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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 精准服务赢口碑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教育领域创业已经从抢占市场向提升质量转变。
从事幼儿教育的王欣欣说：“当年我刚进入香港教育大学攻读本科时，

国内从事幼儿教育的机构并不多，当时的情况几乎是谁能先抢占市场谁就
能迅速发展。由于我对幼儿教育很感兴趣，于是选择本科毕业后去美国托
莱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我发现此时国内的幼教机构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增长。我运用自己在国外所学，与团队成员一起研究国家幼儿
教育体系的现状和未来，以期满足家长对幼教质量更高的期待。”

万德铂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雅思培训，其创始人之一孙世尧毕业
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他表示：“疯狂扩张设分校，一个班里招几十甚至几
百人，对于初创机构而言不太现实。所以，我们首先在保证教师团队质量
上下功夫。海外学习获得的语言优势让我们能够精准挑选合适的教师，并
且通过和雅思考试机构合作，给学生提供权威教学；其次，我们通过小班
教学，保障学生的学习质量。”

总之，以质取胜，稳步扩张，通过服务赢得口碑，是海归发展教育创
业项目的合理途径。

改进模式 迎合市场新需求

海归大多都有申请国外大学的经历，也有在国外学习生活的切身体
验，因此对于留学咨询及语言培训方面的市场需求有着独到见解。

王禹涵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时，通过观察周围留学生的情
况，并结合自身体验，发现国内已有留学中介的工作一般止于学生拿到录

取通知书，而留学生到国外后的学习规划只能靠自身摸索。他说：“留学生
通过不断训练，在外语标准化考试中取得高分，但实际能力不足的现象并
不少见，很多学生因此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外的学习与生活。所以国外很多
学校更认可自己学校设置的语言班的学习成绩，对于学生的托福、雅思成
绩的态度比较慎重。”针对这一情况，他与合伙人共同创办了北京禹沃教育
公司，不仅仅提供留学中介、语言培训等基本服务，还将服务向后延伸，
开创了陪伴式的服务模式，为学生规划后续学习。

PAIR 留学联合创始人夏恩阳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说：
“我与另外两个创业合伙人正是因为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才真正感受到
传统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例如服务过程不透明、文件管理不细化、咨询
老师不够专业等。于是我们产生了创业想法，有针对性地改进自身项目的
发展模式。”

创新方法 积极借力互联网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教育的革新。很多投身于教育领域创业的海归选择
借助互联网平台，不仅在线下发展业务，同时也在在线上开拓新天地。

夏恩阳认为，导师制、人脉资源以及互联网平台是自己的创业项目能
走上正轨，并在众多创业机构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利用人脉资源，建
立留学机构的导师库，吸收海外专业精英，为申请的学生匹配与其专业相
符的导师。这样做不仅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更能提供专业的指导，这是
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夏恩阳说，由于他具有在国内就读本科的经历，所
以与母校及周边高校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也是他获取客户的渠道之一。而
互联网既是宣传的平台，也是他与客户沟通的主要平台。借助互联网，不
仅能提高办公效率、节约办
公成本；也减少了单纯依靠
人工可能带来的混乱与无序
的情况。”

孙可（化名）目前的教育
创业项目则完全基于互联网
平台。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国创业。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她
初次接触到了慕课这种教学
方式，当时慕课教学在美国
大学里已经比较流行，是学
生们课下自我补充知识的便
捷途径。而在国内这种教学
模式还应用较少，因此她将
创业项目定位为提供慕课的
网络教育平台，即录制授课
视频，再将视频投放在网络
上，通过观看收费以及广告
收入获得盈利。虽然目前该
创业项目处于初创期，但较
高的视频观看量还是让她对
项目未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感受祖国繁荣富强
展示大国军人风采

2009年，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王晓辉作为参谋军官，在苏
丹达尔富尔地区联合作战中心执行维和任务。通过卫星电视，他和营区很
多国家的维和军官一起收看了中国国庆60周年大阅兵仪式。王晓辉自豪地
向其他国家的军官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庆阅兵仪式！”在场的不少
军官露出吃惊的表情，还有的对阅兵式上中国军人的形象和武器装备的优
良感到震撼，也有的过来拍拍王晓辉的肩膀向他表示祝贺。王晓辉说，那
一刻，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已是暑假，同在国防大学的鹿音副教授仍旧在办公室忙碌。2011年，
她参加了荷兰皇家国防学院组织的防务研究班。鹿音所在的班次有15名学
员，分别来自15个非北约国家，基本都是少校和中校军衔。鹿音被大家选
为这个国际班的班长。在她看来，之所以竞选成功，除了自我介绍演讲时
语言水平和组织能力的正常发挥，更重要的是因为背靠着综合国力日益强
大的祖国。

鹿音说：“军人在国外执行
任务和在国内一样，必须尽职尽
责地完成每一项工作，而这样做
本身也会赢得尊重。每一名走出
去的中国军人，都在通过自身努
力学习、工作，用高标准完成每
项任务，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
言方式，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
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防务研
究班班长要发挥帮助学院组织教
学及其他日常管理的作用，她努
力平衡好学习和工作，不仅毕业
时获得优秀论文奖，而且组织同
学们一起积极开展社会调研，特
别是使两名因宗教文化背景不
同而产生误会的同学握手言欢。
她的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得到院
方和班上其他同学的充分肯定。
毕业典礼上，院方这样评价：

“这个班次前所未有的团结，让
我们为班长——鹿音中校鼓掌！”

教学科研相结合
交流学习有必要

2005年，留学法国的郭效东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取得了国防高等研究
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空军指挥学院外训系负责法语班的外训工作。
在他的办公室书柜上，贴满了外训系学员回国后给他寄来的明信片。来自
亚非拉地区的外训系法语班军官学员亲切地称郭教授“老爹”，他们感受
到了这个也有过留学经历的教员的与众不同。郭效东说：“因为有过出国

留学的经历，我的视野更加开阔，在看待问题上更加客观辩证。这或许是
这些国际学员觉得我与众不同的原因吧。”

郭效东认为，出国留学的经历不仅对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而且
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当今的联手，已经不再是左手握右手，而是我的手
握你的手。在和平年代走出国门学习，与外国同行交流、沟通，显得更有
必要。”

赴海外学习交流，像一条纽带把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三者联系在一
起，也成为非常鲜活的、前沿的教学与科研实践。鹿音认为，从海外学习
交流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直接带进课堂，或启发更加开阔深入的思
考，形成研究报告。她直言，参加每一次交流学习和国际会议都需要艰
苦、扎实的准备，也都让自己收获颇丰，教学与科研水平不断提高。

鹿音说：“祖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军队的职能使
命也在不断拓展，要求我们这支军队要有国际眼光、有国际担当。我们应
该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机会亲身体会自己的国家在全球越来越强大的
影响力。我们也很自豪，能够参与并见证中国军队在世界舞台展示自信、
发挥更大作用的过程。”

变化的是学识和视野
不变的是爱国与忠诚

谈到军人的“忠诚”二字时，国防大学王效刚副教授眼神里透露出一
种坚定。他说：“国家培养自己这么多年，自己就要有这样的意识：一旦
国家需要，把妻儿拜托给国家，马上奔赴战场，哪怕马革裹尸。即使在现
在的和平年代，我相信广大中国军人依然和我想的一样，也依然可以像我
一样做到这一点。”

2011年，王效刚前往俄罗斯著名军事院校——总参军事学院进行交流
学习。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他克服了语言和专业学习上的双重困难，毕业
时作为“优秀学员”代表，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接见。军人走出国门，荣
誉感和使命感始终伴随左右。通过海外学习交流，学识不断积累，视野更加
开阔，这些是变化，而不变的
是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

忠诚于党是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和
灵魂所在。王晓辉说：“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锻造是中国
军队发展壮大的灵魂，这在
出国之后感触更深。作为一
名中国军人，忠实履行党赋
予的使命，这一点无论在国
内还是国外都是一样的。”

郭效东在谈到出国交流
学习的感受时说，离开祖国
才更加体会到发自内心的爱
国热情和维护国家和军队形
象的信念。郭效东在他所带
的外训系法语班的第一堂课
上，总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
白：“请你们永远保持军人的
本色。”这，也是他对自己的
要求。

王效刚在俄罗斯
总参军事学院交流学
习期间，迅速克服了
语言困难，并在专业
学 习 上 取 得 优 异 成
绩。临近毕业时，他
已经能轻松阅读俄语
军事原著。

岑胜旦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现
在是甜品店 Sweet Factory 的合伙人兼主厨。
当初谁也想不到她会抛弃自己所学，从零开
始学习甜品制作。

岑胜旦最初在莫纳什大学学习金融和市
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去不少国家旅行。在英
国，她爱上了英式下午茶；在法国巴黎，她
流连于大师级的甜品店之间。她说：“我印象
特别深刻的是一家叫 Hugo&Victor 的甜品店
里出售的柠檬挞。吃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这
是什么甜品，也猜不到它的口味和口感。”正

是这样的体
验让她对甜
品越来越感
兴趣，最后
决定去学做
甜品。

有 了 父
母的支持，岑
胜旦踏上了
前往英国蓝
带厨艺学校
学习制作甜
品的旅程。她

从零开始，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蓝带的高级课
程。拿到蓝带毕业证的她怀着雄心壮志，想要
回家乡创出一番事业，不仅要开甜品店，还要
开大、做成连锁店。她回想曾经的自己，忍不住
笑了，说：“年纪小的时候就是敢想。”

然而现实却泼了她一盆冷水。她的第一
家甜品店 Sunday Afternoon 就开在浙江宁波
的慈溪，是和闺蜜合作的。Sunday Afternoon
专做岑胜旦喜欢的英式下午茶和法式甜品。
当时她们没什么计划，只想做出自己心目中
的甜品店，一砖一瓦、一点一滴地将梦想变
成现实。然而她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慈溪居民对英式下午茶和法式甜品的

接受度不高。岑胜旦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失
败了。

岑胜旦总结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教训，
于是在再次创业前，她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对慈溪进行市场调研，了解什么样的甜品
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以此来设计甜品店内
供应的产品；为了节省开支，她不仅把工作
地点选在了办公楼中，还自己设计图纸，亲
自带领工人装修。其实岑胜旦也迷茫过：是
否要改变自己的初衷，放弃自己喜爱的法式
甜点，去做那些迎合大众的东西？但看到顾
客对自己的产品赞不绝口，岑胜旦就想明白
了，不论做什么，顾客的认同是最重要的。
她说：“这真的太幸福了，我从中感受到了自
己的价值。”

现在，Sweet Factory 已经渐渐走上正
轨，下一步岑胜旦和她的团队打算搬到沿街
的商铺，这样不仅更
方便老顾客，也能吸
引更多新顾客。她感
到，现在慈溪人对新
鲜事物的接受度越来
越高，她可以慢慢地
扩大产品种类。

在海归群体中，军人因职
业的特殊性而显得与众不同。
军人出国无论是留学研修，还
是交流访问，亦或是维和作
战，都肩负着神圣的责任与使
命，代表着中国和中国军人。
国外归来，他们又将所学知
识、技能转换成工作中新的优
势和动力，继续履行职责，报
效祖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
年，军队建设迈上新台阶、进
入新时期。实现强军目标、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将会有越来
越多的中国军人在国际舞台展
现风采，军队中的海归人才也

会越来越多。
有人说：“出国以后更爱

国。”军人亦然。走出国门，更
能体会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
能切身感受到祖国一直在心
中，忠诚一直在心中。“石可破
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
而不可夺赤。”走遍千山万水，
军人的赤胆忠诚与爱国豪情永
远不会改变。

开拓国际视野 增强科研实力

军中海归 好样儿的！
卢安迪 罗金沐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90 年风雨岁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经艰难险阻，
战绩辉煌。在这个充满了英雄
人物与传奇故事的群体中，现
在也有不少海归的身影。海外
归来，他们拥有了更丰富的学
识、更开阔的视野，不变的是
中国军人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近年来，各年龄段的教育培训、出国指导、语言
培训等教育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为促进自身的教
育创业项目脱颖而出并顺利成长，海归各出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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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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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欣认为，幼教行业
缺乏相关标准是其发展受限
的阻力之一。

虽然维和之前已经
对 困 难 和 危 险 有 所 准
备，但到达苏丹后，恶劣
的治安与生活环境还是
超出了王晓辉的想象。
家家户户开枪庆祝当地
节日的场景更是让王晓
辉终生难忘。

把握政策，用国际社会
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这是鹿音参加国际交流
活动时对自己的要求。

郭效东 （前排左三） 总能
和他的外训系学员打成一片。
图为郭效东与他法语班部分学
员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