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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是属于孩子们神
圣的时刻，他们将带着在鼎
石的收获，迈向下一个人生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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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石的学习延伸到校园之
外，在露营当中亲近自然，
反思自我是鼎石学生的必
修课。

在鼎石的课堂中，学生们能
通过实践与思考认识更广
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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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课堂内，还是课堂
外，我们都关注着每个孩子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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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石有信心培养学生在学业、社交和人文素
养方面达致更高的境界，使他们在任何环境、
世界任何城市自由穿梭，并且在未来的大学生
活和职业生涯中游刃有余。我们深信，学生在熟
练掌握上述能力之后，不但能够取得杰出的个
人成就，也能为所处的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鼎石为中国和外国家庭带来一种全新的教育
模式。我们汲取东西方及国际教育之精粹，将
中国国家课程标准、双语教学、国际文凭项目
教育、以品德塑造和领导力培养为标志的美式
精英寄宿学校的最佳教育实践经验融为一体。

我们以鼎石独具特色的“中国主线”将这三种
教育方式贯穿起来，融合中国历史和文化于全
球化的背景之中。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
综合性的跨学科课程，是实现深入的、全球化
学习的有力途径。鼎石通过汇聚世界各地最好
的教育实践，创造出一种在全球化环境中畅行
无阻的教育模式，使学生能够轻松自如地在不
同文化之间游走。

探究是鼎石教育的核心，即
便是文牍的学习也被扩展
成资料的广泛搜集和综合
分析。

为全新的时代培养

全新的思考者
开创性的 K-12（学前班至高中）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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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可的双语通识课程
学生学习全球高等院校广泛认可的黄金标杆
课程——国际文凭项目（IB）。在鼎石，学生们
以双语学习该课程，将使他们具有更加突出的 
优势 。

小学部吸取了目前已在80个国家广泛使用的国
际小学课程(IPC)的精华部分，并根据鼎石学生
的特点，制定相应的主题课程。国际小学课程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高度参与、发展国际化思
维，同时促进学生在社会、情感和才智方面的全
面成长。这种跨学科的人文课程，创造性地把
文学、艺术、社会学及语言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所得到的严格训练
有助于他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同样地，人文
学科也使他们获得了对数学和科学概念更深层
次的认知。 

初中部借鉴了国际文凭中学项目(IBMYP)的课
程框架，并按照鼎石的要求和学生的程度量身
定制。在初中阶段，学生在学习他国的语言、历
史、文化、科学、数学和艺术的同时，仍以对中
国语言、文化、历史和特质的理解为教学核心。
初中课程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社交和情感上
的成长、以及单一学科和跨学科领域的探索和
学习。鼎石还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独立研究和团队
合作的学习机会。 

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
景的学生，在沉浸式环境
里更好地学习中文和中国
文化。

沉浸式的语言学习模式里，
每 一 位 老 师都是 语言老
师。在这堂人文课上，学生
通过学习人文知识来学习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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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采用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IBDP)，为
学生进入大学做好准备，并进一步培养学生在
知识智力、个人情感、社交方面的技能，使其在
未来全球化的社会中取得成功。学生会进一步
加强社会责任感，学会批判性思考，比如：我
学会了什么？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我是如何学
会的？从国际视角来看又应该怎样解读？我们
同时也适时为学生提供大学升学与申请的相关
辅导。IBDP课程是国际文凭项目的最后一个阶
段，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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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的学生拥有时间更长

的校园生活，放学之后的多
彩活动是他们社交和发展
自我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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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文体活动延伸了孩
子们的校园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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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各种形式的戏剧排演，
学生们不但磨练表演的技
能，也在整个过程中更好
地体会和理解各种艺术形
式。

鼎石的宿舍生活不仅让孩
子 们学 会 如 何与室 友 相
处，同时也让他们学习妥善
的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

鼎石一向重视体育运动，因
为它不但培养学生的品格
和节操，也增强孩子们的社
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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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竞赛中，孩子们用
正确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思
维，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
个世界。

10年级学生在木偶大师
课上体验皮影戏创作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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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濡染尽在亲身经历
之中。

立足中国，我们就要到祖国
的各地走一走，包括西北的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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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文化也是我们
体验的对象。

既然要把整个世界纳入我
们的视野，又怎么能少得了
非洲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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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背后的科学原理，鼎石都秉持着“知行合
一”的教育理念。

在鼎石的课堂上，要孩子们亲身实践的体验
式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每一年，各
个年级学生也都有机会走出校园，在真实的
世界学习、体验。我们举行过的体验式学习旅
行包括：9年级学生前往山西，探寻那里的传统
古建、宗教和历史；为了更深入地体会鼎石借
鉴的儒家教育理念，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学习方
法，7年级学生前往山东的孔子故里，登泰山、游
青岛；8年级学生踏上丝绸之路，完成了结合历
史、文学和数学知识的学习；10年级学生远赴
云南，在虎跳峡完成了一次长距离的远足。

知行合一固然重要，为了他人而学习却是学
习的最高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高层
次的学习，也是我们对鼎石学生的期待。最近，
鼎石完成了几次意义深远的服务式学习之旅： 
3组师生分赴成都、尼泊尔和泰国：在成都参
加汶川地震之后的家园重建；在尼泊尔协助地
震的灾民搭建房屋；在泰国的保护区学习照护
大象这种聪慧而屡受人类伤害的生灵。在学校
里，孩子们也会自行倡议和发起一些服务式活
动，比如为宠物收容站工作，又比如提升公众对
全球饥饿问题的认识。

矫正好指南针，立刻向投入
大自然的旅程进发。

艺术课堂上，学生们把对周
遭世界的认知和反思注入
自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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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伙伴们在一起的旅行，
所以记 忆 都变得更 加生
动，更有姿彩。

感受自然也是体验式学习
的重要内容。

这又是哪一段故事呢？只
有在场的孩子才清楚这段
专属于他们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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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完备的游泳池是孩子
们竞技与玩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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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右下）：演播室、
高中图书馆、壁球室，优良
的硬件设施是学生高效学
习的有力保证。

伯克利音乐学院
波士顿大学
波士顿学院
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华盛顿与李大学
戴维森学院
卡耐基梅隆大学
凯斯西储大学
莱斯大学
罗德岛设计学院
明德学院

纽约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西北大学
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艺术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南加州大学
维克森林大学
瓦萨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剑桥大学
圣安德鲁斯大学
法国Essec高等经济与商
业学院
多伦多大学
香港大学
韩国延世大学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悉尼大学
清华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高等院校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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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石 校 长 M a l c o l m 
McKenzie与学生们的日常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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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a Aguilera
教员主任

Paulina Aguilera女士在全球各地
的IB学校积累了20年工作经验。她拥
有新泽西学院教育领导与管理硕士学
位，曾任鼎石初中部副校长。她同时也
是IB顾问、IB实地视察团队负责人以
及IB工作坊主讲人。她为亚太地区的
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提供职业发展机
会，并负责走访视察MYP候选学校以
及正在接受评估的MYP学校。而在
教员主任的岗位上，Aguilera女士负
责教职员工的招聘、保留、整体职业
发展和支持。她积极营造一种协作式
教学环境，并有着丰富的国际工作背
景和领导经验，必将帮助鼎石建立起
良好的学校文化。

Jia Lili  贾莉莉

副校长兼课程主任

莉莉是一位具有27年教学经验的老
师和教育者，期间在不同的国际学
校、双语学校和中国公立学校工作
过 。这些工作经历让莉莉在中国国
家课 程，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课
程( IG C SE)和国际文凭项目( I B)方
面都具备了教学和领导经验。在公
立学校工作期间，她是骨干教师，并
担任过班主任、年级长，同时也是中
考阅卷官。曾荣获市区级优秀青年
教师奖。并参与过学校的教务处和
德育处的工作。她教授国际文凭项
目长达20多年，同时是位具有13年
经验的资深中学项目(MYP)和大学
预科项目( DP)的培训官。她同时也
是中学项目(M Y P)和大学预科项目
(DP)的区域培训会代表，大学预科
的主考官，大学预科项目授权小组
组长和顾问，并在2004至2010年
期间担任过中学项目个人设计的评
审员，2010至2012年期间担任过
中学项目语言习得课 程评审员。她
持有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
和社会教育的研究生文凭。

Chris Mccoll
招生主任

Chris McColl先生拥有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及乔治城大学的学位。毕业后
即在华盛顿特区的St. Albans 学校及
National Cathedral School 学校工
作了七年。此后，Chris McColl先生
前往位于英国伦敦的美国学校工作，
在此工作的十年期间，他曾历任教师
和行政管理等职务。作为一名教师，他
曾教授英文、历史和数学等课程；在
管理岗位上，Chris先后担任过指导
教师、年级组长、夏校总监、奖学金
主管、课程委员会主席及招生官等一
系列职务。在加入鼎石学校前，Chris 
McColl先生在位于纽约州的Hackley 
School学校工作了十三年，担任招生
总监。Chris McColl先生曾经在美国
和欧洲举行的教育界会议上发表演
讲，题目包括家校互动、数据管理以
及招生中的性格评估。

Catherine Copeland
小学部校长

Catherine女士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多
文化的双语国家— —加拿大。她拥
有近30年的教育行业工作经验，曾在
加拿大、英国、荷兰和西班牙从教。
虽然在她的教育生涯中，她教授过各
个年龄段的孩子，但是她真正的热情
和兴趣还是在小学阶段。她是荷兰世
界联合书院的小学部创校校长，随后
在西班牙南部也参与创建了一系列的
国际学校。她是全球教育和世界学校
的倡导者，专注双语和多语言教育的
研究。Catherine女士近期在攻读阿
姆斯特丹大学教育科学和国际教育的
硕士学位，同时也在英国巴斯大学进
行了研究生项目（PGCE）的学习。她
同时也参与编写了《IPC课程体系的
未来之路》（暂译名）一书中的一个
章节，并会在鼎石继续IPC课程的发
展。Catherine女士乐于做一名世界
公民。可以在中国生活工作，她倍感兴
奋。作为小学部校长，她很期盼为鼎
石带来高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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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鼎石都会努力创造
机会，邀请全球顶级的艺术
家走进校园。

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艺术家
不仅走进课堂，也为社区带
来精彩的演出。

Meredith Phinney
初中部校长

Meredith Phinney是鼎石初中部校
长。她拥有多年的英语文学教学经
验。她持有加拿大纽布伦斯威客大
学的英语与戏剧学士学位，以及小学
教育（英语教学）学士学位。她所持
有的其他资质还包括特殊教育（超常
教育）。她最近也完成了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教学专业的教育学硕士课程。
她曾在多种课程体系中执教— —英
国A level、AP、IB MYP和DP，以及
美国的课程体系。她曾在加拿大、英
格兰、阿联酋、越南、土耳其任教，
而现在来到了中国北京。教学生活之
外，Phinney老师喜爱旅行、瑜伽和
网球。她最爱的名言是威廉巴勒斯曾
说过的一句话：教育，在于德育，而非
简单的知识灌输。

Régine de Blegiers
高中部校长

Régine de Blegiers博士在亚洲管
理研究所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并持有菲律宾女子大学教育学博士学
位。Blegiers博士的职业生涯始于商
界，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热爱的
是教育。过去27年间，Blegiers博士
一直在菲律宾工作与生活。她先后在
五所国际学校任职，深耕IB国际文凭
项目19年，Blegiers博士曾任代理校
长、法语教师、项目负责人和法语讲
习班负责人等职务。Blegiers博士对
文化和历史充满热情。

鼎石之道

将世界请进校园

为了激励师生，也为了打造一个开展交流和对话的平台，鼎石定期将各行各
业的菁英请进校园，包括演讲嘉宾、视觉艺术家、作家、音乐和演艺界人士，
与鼎石社区进行交流。近期邀请的嘉宾包括： 皮克斯艺术总监Anthony 
Christov； 吴蛮和华阴老腔； 视觉艺术家和教育家Terri Moore；美国诗人
Susan Kinsolving；音乐家金文彬、柴亮；中国电影交响乐团；哥伦比亚大学
艺术学院电影系教授Richard Pe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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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查看具体的申请要求和申请指南，请登陆我们
的官方网站页面：
http://en.keystoneacademy.cn

每年我们将在学前班、一年级和大部分初、高中
年级开设新学位。对于在线申请有任何问题，
请联络招生部。我们也诚挚邀请您参加在鼎石
定期举行的招生说明会。期待与您和您的家人
见面。

奖学金项目
作为一所拥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校，鼎石期
望吸引国内外各地才华横溢的学生。鼎石将设
立专项奖学金吸引学术出色、能够为学校和社
区作出贡献的学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将积极
寻求好学上进、品学兼优、将来在鼎石课堂内

外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学生。奖学金数额从 
30000元人民币的荣誉奖学金到全额学费的助
学金不等。欲延续此奖学金，需每年重新递交申
请以供审核。评定委员会将在审核入学申请材
料和奖学金申请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