等活动，都是学生们多种多样的体验式
学习机会。

我们也为学生提供和杰出人士互动和向他们学习的绝
好机会，例如邀请世界知名的演说家、作家或是社会活动
家前来访问。从 2015 年至今每一年，耶鲁和哈佛等美国
常春藤名校的阿卡贝拉合唱团都会前来演唱，我们的学生
也得到了和他们同台的机会。2019 年 6 月启明星北皋和三
里屯校区的合唱团在艾毅教育集团的慈善音乐会上演出，
为慈善项目募集善款 160,00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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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项目
DRAGON PROGRAM

启明星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项目
DRAGON ( 深度、严格、艺术、学术、韧性、开放、
培养 )。

通过 DRAGON 项目，学生有机会探索和发
掘自己的天赋和兴趣爱好。

启明星提供的 DRAGON 项目活动每年分为
3 期，每期持续大约 10 周，每周项目超过 100 种。
所有课后活动的核心理念是有趣、充满吸引力，
并且以鼓励参与为首要目标。学生如果通过课后
活动发现了自己某方面的兴趣点，可以通过参与
该方面的课程或社团来进一步提升自己在这一领
域的兴趣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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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安全
HEALTH AND SAFETY

医务室 

医务室配备有训练有素、具备专业资质的
校医，在学生上学期间提供健康安全保障。

 
空气净化系统 

目前整个校区的教学楼内 ( 包括教室、室
内体育馆及公共区域 ) 均已覆盖空气新风系统，
确保健康的室内空气质量，为全校学生和员工
的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实时检测室内空
气的指数，确保室内各处空气质量优秀。所有
教室内的 PM 2.5 空气指数均在 10 以内。 

空气指标标准 

为保证全校学生健康的学习环境，除了安
全的设施和环境以外，空气的洁净也至关重要。
启明星双语学校严格遵循 PM 2.5 标准并确保
可观测数据达到空气指标标准。我们的要求是 :
幼儿园学生只能在 PM 2.5 低于 56 时可以进行
室外活动，而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在 PM 2.5 低
于 150 时可以进行室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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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

对于北皋和三里屯校区的饮食，启明星秉持同样的高标
准。在北皋校区，我们提供的美味餐食由学校食堂每天精心
烹制，使用当地、当季、不含化学农药或化肥的食材。在三
里屯校区，我们要求食品供应商秉持同样的标准。



我们的社区
OUR COMMUNITY

学生、教师和家长是启明星的三个支柱，共同支撑起学校。
每个支柱都同样重要，共同协力构建学校的平衡。

这也是我们社区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同样重要，拥有相
同的参与权，给予社区同样的热情，同等的投入。

我们的学生热爱校园。孩子们参加家庭之夜 , 在花园里一
起培育植物都让他们感觉启明星就是自己的家外之家。

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满怀热情，充满关爱。

我们的家长倾情投入社区的建设，随时准备给予学校支持。
许多家长不仅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成长，也经常在社区活动中
承担志愿者的角色。

走进启明星，您会立即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而这样的温
暖即便在您离开校园之后也依然留存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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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孩子们这样说…….
TESTIMONIALS

最后，在您开始思考启明星是不是孩
子“最合适”的学校之前，我们想邀请您
听一听来自启明星家庭的声音 ......

“我们非常自豪为孩子选择了启明星学校。我

们从 2011 年起便加入了艾毅和启明星的大家庭，现

在正计划让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也加入。启明星的双语

教学是最吸引我们的。我们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我

们的孩子将来会成为有责任感的全球公民。启明星三

里屯校区的中心位置无可挑剔，学校的规模和人数更

是刚好可以促进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非常紧密的

关系。另外，学校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家校沟通渠道，

让我们可以及时有效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Van Lawick Van Pabst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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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就来到了启明星，

今年 6 年级了。启明星特别吸引我的一面，就

是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团结、被尊重，被关爱，

每个人都鼓励我成为最好的自己。老师们告诉

我们要善待别人，于是我在学校交到了很多朋

友，好开心！老师们还相信我们有能力为自己

负责，即便是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老师也

给我们足够的自由让我们自己从中反思教训。

对我来说，启明星就像个家 !”

——小花（ Elizabeth Asiedu）6 年级学生

“我的孩子一年级就来了启明星。在孩

子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她喜欢的、不想离开的

学校；作业不是很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发呆、

做自己喜欢的事；有她喜欢的课后课；允许她

有自己的想法，有很多好朋友。用她自己的话

说“大家很和善，尊重每个人，没有霸凌。”

在学校、家庭和她自己的共同努力下，她成长

为一个健康的、有自己想法的、真实的“樱桃

小丸子”。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这也蛮

不容易的。“

           ——5 年级学生朱燕处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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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 US

感谢您关注启明星！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的

招生部门，联系方式如下：

北皋校区

(010) 6433-7366-8071 ( 幼儿园 )

(010) 6433-7366-8072  ( 小学）

(010) 6433-7366-8070  ( 初高中）

(010) 6433-7366-8073  ( 学籍）

admissions-ds@daystarchina.cn  

北京市朝阳区顺白路 2 号

www.ivyschools.com/ds

三里屯校区

(010) 8532-2500 ( 招生部 )

admissions-dt@daystarchina.cn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四街 13 号

www.ivyschools.com/dt

我们期待您选择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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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一位老师、一本书、一支笔，

就能改变世界。”

                      ——马拉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