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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教育

喜耀人物专刊

性 情 之 教 · 用 爱 心 推 动 爱 心 · 以 生 命 接 引 生 命
编者按：香港喜耀教育集团是要为社会培养“内圣外王”的领袖大才，创办人为著名国学大师霍韬晦教授。霍教授在教育领域耕
耘几十年，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不少是重量级教育专家，我们将以“喜耀人物专刊”的形式陆续向大家介绍。本期喜耀人物为
喜耀教育集团执行董事、著名富二代教育专家梁芷媚。

喜耀校董梁芷媚：

富二代教育是我的副业
梁芷媚注定是个传奇女子！
1998年开始进入管理咨询业，属于中国最早一批管理顾问，服务过的中外企业、上市公司超过200家；
2003年开始，当国内企业纷纷花重金聘请国外顾问公司的时候，她却被重金聘请为境外机构做顾问；
2007年，梁芷媚在媒体发表《企业的管理瓶颈及解决之道：四流改造与四化建设》，这是她十年管理顾问生涯的智慧之
作。她将多年来为企业做流程改造（信息流、工作流、实物流、资金流）的心得体会，总结出一套独到的方法论“四化建
设”：信息规范化、项目模板化、管理数据化、体系性情化；
2008年，梁芷媚在顾问行业游刃有余，事业如日中天，很多人慕名求教，她却突然闭门谢客，宅在家里研究互联网，并开
了一个“梁芷媚商业故事”博客，9个月点击量便突破百万，成为网易商业名博；
2010年，闭关快2年的梁芷媚，带领团队成员为一家OEM工厂出身的婴儿品牌亲亲我打造网络品牌，用14个月便获得阿里巴
巴“全球十佳网商”的殊荣，创造了一个工业思维向品牌思维、网络思维转型的奇迹；亲亲我的故事被写成一本很有吸引力的
书《世界工厂的品牌突围》，很多人从这本书里认识到梁芷媚的能量，通过不同途径找到她，希望学习如何打造网络品牌；让
人没想到的是，梁芷媚居然放弃很多赚大钱的机会，到广东一个偏远山区出任罗定喜耀粤西学校的执行校董，进行教育改革。
2012年，罗定喜耀粤西学校凭藉梁芷媚的方法论“四流四化”，与携程网并列获得中国最受尊敬知识型组织入围奖，很多
机构花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都做不到的管理改革，喜耀学校只是运用互联网和几个“地球人都会用”的免费软件，就达到了
让人震撼的管理效果。
梁芷媚常常笑自己好为人师，有很深的教育情结，她曾经在一个媒体专访里调笑自己中学的梦想是当教育部部长，改革高
考制度；
2000年，一次谈话让她意识到许多企业家忙得没时间教自己的孩子，企业的传承将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她立志做富二代
教育，目的是让企业的生命能延续及发展下去。十几年来，富二代训练成了梁芷媚的副业，她的学生遍布海内外。2011年，
《梁芷媚商业故事——打造富二代精英》在香港出版，收录了其中一些精彩个案，一时洛阳纸贵，一年内再版三次。2013年，
梁芷媚写的《创业有方法》在国内出版。
不过，真正使梁芷媚的教育心愿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是她在香港遇到国学大师霍韬晦教授，被他的性情教育理念折服，
霍教授指出，要让孩子快乐学习，自主学习，必须先开发他们的性情，梁芷媚决心跟他学习，她将性情教育融入了商业教育
中，商业的背后要讲性情，这样的商业才更有生命力，后来更出任霍教授旗下的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梁芷媚有一个价值连城的储备人才训练课程，历时100天，叫“百日树人”，《世界工厂的品牌突围》对这个训练计划有
大量的描述。2013年3月，梁芷媚在喜耀教育集团举办“百日树人”，带有浓烈的性情教育特色，学员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
加坡、马来西亚，从高中生到硕士到老板，从18岁到40多岁，不同国籍、文化、年龄、学历、背景，共冶一炉，培训难度之高
可想而知。梁芷媚驾轻就熟，让不同诉求的人都收获满满；培训结束时，每位学员都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记录了自己成
长的过程。
梁芷媚的目标是把喜耀学校打造成能够为国家输送大才的基地。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体系和人才培训体系，将喜
耀性情教育理念，结合网络时代发展需求，融入学校的日常管理，根植于每一位教师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当中，从而培养学
生拥有成长、成才的最宝贵的两种素质——美善性情和良好习惯。
现在，喜耀学校经常迎来很多要求学习性情教育的访客，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地，当地政府亦高度重视，给予很多协助，学生更是来自五湖四海，成为一个喜耀大家庭。
纵观梁芷媚的每一次选择，都果断有力，她似乎总是在事业的高峰急流勇退，而每次重新出发，总是出人意表，如
今，她完成了从企业管理专家到教育管理专家的华丽转身，继续优雅地演绎一个传奇女子的美丽人生。
——摘自《南方企业家》2014年4月1日专访

中国《孩子》杂志这么形容梁芷媚：初见梁老师，
很难看出她是一位久经商场十几年，闻名企业界、
传统意义上的“女强人”，从梁老师的衣着打扮到
举手投足，反而处处散发出一种典雅的东方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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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芷媚：弃商从教

打造“内圣外王”领袖大才

编者按：
现今社会，“富二代”已经成了不思进取、飙车、炫富、拼爹的代名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让“富一代”头疼的重大问题，已经不再是自己企业的生
死存亡，而是第二代的接班问题。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梁芷媚已经颇有前瞻性地开始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并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梁芷媚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其特殊的教育训练模式
深受富一代欢迎，纷纷送孩子跟随她学习。十多年以来，她的学生遍布海内外。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众多媒体也对其富二代教育训练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现摘录
海外部分媒体的专访内容，以飨读者。

要想成功，需要先打好地基
富二代在当今是个备受争议的群体，尤其在中国，富二代总是跟
炫富、奢靡、拼爸这些负面的形象牵扯在一起。
来自中国的梁芷媚，她的其中一个头衔是富二代教育训练专家。
顾名思义，她的工作是要把富二代培育成才，让他们成为社会栋梁而
不是沦为纨绔子弟。
那教育富二代和教育凡夫俗子有何不同？她说，富二代不缺机
会，缺的是内功，所以富二代首先必须建立好的习惯，包括思维习惯
和行为习惯。

要想成功，需要先打好地基
梁芷媚立志做富二代教育，是源于2000年跟一位富商的谈话。当
时这位企业老板跟她诉苦，透露最困扰他的不是企业管理问题，而是
将来的接班问题。说着说着，这位企业老板便建议由她来教教他的儿
子。因为这样，接下来的十几年，富二代教育便成为梁芷媚的副业。
在这之前，梁芷媚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顾问。换句话

马来西亚第一大报《星洲日报》对梁芷媚的专访报道版面

说，在她还没从事富二代教育之前，她接触得更多的其实是富一代。由于意识到许多企业老板忙得没时间教孩子，未来可能出现接班问题，所以她才立志做富二代教育。
富二代其实有几个类型。梁芷媚说，确实有一类富二代只知道享乐，他们成长过程很多东西都唾手可得，不需要他们自己争取，所以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表面上他们
虽然很潇洒，但其实心里很虚。
“还有一类富二代，他们则真的很奋斗，想做一些事证明给父母看，可是又缺乏经验。在中国，其实有相当多的富二代根本不愿意继承父母的事业，他们对父母的做法看不
惯也做不了，所以必须另辟渠道。”
梁芷媚培训富二代的守则，首先是要他们建立好的习惯，包括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她说，许多富二代其实并不缺乏知识和见识，只可惜他们没有把好的想法变成行动，所
以作为他们的导师，她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建立好的习惯。
富二代的态度固然也很重要，不过她认为态度可能是一时的，未必能够化为习惯，所以她比较喜欢用“习惯”这个词。而习惯的养成非一朝一夕，所以她不管是教育富二代
或帮企业培训新人，都需要相当时间。
建立习惯的道理就好比打地基――地基打好了，起高楼就容易了。她以地价作为比喻，即一块土地的价值往往取决于你的定位――究竟是盖平房？盖别墅？或是摩天大楼？
这定位又跟地基有莫大关系。
“比如说如果你盖的是平房或别墅，平房与别墅的地基浅、耗时短，但投资回报快；摩天大楼则地基深、耗时长、投资回报慢。当平房和别墅已经在启用的时候，摩天大楼
可能还在挖地基，但你相信摩天大楼的地基挖得越深，大楼就起得越高，回报也更大。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你必须打好你人生的地基，把自己塑造成地王。”
从这套理论延伸，所以她认为“慢就是快，快就是慢”。她说，富二代经商时常会陷入一个误区，以为有点子和创新就能够成功，实则要想成功和永续经营，还是需要打好
地基、练好基本功。
至于怎么教育富二代？一般上她会让学生跟在她身边到处观察学
习，包括让学生帮她拎个包也是一种磨练。
她对富二代的教育侧重于训练他们的商业触觉和管理思维，所以她会
让他们到商业街考察。举例来说，她会任学生随便挑一个商店，学生
去观察后必须回来报告他们看到什么，她点评一番后学生再回去继续
观察。
她指出：“很多人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很表面的东西，例如商品的
价值，但我的训练是要你看到人家的强项、背后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是
什么，以及为什么人家的生意好，或生意不好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透过这样的观察，我训练的是他们的商业触觉。”
她培训富二代没有固定的形式，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几
个。她会挑人，例如对方如果没有时间，她会婉拒。
总的来说，富二代含着金钥匙出身，他们本来就不缺机会，所以
广东电台、新加坡电台分别对梁芷媚进行专访

她这位富二代教育训练专家，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为富二代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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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喜耀，以性情教育塑造领袖风范
教育就是，应该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
以往梁芷媚的事业重心是在企业培训，不过近
年来，她投入更多的心思在教育这一方面。除了训练富二代以外，目前她也是中国喜耀粤西学校的校
董。
喜耀学校是由中国当代思想家霍韬晦所创办。这间学校以传统儒家经典文化为根基，以性情教育为
理念。虽然位于广东的偏远小城罗定，不过还是有马来西亚的家长慕名将孩子送到那里求学。
“外界形容喜耀学校‘多少优美’，即活动多、功课少、成绩优、性情美。”梁芷媚说，喜耀的性
情教育讲求“接、转、开”，即接纳、转化、开启。简单来说，意思是师长首先必须接纳孩子，但孩子
如果犯错，光“接”不“转”就会变成纵容了。
她认为，孩子犯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孩子在小的时候犯错，长大之后才会减少犯错，而且在学
校犯错才会减少在社会犯错；在家里犯错才会减少在外头犯错。如果我们父母和老师不接纳，还指望外
人接纳吗？不过我们要把他们的错误转化，而不只是纯粹接纳。”
梁芷媚在中国罗定喜耀粤西学校接待来访嘉宾

中国喜耀粤西学校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里的学生从小诵读经典。梁芷媚表示，创办人霍韬晦
的其中一个创举，是把孔子的“六艺”做了个现代转型，形成喜耀的新六艺，简化成6种能力的培养，

即感受力（《诗》）、记忆力（《书》）、自制力（《礼》）、创造力（《乐》）、理解力（《易》）和领导力（《春秋》）。
梁芷媚特别提到感受力这一点。她表示，许多现代人基本上只有感觉而没有感受力，而且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感受却感受不到他人的用心。“因为不容易感动，所以不容易感
恩，更不用说感悟了。性情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发他们的感受力，让他们学会由心感受、感动、感恩和感悟。”

别扼杀孩子学习的兴趣
虽然喜耀学校倡导的是性情教育，不过它的课程大致上还是依据中国政府的课纲，把性情教育和应试教育结合在一起。梁芷媚解释，唯有这样学生才能衔接主流社会。
“应试教育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不管哪个国家，实际上教材课本都是经过持续改善，所以没有大问题，问题是你怎么教。一般学校只关注知识点的落实、能不能考试；我
们学校也关注知识点落实，但我们讲求联系实际。”
除了喜耀粤西学校之外，喜耀教育集团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开办幼儿园。位于新山的马来西亚喜耀幼学乐园，也已在今年开始运作，而且他们在申请着开办国际学校。
新山喜耀幼学乐园的学生最小18个月，最大6岁。虽然在学校才待了几个月，但他们至今在新山的公开场合已经做了至少两场公演。
跟一般幼儿园不同的是，喜耀幼学乐园教孩子认字，但不鼓励学生写字、写功课。梁芷媚解释，喜耀提倡海量阅读，所以孩子们都认得很多字，只不过园方反对学生在年纪
很小、肌肉还没完全长成的时候就开始做一堆功课写很多字。她说：“我们培养孩子从小热爱读书、热爱讲故事，当他们满肚子字了，你还愁他们将来不愿意写吗？”
她明白这一套在马来西亚可能很多家长会接受不了，但她认为如果让孩子年纪小小就写字、写功课，恐怕会扼杀孩子学习的兴趣。
不过，喜耀让小孩子从小诵读经典，这是为了抓住孩子记忆力黄金时间开发记忆力，及在他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输入最好的东西。梁芷媚表示：“教育本来就是应该在恰当
的时机做恰当的事。”
喜耀幼学乐园提倡的性情教育，重点在于培植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这一点听起来和西方教育的理念很像。不过梁芷媚说，西方教育的特点是“for fun”，这点原来是好
的，只不过生活本来就很平淡，所以很多受西方教育的学生当面对平淡的生活就会受不了，而去寻求刺激。因此，喜耀幼学乐园的教学法结合中西和古今，希望从中各取长处。
——全文摘自马来西亚第一大报《星洲日报》2014年6月3日专访

梁芷媚有一个心愿，就是办一个跨国富二代培训班，让中、港、新、马的学生一起上课。她希望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富二代孩子
能激荡出不同的火花，更具国际视野，同时在这项培训班中建立起紧密的情谊，将来在自己的商业领域上可以互相扶持、不会孤单。
——摘自马来西亚第二大报《南洋商报》2014年5月5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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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芷媚著作《创业有方法》自序
――创业的力量之源-方法论
想法重要，方法更重要，方法是将想法变成结果的工具。
对有创业冲动的人尤其如此，你只是“想创业”而没有有效的方法去实施，你只能铩羽而
归，创业永远只能是一个梦想；你缺乏有效的方法去执行，创业只能是昙花一现。
方法重要，方法论更重要，方法论是方法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是更高层次、可以系统化运作
的想法。
很多创业者面对市场变化，依然用惯有的套路去经营，结果难如人意。从根源上来说，是方
法论出了问题，对现状缺乏总结与分析，没有看到过去成功的方法已经难以适应变局。
这些结论听起来挺简单的，却是我多年顾问生涯的一个感悟和总结。

梁芷媚相关著作

2005年，我带领一个顾问组，封闭训练一批几乎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训练采取封闭的形式，
要求严格甚至有些苛刻，很多训练内容不被理解，包括当时的部分学员。
7年后，这批大学生参与创业的品牌“亲亲我”，成为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的成功案例，他们也成为了“全球十佳网商”和“全球十佳网货品牌”的年轻推手。
在《世界工厂的品牌突围》一书中，作者金伯扬记载了这个封闭训练的内容和精髓。有些读者看完后，很有兴趣地和我探讨这个问题：这些年轻人学会了什么？是什么力量让他
们不断创新和不断突破？
如果要我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他们学会了方法，还学会了方法论；他们学会了做事，还学会了做人。
简单地说，方法是让你怎么做，方法论是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并懂得思考如何才能做好。方法看重的是点，方法论强调的是面，强调的是你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强
调的是一种系统思考的能力，源于方法，却高于方法。
今天，互联网成为了最直接和最能及时响应的老师，通过关键字搜索，就能够获得海量的方法。但是，如果这些方法没有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没有成为你的行为习惯，或者你
压根就没有明白方法背后的原理，那么，方法仅仅是你手中的工具，而不会成为你心中的力量之源。
这本书以创业方法为定位，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很多与创业有关的方法。讲故事不是目的，方法也不是重点，我期望透过这些故事，让大家洞察到隐藏在其中的方法论。
《中国制造的凤凰涅槃》讲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创业故事，分析了内部管理、家族冲突、生存环境、组织变革等等话题，刀光剑影之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落败的无奈。
《富二代的创业训练》用启发思考的方式，训练一个富二代的创业思维——想法仅仅是一个起点，方法只是撑起这个起点的手段，比方法更重要的，是创业过程中分析问题、判
断市场的方式和能力。
《商业神童的商业逻辑》以一个商业神童的出手老道和他所创下的市场奇迹，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创业方法论来自环境的熏陶，来自自身的学习和思考。
《创业的“八折理论”》表面看是针对一个保姆成长的理论，却适合所有的创业者，创业的登顶不是坐火箭达到，而是通过征服一个个小山头达到的。
《创业者的管理方法》讲述了数据化经营、会议经营、流程管理等方面的操作方法和系统思考的思维模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要做“专家级”老板。
方法面前，人人平等。就像互联网产生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网络，都可以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不过，方法论之间，却大相径庭。有的人仅仅是互联网的被动使
用者，有的人却成为了互联网的主动创新者，在互联网平台上创业成功。
所有的差异，都来源于每一个人自身，关键是在方法与方法论之间，如何选择，如何过渡，如何超越。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一路支持和信任我的众多客户。十多年的顾问生涯，让我见识了
形形色色的机构问题（问题是最好的老师），而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挑战、经
验和教训，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真实素材；
感谢我的团队成员和学生。

喜耀教育集团招生信息
喜耀明日领袖锻炼营

霍韬晦思想世界

中国·罗定喜耀粤西学校

喜耀性情教育

梁芷媚商业故事

香港·喜耀小西湾幼儿园

● 适合年龄：12-18岁

● 招生：幼儿园、小学、初中

● 招生：6岁或以下

● 新加坡区：

● 热线：0766-3863123

● 热线：00852-29654595

第13届：2014年06月09日至15日
第14届：2014年11月29日至12月05日
● 香港区：
第26届：2014年07月14日至20日（粤语）
第27届：2014年07月28日至08月03日（粤语）
● 中国大陆区首开普通话班
第28届：2014年08月11日至17日
● 费用：RMB6500（包含食宿费、学费）
● 地点：广东肇庆高要市抱绿山庄
● 国内报名：0766-3863123（吴老师）
● 香港报名：00852-27609898（陈老师）
● 基金网址：http://www.xiyaofund.org.hk

● 邮箱：xiyaozsb@126.com

● 邮箱：xiyaossw@yahoo.com.hk

● 网站：http：//www.xiyaoedu.com

● 网站：http://xiyaosswkg.edu.hk

● 地址：广东省罗定市罗城镇凤华路喜耀粤西学校

● 地址：香港柴湾小西湾道9号富欣花园

马来西亚·喜耀幼学乐园

新加坡·喜耀幼学乐园

● 招生：6岁或以下

● 招生：6岁或以下

● 热线：006016-7171350

● 热线：0065-6841

● 邮箱：enquiry@sunlife-edu.my
● 网站：http：//www.sunlife-edu.my
● 地址：PTD68152.Jalan

Persisiran
Danga,Taman Sutera Utama.81300
Skudai,Johor.Malaysia

Sutera

2083
● 邮箱：care@xiyaochildcare.com.sg
● 网站：http://www.xiyaochildcare.com.sg
● 地址：61 Kaki Bukit Ave 1 #06-26 Shun Li
Park Singapore 417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