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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秋阳高照，11月21日上
午，海口市江东新区的一处
工地上，汗流浃背的工人们
正各司其职，热火朝天地推
进工程建设。周边的居民都
说，这片工地一天一个样子，
让他们充满期待。

这是正在建设的海口哈
罗学校——拥有近450年
建校历史，在国际教育界享
有盛誉的英国哈罗公学在我
国开办的第 4 所学校。
2018年9月6日签订协议
后启动建设，预计在2020
年9月正式开学。

一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名
校，缘何选择海南作为在中
国的第4个办学地？一座占
地面积达145亩的全新校
区，又是如何能在短短两年
完成签约、选址、建设的？

海南日报记者将带您了
解这段关于担当和奋斗的故
事。

E

哈喽

伦敦时间2018年7月12日
18时30分许，搭载214名首航旅
客的南方航空CZ651航班经过
近13个小时的飞行，平稳地降落
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

这一航班执飞的三亚⇌伦敦
航线，是海南实施59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新政以来全省开通的首
条洲际航线。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毛超峰所率的海南省代表
团，就是搭乘这一具有特殊意义
的航班访问英国的。

代表团此行满载着海南对
吸引英国各界参与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期待。“我们希望此次
出访能够推动海南与英方达成
一批务实合作意向。”海南省代
表团成员、时任省外事侨务办副
主任戴贞记得，行前，省外事侨
务办（现省外办）向各有关单位
征集项目时就得到了积极回应，
所征集到的意向合作项目涉及
教育、旅游、传媒、交通运输等各
个领域。

从省教育厅征集来的优质教
育资源引进项目指向英国最负盛
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哈罗公
学。这座有着近450年建校历史
的古老院校，在高端人才培养领
域有其独到的经验和优势，曾培
育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的
7位英国首相。

代表团认为，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亟须大量
外籍高端人才和优质外资企业
的力量汇入其中。如果能将具
有国际知名度的哈罗公学引进
海南，会很好解决人才子女就学
问题，必将增强海南对外籍高端
人才和外资企业来琼投资
兴业的吸引力。

但他们同时了解
到，哈罗公学十分珍
惜这块用漫长时
光打造的教育品
牌，多年来，我国
也仅有北京、上
海、香港三地开
办 了 哈 罗 学
校。海南并非
国内发达省份，
目前的外籍人
员子女基数也相
对较小，哈罗公学
对到海南办学怎么
看？带着期许和忐忑，
他们踏上了去往英国的
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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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具有特殊
意义的商谈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计思佳

B 用最大诚意打动校方

打造国际名校的
“中国样板间”

英 国 哈 罗 公 学 （Harrow
School）位于伦敦西北角，学校由约
翰·里昂（John Lyon）在伊丽莎白一
世的特许下于1572年成立，是英国
最负盛名且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之
一。从哈罗走出了无数具有影响力
的人物，其中包括政治家如英国首
相温斯顿·丘吉尔、印度总理尼赫
鲁、约旦国王侯赛因等；众多的诗人
和作家如拜伦、谢里丹、特罗洛普
等；还有物理学家和诺贝尔获奖者
瑞利勋爵、摄影术的发明者福克斯·
塔尔博特等。

本周，梁永昌的团队到海口哈罗学校对
学校的宿舍、教室、幼儿园活动单元的样板间
进行了验收，对学校的建设品质给出了高度
评价：“这不仅是海口哈罗学校的样板间，也
是哈罗学校在中国的样板间！”

梁永昌说，2020年9月，哈罗公学在海口
及其他国内4座城市的学校将同时开学。这
其中，海口哈罗学校的建设起步时间是最晚
的，但推进速度却是最快的，“海南省政府、海
口市政府及各有关单位的服务意识让我们非
常感动，工作效率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对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重要，用得好更
重要。”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省教育厅高
度重视哈罗公学来琼办学一事。哈罗公学落
地海南，是全省教育系统为改善优化海南营商
环境，吸引高端人才来琼工作定居、优质企业
来琼投资兴业作出的积极努力。而海口哈罗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仅能为外籍人才子女提
供优质教育服务，更能为海南进一步提升本地
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供
参照。

省教育厅行政办主任韩小雨介绍，省教
育厅作为这一项目落地海南的“重要推动者”
和“坚定支持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基础教
育处、政策法规处等业务处室形成合力，还有
专人与该校对接项目审批等相关事宜。厅领
导班子多次为该项目召开会议或到实地考
察，全力支持协助海口市教育局等有关单位
做好服务。此外，省教育厅还畅通了沟通渠
道，除了及时为校方答疑解惑、提供帮助，定
期了解学校建设进度之外，还会不定时地将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进展，以及国家为
海南相继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传给校方，让
校方更加坚定在海南办学的信心。

梁永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教育部门的
支持下，目前海口哈罗学校的教师招聘工作已
经启动。师资来源主要包括从英国招聘的在
职成熟教师，从稳定的师资基地培养的教师，
以及从哈罗学校系统中抽调的骨干教师等，

“我们在系统内发出招聘公告后，很多老师都很
感兴趣，大家都觉得海南是个风光秀丽，令人心
情愉悦的地方，说明这里真的很有吸引力。”

他对于哈罗公学传承近450年的教学理念
也很有信心。今年9月21日，海口哈罗学校在海
口举办了教育分享会。当天，原本只设置有400
人的会场挤进了1800多名家长。分享会结束
后，很多家长还一直和学校保持密切联系，不断
询问报名和入学事宜。从咨询情况来看，约有
50%的家庭在海南，还有35%的家庭来自省外。

项目建设推进有力，招生工作趋势向好，
如今，海口哈罗学校这一项目引进来后，如何
让它“服水土”，既保留哈罗公学原有优秀元
素，又彰显海南本土特色，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符合社会各界对它的期待，是省教育厅、海口
市教育局和海口哈罗学校下一步需要思考的
问题。

曹献坤说，除了哈罗公学，拥有400多年
历史的英国德威公学也已经签约落户海口。
省教育厅将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主动服务和
积极适应我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发展新形
势，大力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好一个
个国际名校在海南落地开花结果的“中国样
板间”，打造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发展的新标
杆。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2018 年 9月正式
签约，预计 2020 年 9月
开学，海南以最大诚意引进
英国哈罗公学，用最强担当推
动海口哈罗学校项目建设，
充分展示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过程中培育出来的“海
南速度”

“我们是当地时间7月14日16时
30分抵达哈罗公学的，其实，这并不是
最佳的到访时间。”戴贞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时值暑假，又逢周末，哈罗公学的
教职员工和师生大多处于休息状态，但
哈罗公学负责人早早来到学校等候，哈
罗国际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梁永昌还从香港专程赶来，足见校方对
代表团的到访是非常重视的。

海南省代表团成员、时任省外事
侨务办国际会议事务处主任科员沙娟
说，哈罗公学带给自己的第一感觉确
实有些震撼。这所底蕴深厚的百年老
校处处可见时光的印记——古老的英
式建筑、幽雅的校园环境、各个时期的
丰富藏书……丘吉尔少时就读的那间
教室，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哈罗公学虽
被称作“贵族学校”，但该校的军事化
管理非常严格，大家学习生活的条件
都很简朴。“我想，所谓的贵族学校，其

实贵在精神而非物质。”她回忆，代表
团来访时，校方还专门作了提醒，不要
通过攀谈或拍照打扰师生，“这对来访
者有些‘生分’的要求，恰恰体现了校
方对师生隐私的保护和个性的尊重。”

沙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天的会
谈伊始，哈罗公学一方对在海南开办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存有顾虑，担心生源没
有保障。为了打消校方的顾虑，代表团
先是介绍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又详细讲解了中央赋予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特殊
定位和相关政策，以及教育部支持海南
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发展的具体措施，用
一个个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和项目给校
方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据戴贞介绍，听取校方在海南合
作办学的条件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敏锐地捕捉到了校方的合作
诚意。当时就给校方明确了，海南能
够给他们提供怎么样的服务、什么样

的平台，只要他们把品牌带进来，把团
队开进来，把国际一流的教育资源引
进来。戴贞说：“这些承诺，不仅是切
合海南实际的，也考虑了对方的关切，
这很能打动对方。事实证明，我方给
出的承诺确实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
里，如期如约地逐一兑现了。”

这场原计划是一个小时的会谈，
最终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会谈的
结果是哈罗公学将在海南开办哈罗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而且还与代表团
就校区规模、建设标准、建设工期等
细节性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

“双方甚至把招生时间定在了
2020年！能够谈得这么深入，是我们
一开始都没想到的。”更令戴贞感到
惊喜的是，代表团回琼不久，哈罗公
学就派出人员来琼考察并详谈，把合
作办学一事正式定了下来，“这说明，
代表团的工作是有力的，哈罗公学的
目光是长远的。”

戴贞说，和哈罗公学初步达成的
合作意向，可以说是代表团此行最重
要的成果之一。

回国后，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
讨论，很快确定将海口哈罗学校设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锋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标杆和美好新
海南的示范区——海口江东新区。

“海口哈罗学校是首家落户海
南的国际知名教育品牌，学校计划
明年9月正式开学。跟海口哈罗学
校紧紧相邻的国际社区是江东新区
各类国内外高端人才居住生活区，马
上也要启动建设。同时，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刚刚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
的35个岗位，也吸引了大批美国、
英国等外籍以及近 300名海外
留学归国高端人才踊跃报名。”
海口市委深改办（市自贸办）
常务副主任、江东办副主任杨
善华说，江东新区对国际人
才的吸引力正在不断显现，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步伐

正在不断加速。
而在梁永昌看来，哈罗公学落地

海口的过程，让他切实感受到了什么
是“海南速度”“海口担当”。

“2018年7月14日，海南省代表
团访问英国哈罗公学，7月下旬我们
就收到了到海南考察的邀请函。8月
6日，我和团队一起来到海口洽谈项
目落地事宜，很快确定了学校的地块
和位置。”梁永昌说，海南省政府和海
口市政府诚意满满，为海口哈罗学校
提供了占地面积达145亩的地块，面
积和北京哈罗国际学校相当，能够充
分满足学校的教学活动。

各项工作还在快速向前推进
——2018年9月6日，海口市政府同
哈罗公学在北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同年11月2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
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哈罗
国际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海口市政府负责协调项目供地、
报建等相关手续，城投公司负责学校
的建设；同年11月28日，作为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一批）集
中开工的100个项目之一，海口哈罗
学校项目宣布正式开工。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校的选址确
定后，2018年8月，海口市委、市政府
立即派出由海口市教育局、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海口城投公司等多个部门
组成的考察组，专门赶赴上海等地参
观考察当地的哈罗学校，以充分学习
借鉴其合作及建设模式等相关经验。

在调研中发现，哈罗学校在中国
各地校舍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在设
计时都结合了当地的文化特色。考察
团成员回到海口后，在提交的调研报
告中提到：“因哈罗学校以英式教育为
基础，按照英式标准进行设计，方案设
计应在充分尊重哈罗国际管理公司
意见的基础上，体现中国建筑元素，
并融入海南地域特色及风貌。”这个
提议在最终的概念设计方案中被采
纳。未来呈献给大众的海口哈罗学
校，将是一座同时结合现代英伦风格
和海南骑楼特色的高品质建筑。

哈罗公学对于学校建设
的高品质和严要求给考察团
成员、海口城投公司项目经理

贺育龙留下了深刻印
象：“城投公司承

建过不少项目，
但像海口哈
罗学校要求
这 么 细 致
的 还 是 第
一次遇到
—— 签 订
协议时，校
方列出了非

常详细的参数
清单，对教室交

付时的照明亮度、噪
音控制、回声大小、室温等，
全都进行了量化。建设过程

中，一个修改或决策都要经历十几
轮的讨论。”

根据协议，海口哈罗学校在
2019 年 9 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2020年4月进行项目移交，2020年9
月按期开学。“时间非常紧，所以每个
环节都不能等、不能拖，这也是开工
前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海口哈罗学
校项目代建方、仁恒置地（海南）有限
公司哈罗项目项目经理薛如冰说，在
与海口政府部门对接各项事务过程
中，职能部门的高效给了整个团队重
重惊喜。

薛如冰回忆，动工前，海口哈罗
学校项目的地块上还是一片“汪洋”，
星星点点布满了22个鱼塘和村民搭
建的临时住房。不到10天，桂林洋
开发区就和渔民签订了协议，完成了
鱼塘的赔偿清算工作，把整块土地交

到了团队手中。
“拿到土地后，我们要对鱼塘进

行填埋。但是当时已临近年底，很
难找到土源。在海口市政府的协调
下，我们从美兰机场二期施工项目
现场拉来土方，很快完成了土地平
整工作，还在周围修建了施工道路，
为整个项目的迅速推进打下了基
础。”薛如冰回忆，桂林洋开发区公
共事业管理局还开通绿色通道，帮
助公司迅速解决了临时用水用电的
问题，“以前从递交申请到正式通水
通电至少需要一个月，这次一周时
间就办好了，效率特别高！”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截至
目前，海口哈罗学校的主体部分建设
已全部完成。薛如冰说，只要按照计
划正常推进，学校在2020年9月开学
没有问题。

C 用最强担当落实合作

D 用最快速度推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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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哈罗学校主体封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英国哈罗公学。资料图

海口哈罗学校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