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念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信念支撑你去王
熙凤看似遥不可及的事，信念质朴，它甚
至只是追求的梦，给你力量，让你强大，
教育就是我的信念。

晶华教育 总裁  周晶

青春芳华育蓓蕾



创业小档案

创业日期：

    2010 年 6 月 5 日

初始资本：

    $30,000

创业地点：

    587 Bukit Timah Road, 

    #03-31 Coronation Shopping Plaza, 

    Singapore 567844

办公室 / 店面 / 厂房面积：

    25 平方米

初始员工：

    1 人

从事行业：

    教育

现有员工：

    10 人

现有厂房面积：

    75 平方米

主要产品：           

    各类中小学华文课程

联络方式      

    (65)98807976

企业网站    

    www.essenceedu.com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

已不再感到彷徨，想起超越平凡的生活，让怒放的生

命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越璀璨的

江，超越平凡的力量……一曲《怒放生命》诠释了一段奋斗

的人生，也记录了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每当独自驾车赶往位于武吉知马的教育中心，30 而立的

周晶总会让音乐使自己放松下来，12 年在新加坡奋斗的一

幕幕如电影镜头一样回放，曾经求学的小姑娘到镜头前的

教育企业家，个中付出的努力与艰辛，非常人所能理解，12

年，每一个 365 天，她的青春年华在求学——教学——再求

学——再育人的过程中周而复始，从没有停过。她的青春和

热情都倾注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她的梦想明亮了中小学生

学习华文、了解华族文化的幼小心灵，而她自己也在这辛勤

耕耘中让生命散发出灼灼光华。

晶华教育 总裁  周晶

青春芳华育蓓蕾



12 年前，年仅 18 岁的周晶告别大

上海的舒适与繁华，独自背着行囊，

南来新加坡求学，原本在上海名校，

名利全齐的她，一心向往到新加坡国

立大学求学，中介的不实承诺，让周

晶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就遭遇了人

生第一个挫折。

是重读中学通过“O”水准考试，

再完成 JC 的学习，还是直接参加新加

坡理工学院的考试，报读理工学院，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原以为品学兼

优的自己，可以顺利考上国大，却不

知新加坡教育体系与中国的相当不同。

退回去，已花费不菲的教育费用，留

下来，莫非只能报读理工学院？周晶

听闻只要在理工学院表现优秀，就能

直接升入国立大学的消息后，她果断

报考了南洋理工学院的多媒体信息管

理专业，这一决定成为她人生的重要

转折点。

积累  朝着教育的梦想努力

拿到南洋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周晶并没有安逸地享受自己的学生生

活，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她早就

计划着打工养活自己。开学前夕，她购

物路过碧山中心，一家华文补习学校吸

引了她的眼球。提着日用品的她，毫不

犹豫地推开了补习中心的大门，一轮面

试后，年仅 18 岁的周晶成为兼职华文

补习老师。这意外的小插曲，不但让周

晶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第一天开始就迈入

了求学、打工的生活，也为未来周晶成

为专职教育工作者、教育企业家打下了

伏笔。

聪颖过人，而又兼具亲和力的周晶，

很快在学校中脱颖而出，第一年的学业

结束后，学习成绩名列全系第一，补习

中心的课程也传授得风生水起，学生及

家长十分满意，补习中心对周晶的工作

表现也赞许有加。



白天读书，晚上、周末担当传

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年纪轻轻的周

晶很快在华文补习市场名声远播，

学生一个接一个找上门，待她理工

学院毕业时，不但以名列全系前 5%

的优秀成绩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直

接录取，还拥有四五十个跟随她的

学生。

靠自己边上学边打工的积累和

父母的帮助，她很快就在碧山购得

公寓，年少轻狂，年轻的周晶陷入

两难的抉择，补习所带来的可观收

入早已超过大学生所能赚取的薪

水，去国大继续求学，还有意义

吗？此时，母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大

学教育，叮咛女儿“宁愿放弃补习，

也要在合适的时机接受完整的教

育。”乖巧的周晶虽然在踏入理工

学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在经济上

独立，但她还是尊重父母的建议，

做出了一个让她非常“辛苦”的决

定——两年读完别人需要三年才

能完成的本科课程，同时继续利用

课余时间为几十名学生补习。

像骆驼一样旋转的周晶，常常

早上 6 点半就离开家门，搭地铁换

巴士赶往国大求学，下午一放学，

就匆匆赶去为学生补习，一年 365

天，即是学生又是老师，像一只辛

勤的小蜜蜂，在新加坡的这片土地

上默默耕耘。

没有同学了解周晶每天匆匆的

步履，动力来自何处，倒是这个年

仅 20 出头的小姑娘，以常人难以

置信的热情和责任心，为自己打

下了一片天，2005 年《联合早报》

虽然把周晶小小年纪购下公寓作

为新闻进行报道，但关于新闻后面

的这个故事仍然鲜为人知。上足了

发条的周晶，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

教育工作者，从国大电脑系毕业

后，又报读了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

育学院，正式成为受训教师，与教

育部签订了三年合约。“我知道自

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做一名华

文教育工作者，拥有教育部认可的

专业文凭，既可以提升自己，同时

也让我可以完整全面地了解本地

的教育体系”。国立教育学院毕业

后，周晶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南

洋小学执教，在名校林立的教师队

伍中，周晶是另类一族，她抓紧每

堂课间休息时间批改学生作业，制

作教学道具，完成教学计划，还创

下了教师开博客的先河，坚持每周

更新博客向她的学生家长汇报孩

子们一周的学习状况，交流学生在

校的表现，赢得了学生及家长的赞

许。

结束学校工作，周晶又迅速转

换角色，那些等待她补习的孩子，

还等着她的另一场“授课”，就是

在双重教学的繁重工作中，好学的

周晶又报读了澳洲八大名校之一

的蒙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的教育领导学硕士课程，以六科特

优的杰出成绩拿到教育领导学硕

士文凭。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者都必须付

出才有收获，周晶的付出不单是体

力和脑力的超负荷，更有她花样年

华的青春岁月，整整十余年，周晶

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就在求学和

教学中度过。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

父母怀里撒娇，还在享受青春的嬉

笑与单纯的时候，周晶早已是品味

过生活的艰辛、工作的不易，她的

人生注定与众不同。



从理工学院一路求学到硕士毕业，

从学生妹到教师，12 年来，周晶生命

的中心就是教育，无论是当初选择是否

继续到国大读书，还是与教育部签约担

任南洋小学的华文老师，周晶已经有好

几次机会去实现创业，开办属于自己的

学校，然而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了。不

过面对越来越多学生殷殷的目光，周晶

依然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一圆创业的

美梦。

母亲为了协助照顾周晶的生活起

居，提早从上海退休，到新加坡定居，

父亲也放下在上海苦心经营的公司，一

家 人 团 聚 在 一 起。2010 年 6 月， 周 晶

在圆满结束与教育部的三年合约后，终

于选择离开教育部，在武吉知马开设了

属于自己的学校——“晶华教育”，“学

华文到晶华”成为周晶传播华文及华族

文化的活招牌。

“刚刚开始创业，父亲给予我很多

建设性的建议，帮我铺好了路。刚租下

第一间学习中心后，为了节省学校的初

始成本，父亲每天起早摸黑，自己装修

学校，大至粉刷墙壁，小至学生课桌，

他亲手为我装修了整个中心。当我离开

南洋小学，父亲就帮我把晶华教育的招

牌挂了起来，没有父亲，就没有创业初

期的顺利。所以，在晶华教育的开幕典

礼上，我没有邀请任何教育界重量级的

前辈为我剪彩，而是由我的父母拿起龙

凤剪刀，见证我教育事业的起航。”其

实，周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自己十

余年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才是她创业

最好的基础。

创业  让华文文化传播

周 晶 将 卓 越 的 教 学 品 质

(Excellence)， 一 流 的 效 率 (Efficiency)

及人性化的关怀 (Care) 作为晶华教育

的企业宗旨，把中华文化的传播、华

族传统价值的传承作为办学的方向，

她立足中小学华文课程，专攻创意作

文、口语训练这一本地学校教育中欠

缺的部分，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

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及家长，晶华

教育成为一块响当当的品牌。

“学在晶华，乐在晶华”，拥有电

脑及教育学双重文凭的周晶，凡事亲

力亲为，从企业的 logo 设计到个性制

作，从课堂的布置到教案的编写，从

学生的回访到教师的协调，事无巨细，

一一打理。

创新教育，是晶华教育的特点，周

晶依靠三年南洋小学的教学经验，十

余年补习过上万名学生的教学累积，

拥有过人的教学技巧与方法，不管是

名校学生还是邻里小学的孩子，到周

晶手里，都会被“调教”得十分出色。

“我们师生总是共同探索，实现互动，

让学生在乐趣中学习华文，用语言把

鲜活的生活场景再现，而不是死板的

文字记忆。”周晶认为功夫在课外，

要学好华文，华族文化是不可缺少的

补充，于是她利用假期开办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天才成语二日营”、“精

彩文化二日营”、“乐学华文假日营”、

“龚老师书画班”等等。从书法、国

画、茶艺、剪纸、泥塑、中国结、成

语等多个方面，为学生建立起华文学

习的良好土壤。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

在华族文化的滋润下，培养华文阅读

及写作的兴趣。



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是

经年的积累，也是机遇的扶持，在

周晶 13 年在新加坡成长、发展的旅

途中，有很多偶然又必然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她的内心有着非一般的

力量。

从孤独求学，到艰难打工，从

莘莘学子到教育企业家，周晶是用

时间、青春来捍卫自己的理想，用

热忱坚持续写生命的童话。个人的

成长经历决定其对人品、人格、人

性不一样的思考与解读，把教书育

人作为人生大方向，注定需要在“人”

字上做文章。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周晶十

分重视对学生的品质教育，她在学

以致用的活动中观察孩子们的一言

一行，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从

与孩子们的互动中了解孩子的个性，

她也坚持与每个孩子的家长悉心沟

通，并通过小故事、寓言等多样化

的教学形式，给孩子们灌输中华文

化的精神与内涵。

由于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多，两

年来，周晶的晶华教育不断扩容，

从一间教室到四间教室，从一个教

育点到两个教育点，忙碌的周晶依

旧忙碌。建立教师团队，对周晶而言，

并不是太困难的事，在教育这个行

业摸爬滚打很多年，她非常熟悉团

队中每个成员的教学风格与模式，

她自己编写的教材，不但得到教师

团队的高度赞许，大家还会在教材

基础上演绎出自己的特点。

依旧站在三尺讲台，依旧每天

忙碌着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和不

少教育企业家不一样，每天周晶依

旧上足超过 6 小时的课程，大量的

后期工作就必须利用节假日及夜晚

去完成。习惯了经历苦累的她，远

比她实际的年龄沧桑许多，然而她

眼角流露的也是少有的坚定与淡然。

回顾青春，人生有多少个 12 年，

而周晶把一生最美好的 12 年都献给

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献给了一批

批成长中的孩子，以个人渺小的力

量传播华文，传承华族文化，她的

生命执着单纯别具意义。

教书育人需重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