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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来，由克里斯汀·库尼

夫（Christine Cunniffe）担任校长

， 其拥有大学学士，音乐硕士及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虽然

获得了一家在Slough的法律事务所

的实习机会，

但她无法忘却对成为一名钢琴音乐家的向往，以及对时尚

达人和伦敦上流社会的憧憬（想象白色大钢琴以及在高级

酒店的深夜。四年后，由于当时的未婚夫还有几年的学习

，她放弃了对法律的渴望而开始尝试教学。她一开始就喜

欢上教学，首先是在Stevenage学校担任音乐主管，然后是

在Slough的St. Bernard文法学校一所男女共学的菁英选拔

性学校。 在2003年以音乐总监的身份加入LVS Ascot（当

时学校还没有唱诗班，但仅在她加入两学期后，就能在

Eton大学礼堂演出Vivaldi的Gloria)。

她举止从容自信，率直开放的态度，给予对学生们有用的

信息。 “我会承认当我自我怀疑的时候。 孩子们将在生活

中面临许多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假装没有发生呢？” 她现在

和丈夫及她最小的孩子一起生活（两个大孩子已经离开家

上大学）。

她常说，“我对自己的育儿经历非常诚实； 我希望让学生家

长们知道我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家长们形容她是 “
善解人意” 和 “理解。” 所有父母都给了她电子邮件地址，

她也不回避别人给予她的批评（ “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他们

认为我想要听的，而是希望他们是直言坦率的。” ）家长员

工合唱团负责人说：“这是非常有乐趣的，非常好的，是鼓

励人与人建立联系的一种好方法。” 一位家长说，“她没有

优越感，她完全没有所谓 ‘我是校长’ 的架子。”  有人提到

她的战略才能：“她知道她在做什么，也知道该带领学校走

往哪个方向。” 学生们喜欢她，尤其是初中部学生见到她都

会拥抱她；但是一些高中部的学生告诉我们，他们很少见

到她，除非是在一些大型集会上。她说她没有时间教书，

但是会在需要的时介入参与。她是校长界里的名人，经常

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讨论一些话题像是假期后回学校的压

力，或是假期中是否应该做作业（“是的，当然， 每天只花

一点时间做作业并不是坏事”）。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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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所非菁英选拔性学校来说，这并不容易。“我们像文法学校一

样思考，这意味着我们知道何时应施加压力，何时应消除压力，

以获得最佳结果。” 例如，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取得他们预期成绩

，给予他们期待并让他们多次的尝。 这里并不是一个温室，家长

们说，”但孩子们通常都能快乐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而学校也知道

应对每个孩子的最佳方法。”

对于初中部，学校的任务是确保没有孩子在没有人看管的地方受

教育； 例行会议会挑选出那些 ”落在后面或太往前“ 的学生。 学

生最喜欢的科目包括阅读与写作（将受欢迎的图书馆阅读计划编

入学校主课，并重视测试学生的学习理解及融会贯通的能力），

以及六年级的科学， 带着喜悦学习，在这里，”你可以点燃一盏

本生灯。“

国家课程有一种选择和混合的方法，在可行的地方使用或修改，

如果行不通的话，则可放弃不使用，一切都可做适度的调整，如

果认为合适的话，教师也可以不采取固定模式教学。大多数的学

科，从5年级开始，老师都是专科教师。从3年级开始设置数学和

英语学科，从7年级开始设置科学。每班平均13至15名学生，最多

20名。

学校孩子们的进步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考试成绩对一所非菁

英选拔性学校来说是优秀的，尤其是一所规模这么大的学校。

2017年，30%的学生取得GCSE的A * -A / 9-7的成绩。 我们从大

约20个学科中选出9或10个标准，不包含拉丁语或古典文学，但

是包含法律，心理学，体育和媒体/商业研究，并且将宗教课程更

改为哲学。 各种各样的BTec课程也很受欢迎。“我们是多样式教

学的的忠实拥护者，以迎合孩子们不同的需求，尤其现在大学也

更加开放，有不同的组合。” 每个人都必须至少学习两种科学课

程，但对语言课程不要求（学生从7年级开始可以从法语，西班牙

语和德语中选择两种语言课程）。“我从我孩子身上学到，如果他

们不热衷于语言，让他们去学习GSCSE的语言会是一场可怕的战

斗，” 负责人说。

大约65％的学生会继续学习第六年级预科课程，比过去更多。部

分原因无疑是在于新的第六级预科课程区设有醒目的学习领域，

还开设了30门广泛的课程，包括法律和心理学。这是作为一顶级

企业会为之骄傲的。2017年，48%的学生取得A * -B等级成绩，

16%取得A * / A等级。

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成立的学者计划，由副校长负责执行。面对

越来越多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 “除了课堂支持外，每周最多

只需要一小时的额外帮助，就可以了，再多，他们便会有困难跟

上课程的进度，” 负责人说。 一位有着复杂问题孩子的家长说：“
学校并没有假装他们拥有所有答案，但是他们愿意尝试新事物，

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

学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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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体育哲学是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一项运动 。“我们不

认为男孩就该参加橄榄球，而女孩就该参加英式无板篮球；

实际上，目前男孩们流行的一项运动是曲棍球，非常适合那

些不太热衷于接触式运动的男孩。但是，团队运动受到所有

人的欢迎，并且是所有人的必修课，包括第六年级预科课程

学生。“我们想要的是让他们带着对运动的热爱而离开这里

，而不是放弃并不出色的人。” 当然您也会听到抱怨声。“您
会看到有些孩子们双臂交叉地站在一旁，但大多数人都很热

衷，”一位家长告诉我们。

运动设施包括两个体育大厅，较大的设有攀岩墙和板球网，

较小的备有缓冲软垫地板，让柔道及其他高强度运动使用。

温水游泳池每周有三天，在早上6点30分提供全能训练；更

设有设备齐全的健身套房，播放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提

升孩子们的兴趣。第六年级预科课程的高尔夫学院，在体育

科学课程上，结合了附近俱乐部和BTec的指导教练。在橄榄

球，足球，无板篮球和曲棍球比赛中，取得了很多胜利；学

校还参加田径和游泳比赛。虽然B队投入了与A队一样多，

但A队还是受到大多数父母的青睐，有些人认为这会妨碍一

心一意努力的人。每个人都认同学校支持那些在追求校外体

育成就的人。

对戏剧的喜悦，与我们交谈的每位家长都赞扬了他们出色

的表演。 “很高兴看到那些指导工作人员获得与表演者一样

多的赞扬。” 大量的艺术才华标志和宽敞的工作室可在其中

工作。音乐（如您所料，鉴于校长的背景）是一个强项，有

三个合唱团，包括摇滚学校和爵士乐队在内的众多乐团，大

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学习乐器 ，有些已达到文凭水平。

Whizzy音乐技术工作室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我们参观时

，其中有几个学生正在录音室享受工作午餐。

游戏，选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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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四间寄宿制房屋（男孩和女孩分别为三间初年

级和中年级学生住房，以及一间男女共用的第六年级

预科生住房），不久后会多加三间住房共为六间住房

。“有益于融合，”校长说。它们既温馨又实用，在宽

敞的公共区域配有大量皮革座椅和宜人的照片，铺有

地毯的舒适宿舍可睡一到五人。一位学生告诉我们：

“我两年前来到英国，定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

多，这使许多事情变得简单。”

学校的宿舍管理人员，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会帮

助学生减轻思乡病（ “通常每年会出现一到两次，每

次要花几周时间才能消除，” 一位管理人员这样说）

。管理人员们热情，友善，有远见（最近推出的一种

数字通信系统，员工和家长可以随时关注监管学生）

。让闲置的手（和大脑）保持忙碌是首要任务，要有

稳定但不严苛的活动量。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下午4
点至下午5点50分（通常是课后俱乐部活动；9年级以

上去Ascot），然后是晚餐，准备，最后在晚上9点半

上床睡觉前还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周末小巴士是

按小时预订，搭载寄宿生去各种游览旅行（购物，电

影院，保龄球，在温莎大公园散步，去玩卡丁车和彩

弹射击，都很受欢迎，或是到普茨茅斯等更远的地方

旅行），出发和抵达时间都经过精确协调，如同

Heathrow机场的航班控制。

寄宿生

一名工作人员说：“在宿舍监管和分级系统帮助下，早晨像

发条一样运转。” 起床，整理床铺，铺被子，将换洗衣物

装在盒子里（是的，每天都有干净洗涤好的衣物），打开窗

户，然后吃早餐。工作人员说，层堆叠的床单是不需要的，

意味着 “这间宿舍太脏了，无法清洗。”

每学期会更换宿舍房间一次。 “写下希望与谁共享房间，

然后宿舍的工作人员会尽力帮忙解决所有问题，” 一名学

生说。 “礼貌的提醒国际学生在公共休息室说英语。“  墙

上的世界地图标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的国家。实际上

，多数的国际学生在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寄宿生都是

全日制学生。一日制学生也可以通过报名参加的一次性寄宿

制课程。一位管家告诉我们：“在近200名寄宿生中，大约

有120名寄宿生周末会留在宿舍。”

一位家长告诉我们：“如果您只想要庄园寄宿的经历，这里

不适合您，但是人们需要参观建筑物，才能感受到在这里度

过的美好时光。” “在我儿子的宿舍里，有如此众多的国

际学生，有来自啤酒业，来自军方的家庭，以及非常富裕的

家庭，但LVS的风格是，让他们在这里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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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前身是Heatherdown。Heatherdown是一所非常传

统的预科学校，也是 David Cameron Eton母校的前身，有

自己的微型蒸汽铁路。 它于1982年被拆除，该公司成立于

200年前，主要目的是为饮料贸易从业人员提供支持，现在

经营学校。该公司以有利的方式将Slough以前的物业出售给

了著名的连锁超市，将这笔资金用于设立所谓的 “英国最现

代的寄宿学校。”

尽管80年代的红砖建筑的周到布局可能不再是学校设计的前

沿，但它仍然设法呈现出令人惊讶的现代感，并且仍然适用

于基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像表演艺术在空间密集型学科

获得了所需的中心位置，与相关主题则被放在一起，而不是

被打发到外围。整个地方都有大学校园的气氛，并有整修计

划，以确保设施保持最新状态。议程的下一个议题是重新装

修餐厅（根据学生的说法，这里的食物 “非常好吃而且种类

丰富” ）包括将门折叠到外面以增加额外进餐空间。 在户

外，有25英亩的土地，上面有许多运动场，以及横跨在小而

完美的湖泊上的桥梁。

初中部是充满活力，色彩缤纷，有大小适中的儿童游乐区，

有伙伴长凳（学生们说，他们很少使用，因为没人会寂寞）

，还有许多坚固的木制设备可以攀爬和平衡走行。

3年级以上的学生使用的区域是低学年部的放大版，两个区

域相邻，以未标记但公认的边界线分隔。接待处设有精巧的

户外教室和欢乐的游戏室，是许多游戏的起点。

整个学习气氛是非常的悠闲，鼓励青少年提出问题和思考过

程，五年前下课钟声废除，老师的话也不会因下课钟声被打

断。

学校校舍，最初以Guinness和Carlsberg等饮料来命名，在

我们访问时正在改变。 “您会以香烟的牌子来命名校舍吗？

无论如何，有些酿酒厂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校时间可有弹性的延长，提供学生用餐和使用学习资源中

心，受到在职父母的欢迎。

历史和校园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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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监管的着重在导师小组系统，整个在校期间都

由同一位老师负责监管。 一位家长说：“我对个人监护

质量感到震惊，” 而另一位家长则指出：“他们在大会

上获得了如此多的奖项，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聪明。”

学生们说，“如同卡通Horrid Henries里的Perfect

Peters一样，不出色的学生在这里也会有发展潜力的机

会。”

校长的经历使她对于发展较迟缓，大器晚成的孩子们能

感同身受。  “我大约在13岁时经历许多问题，这使我

充满热情，绝不放弃孩子直到我们用尽所有方法。” 她

认为有些孩子是 “需要测试界限，但他们也知道这些界

限不会改变的认知上的安全性。” 周六上午的留校察看

是最糟的级别；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学生将仅照规定

的被送回家并被带回。 “如果学生有滥用社交媒体或携

带酒类的行为，我会毫不犹豫的要求他们离开，不给予

二次机会，尽管这只发生过三，四次，” 校长说。 学

校每年两或三次，会带毒品侦察犬到学校，做随机抽查

，但至今未发现任何东西 。 “孩子们真的很喜欢这些

狗儿们。”校长笑着说。 对欺凌的态度是绝不容忍。“

我小时候曾被欺凌，所以我对这方面非常坚定。 值得庆

幸的是，学生们都会通报欺凌，是真正的英雄。” 当被

问及是否知道有同学有进食障碍，或自残行为，或是曾

被欺凌，有位学生说，“我不知道有谁，但我不会愚蠢

到认为它不会发生，因为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学

生提到，他们希望看到教职员在制裁方面能更加一致。

“有时会碰到比其他老师严格多的老师。”

监护责任，康乐福利
及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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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友好，不爱炫耀，直截坦白的学生，他们思想周到，而不只是内省

，并善于表达，却不轻信，喜欢上学但没有让我们感到怀疑的冲动。有

人提及，学期开始时，“感觉就像要回家而不只是回去学校。” 家庭分

布范围十分广阔，不管是在社会层面或经济层面，从皇室到被剥削阶层

都有，尽管最近有明显的向4x4的转变，这表示更大比例的富裕程度。

校区延伸半径约15-20英里，向西延伸至Reading，向北延伸至

Maidenhead，共有7条校车路线（有些校车路线重复，建议事前调查）

。也就是说，来自伦敦边缘地区和最远的Berks和Bucks区域的家庭正

在增加。这些“本地人”占很大比例。因为工作流动性，每年都有一定

程度的进出，但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多。一些外籍家庭，军人家庭，

也在快速增长。

学生和家长



大多数孩子都是从初中部（至2年级止为一班制）或3年级

（至5年级为两班制）入学。 11岁以上的学生大部分来自

学校的初中部门，其余的则来自其他公私立学校。 大约有

35个地方可用于第六年级预科课程；学生需要在选修科目

上达到GCSE B / 6或更高的水平；学校也提供ICT和体育

等职业课程给想走职业路线的学生。

入学

90％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升学，专科范围从学术课程的经济

学，商业和工程学，到职业课程的体育教练和新闻学。 其

余的选择各种实习或就职工作。入学的大学约有35所，目

前最多的是Bournemouth大学和牛津Brookes大学。 进

入Russell集团约占四分之一； 2017年有一位前往牛津。

毕业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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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可享受10％的折扣（从第三位子女起，但即使第一

或第二位子女已离开学校，第三位子女仍可享受折扣），国防

部和外交部门雇员可享15％的折扣，包括5％的提前付款折扣

，和在有执照的饮料行业工作了五年或五年以上的人可享

20%折扣。

奖学金：学术，音乐，艺术，戏剧和体育，均可享受最多

50％的折扣。 为了简化费用预算，学校将许多高中俱乐部活

动费用都包含在付费中。划船，骑马，帆船和芭蕾舞，个人乐

器教学课，和一对一的语言或学习支援是主要的额外费用。

为了让学生用最少的费用参加南非和巴西之类的大型学校旅行

，负责人会尽量将费用保持在最低水平，并至少提前一年进行

计划，这样学生们就可以事先存钱做准备

费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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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
在这个设备齐全，热情好客但朴实的学校中，学生家庭被学校

的全方位共同教育所吸引。 我们特别喜欢大学校园的风格，现

代化的布局以及学校非选择性，被视为成功的起点，而不是缺

乏成功的理由。 强大的结果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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