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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舒适圈”

司童文是河南长垣人。高考前，司童文从未想过
会去美国读书。成绩一向不错的他，在高考中发挥失
利。司童文选择复读，没想到却迎来第二次失误。原
本觉得对清华、北大胸有成竹的他，在高考这场激斗
中渐显颓势。

最后，司童文听从父亲的建议，先去学英语，调
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在准备托福的过程中，他开始了
解美国文化，这也使他的人生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决定去美国读大学。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司童文说。
2013 年，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后，司童文进入美国

国会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带着两位参议员到中国旅
游。

当他们经过郑州时，司童文发现，中国有些较大
的KTV竟有500多个包房，这样的排场是美国没有的。

因为国会的工作比较稳定，司童文一直在观望周
围的投资项目，计划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做些其他投
资。这次回中国让他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决定放弃
国会的工作，在西雅图投资一家KTV。

如此选择让司童文面临不小压力。“对于中国人来
说，办KTV看起来有点掉价。曾经的学生会主席，现
在天天搞夜生活，争议不小。”司童文说。

在巨大的压力和质疑下，他还是选择开始做。他
相信，只要用心，就一定能够做好。

克服新困难

从未接触过的新领域，接踵而至的困难，对一个
24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对于这份以
兴趣为出发点的事业，司童文并无半点马虎。第一次

创业，司童文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激情。在创业的 4 年
间，他没有回国，也几乎不出去玩。

前期的装修便是个问题。在被两个工程队坑了之
后，司童文决定自己当总包，找水工、木工和电工。
他每天早上7时便到店里，安排不同工种的工作。

开业一个月，他发现经理不得力。因为不懂酒的
购买渠道和价位，不懂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他考虑
了整整一周，一点点梳理管理细节，最后决定开除经
理。换了新的经理之后，司童文依然不满意，他干脆
自己做经理，自己带人。

司童文事无巨细，逐一学习和摸索。司童文感叹
道：“创业确实非常苦，要坚韧、顽强。”

“到现在，只要我放松管理，马上就可以感觉到员
工的松懈。做这种生意，老板稍一放松，整个团队都
会松懈。”

司童文表示，当老板就是要面面俱到，一张餐巾
纸的成本，甚至是麦克风线的损耗都需要清楚。“中间
的挑战很多，没有强大的内心，很难撑下来。”

司童文过五关、斩六将，努力让梦想成真，证明
坚持是对的。司童文回忆说，“经历了这些后，最后的
结果也许并没有怎样，但我觉得这比我上了北大再来
美国更好。”

让司童文成功的，也许并非每一次的选择，而是
在每个阶段都认真去做的态度，是不厌其烦地把一颗
颗螺丝装接成器的决心。

摸索成功法

司童文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相比国内的热
度，美国市场不够活跃，KTV的消费热度不够。尽管
KTV在东方是娱乐项目中的王者，但到了西方势头就
弱得多，它只是华人圈子里的娱乐方式。KTV在中国
更像是一种拓展圈子的途径，靠生意场支撑夜场。这

是东方人的文化，而美国人并没有这样消费的习惯。
“美国人谈生意都是在星巴克谈的。”司童文认

为，美国的市场、文化和消费习惯和中国很不一样，
“创业者要根据市场情况创新模式，不能复制或照抄照
搬，得自己创造。”

摸出门道的司童文及时做出了调整，他决定采用
包房、公司年会活动相结合的商业模式。“

刚开始打算只做包房，但纯包房在美国可能不是
那么行得通，后来渐渐发现年会的潜力更大，从开始
的零收入，到现在30%的收入都来自承办年会。西雅图
的企业很多，派对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司童文说。

司童文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他认为，产
品线结合的模式是一个潜力比较大的模式。如果市场
活跃起来，创业者可以不断复制这个模式，把产业做
大、做强。而且对于美国来说，KTV是个新东西，前
景很大，这就存在很多机会。

创业3年，司童文经历的挫折无数，但是不懈的努
力让他逐渐站稳脚跟。

司童文具有较强的数学能力和理科思维，营业
额、成本比例、食材比例、人工费、酒水费，这些数
字他都能轻松而精准地把握。

司童文坦言现在仍处于压力比较大的阶段，但是
他能够直面众多问题。

谈到收益，司童文表示，他并不急于追求利益。
“开第一家店是开拓和学习。这种生意在美国需要时间
养，在中国1年可以回本，但在美国是不可能的，3到
4年是正常的。”司童文说。

新的一年开始了，司童文忙着招人，设定分配制
度。他希望能把这种新模式不断复制下去，实现自己
的事业梦。

一路走来，漫漫荒野，既无奇迹，亦无路标，目
光所至尽是黑夜，唯有意志不倒，方能于黑夜中前
行。执著的人总是能拼出一条路，如司童文一样。

在司童文身上贴满了各种优秀的标签：自幼

学习成绩出色，取得华盛顿大学数学和经济学双

学士学位，曾就职于美国国会……这位曾经的学

生会主席，如今在美国西雅图创业，经营一家当

地最有名的KTV。

西百货华商会举办年会
当地时间1月6日，西班牙中国百货华商会2017年

度大会在巴塞罗那举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
要侨团代表、中百华商会会员300余人出席。中国驻巴
塞罗那总领事林楠应邀出席。

林楠在致辞中赞扬中国百货华商会作为加区重要
的华商社团，始终以维护百货业华商利益、促进百货
业华商发展为宗旨，并积极评价加区百货业华商在
2017年取得的发展成绩。

（来源：中国侨网）

福建五年利用侨资323.8亿美元
1月4日，福建省外事侨务工作视频会议在福州举

行。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冯志
农透露，近 5年来，福建共利用侨资 323.8亿美元，在
利用外资中占比超80%。

冯志农在会上说，中共十八大以来，福建发挥侨
务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侨资侨智与福建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有效对接，推动侨资项目落户。

“今后一个时期，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参与新福建和‘海丝’核心区建设。”冯志农表
示，将建立“一带一路”闽籍侨商协作网，服务“海
丝”核心区建设和“走出去”战略。

（来源：中国侨网）

厦门侨商联合会举办交流会
近日，由厦门侨商联合会主办的“2018 年国际资

本市场展望交流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近 70 名侨商、
侨青参与活动。

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在交流会上对侨商会在
服务商会、信息商会、公益商会等工作上给予了充分
肯定。希望侨商会广纳会员，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建
成厦门侨商之家，并帮助侨商企业发展做好规划，实
现创新发展，在建设中寻找新机遇；帮助侨商企业打
开思路和视野，借助资本市场实现企业腾飞。

司童文：每个阶段都认真去做
张永恒 崔依依

图为司童文 （中） 和他的美国合作伙伴。 资料图片图为司童文 （中） 和他的美国合作伙伴。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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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班牙中国百货华商会年会合影。
资料图片

在缅甸的华侨华人社团中，鲜有女性领导
者，但曾圆香巾帼不让须眉，从家教、教师、
教务主任，到校长、董事长，她的每一步都走
得那样坚定、执著、精彩。

萌发教育理想

1948 年，曾圆香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1
岁时，她跟随父亲来到缅甸。

童年时期，曾圆香便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
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便是成为一名优秀的
华文教师。

在完成初中课程后，受到家庭条件限制，
她无法继续学业，但积极向上的她并未因此停
下前进的脚步。

16岁时，曾圆香开始了她的从教生涯。那
时的她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幼儿华文教师，
但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呵护，已体现
出她对华文教育事业的无限热忱和高度责任感。

1965年，缅甸所有的华侨学校都被收归国
有，曾圆香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母校，在教师
联合会的安排下成为了一名家教。

两年后，曾圆香被分配到缅甸北部开展华
文教育工作。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由于缅甸政
府明令禁止开展华文教育，因此教授华文只能
偷偷摸摸地进行。

尽管如此，曾圆香还是毅然选择了坚持华
文教学。

推动学校改革

此后，曾圆香开始承担华文教育的管理工
作。1996年，她被推举为妇协幼儿园的校长兼
校务主任。

在她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妇协幼儿园的学

生人数急剧增加，办学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2011年，63岁的曾圆香被推选为东方语言

与商业中心第四任董事长。东方语言与商业中
心是仰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所华校，
2009年被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评选为“华文
教育示范学校”。走马上任后，曾圆香立即对东
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她对校舍进行全面翻修。她认为孩子应该
在一个宽敞明亮、优美洁净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由于位于热带地区，缅甸天气十分炎热，
有时最高温度可达40多摄氏度，曾圆香担心孩
子们会中暑，便自掏腰包更换了所有制冷不佳
的空调，以确保孩子们在一个凉爽怡人的环境
中学习。

在曾圆香的努力下，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
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仰光地区软、硬件设
施最好的华文幼儿园。

目前该校学生人数达到 700 余人，由于校
舍紧张，已无法容纳前来报名的学生，曾圆香
正在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她打算租赁一个新
的教学地点。她的这些举措受到了学生家长和
仰光各界的一致好评。

此后，曾圆香还积极推动仰光华文教师队
伍的建设。

2012年，在她的倡导下，仰光汉语教师协
会正式成立。同年 9月 10日，曾圆香出资举办
了仰光首届汉语教师节，仰光的汉语教师们从
此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助力慈善发展

曾圆香对华文教育事业一向慷慨。虽然幼
年时期家境贫寒，但在功成名就之后，她不忘
回馈社会，所做的慈善事业不计其数。生活中
的她一向非常节俭，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可一

旦涉及教育，她从来不吝惜金钱，总是倾囊相
助。

在得知武洞地区复办华校资金短缺的消息
后，曾圆香当场捐款1000万元缅币，并承诺为
他们提供教学所需的教材和师资方面的支持。

曾圆香累积捐建学校38所。她的这一善行
壮举受到了缅甸政府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为促
进缅甸教育的发展和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
了重要贡献。

在曾圆香的心目中，早已描绘了一幅仰光华
文教育的远景图。一方面，她希望通过仰光汉语
教师协会推动本地汉语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汉
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她也在积极筹
措资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创办一个集幼儿园、
小学、中学、高中于一体的华文学校，并把高中毕
业生输送回祖籍国接受高等教育。

曾圆香外表柔弱，但她的内心就像一条小
溪，不断奔向江河湖海。

曾圆香在推广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
道路上，一路高歌，一路向前。

曾圆香：一生献给华文教育
张诗妤

曾圆香：一生献给华文教育
张诗妤

不离开家，不知道家的温暖。不经历磨难，感受不到个体
与整体的密切联系。没有谁比漂泊海外的游子更能体会到国家
强盛、民族兴旺之于自己的重要性。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屠海鸣

真的非常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常常在心里默默地祝福
自己的中德科创中心和祖国共成长、共辉煌。作为海外游子，
为祖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奉献绵薄之力，可谓义不容辞，也乐
在其中。

——中德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人唐志红

这五年来，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家乡山西的转型有目共
睹。我同时更能感受到国家和家乡对侨胞的关怀和支持，让我
们晋商加拿大总商会备受感召，期待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绵
薄之力。

——晋商加拿大总商会会长赵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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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家要成功，一定要有耐力，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是
诚信，做任何事情，都要诚信。

——印度尼西亚达尼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纪辉琦

海外创业，首先看准市场，善抓机遇；同时必须在国内建立好
基础，因为投资海外充满挑战。如果没有很好的网络和合作伙伴，
要在海外立足并不容易。

——美国环球集团总裁朱瑞凯

风投家应当怀抱某种使命感，在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时期，
有时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用资本推动国家的技术与思维方
式持续创新。我们要心怀理想，谦虚慢做，笃定而行。

——中经合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刘宇环

首先，你要有因势利导的想象力，预见到哪些行业存在机会，
且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接下来，你必须迅速行动，抢占先机，并时刻
维系成本意识；最后是出售、出售、不断出售。出售是商业的血脉。

——新加坡丰隆集团主席郭令明

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有人说不够，我觉得已经足够，关键在
于怎么应用。领导人要懂得做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什么都做。

——老挝泰世界集团创始人陈克齐 图为曾圆香在办公。 资料图片

海外创业

图为国际资本市场投资专家罗伯特·徐现场授课。
郑晓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