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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的师资团队迅速的融入到了速成原班人马
之中，将所收购的珍贵资源，全部整合到了速
成教育旗下。
这两次成功的收购，将速成教育的师资团队扩
大到上百人之多，并在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内，
深入 UBC 的教育市场。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速成教育急速发展，逐渐
垄断了 SFU 的整个补习市场的同时，将速成模
式不断复制进入 UBC 校区，在 2018 年秋季的
提前招生上，完成了 10 倍的学生体量增长，一
跃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华人教育培训学校，并持
续创新开拓，相继推出“简历培训课程”、“Excel
培训课程”、“LPI 课程”、“思培课程”等
等服务，将“后留学”理念不断完善更新；更
在 2018 年 5 周年年会上，收到了来自加拿大
各级政府：列治文、本拿比、省会维多利亚市
市长为速成发来的贺电，并获得了由加拿大国
家总理特鲁多签发的国家级认证证书。

速成 2.0 时代
时间来到 2019 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个时间段的速成，那么一定是“改变”。 

年初，我们对原先已经规模庞大的校区再次 
进行了扩张与升级，全新两大校区加上已有
的 5 个校区，速成教育的总占地面积已经超
过 30000 平方尺，成为加拿大华人教育史上唯
一一家拥有如此规模的培训学校。

同时，速成教育全新的专属办公区也已经正式
投入运营，万德集团旗下包括：速成教育、
Know Idea 科技有限公司、Lighthouse 灯塔传
媒的所有行政员工全部入驻新办公区。将校区
与办公区分开，是速成 2.0 的全新理念，一方面，
这是速成拥有超百名固定成员后的顺势而为，
另一方面，这也是速成将学生至上的概念发扬
光大，把校区交给学生，让所有速成学员们真
正拥有最纯粹的学习氛围。

3 月，前任速成校长、万德集团现任董事
长 Bright 亲自只身飞往加拿大东部，与 
AvantClass 完成历史性的对接。这所在 2014 
年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密西沙加分校，至今已
开设近百门大学同步辅导课程，学生体量突破 
20,000 人次的培训学校全面加入速成，并正式
更名为速成教育，成为速成教育大多伦多地区

第一所分校，正式拉开了速成加拿大全境战
略计划的序幕！也正是由于 AvantClass 的
并入，速成教育完成了横跨加西与加东的战
略构思，成为当之无愧的加拿大第一华人教
育培训集团。

速成教育将 6 年来发展所积累的每一分经验
与模式进行因地制宜的复制，在进军加东后
的第一时间，即开启了首次大规模提前招生
活动，从中午 12 点到晚上 10 点，短短 10 
个小时内吸引了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超
过 1740 人次的学生前来报名，一眼望不到
头的长队，不断赶来的人群，这是多伦多华
人教育培训史上史无前例的盛况！

经过一个学期的运营，速成加东 UTM 校区
迅速站稳了脚跟，用实际的教学质量与成绩
赢得了所有同学们的喜爱，也让许多曾经并
不了解速成的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速成的魅
力。随之而来的 9 月，加东最大的语言学培
训机构 Ling-Lunch 也正式加入速成教育，
至此，速成也完成了对于加拿大东部的初步
布局，形成了 UTM 校区的垄断。

紧接着，我们又对软件教务系统进行了全面
升级，从国内引入的最新双师系统安装在每
一间教室，对老师上课视频进行实时的云端
存储，让曾经繁琐的手动存储时代成为过
去，也让加东与加西，甚至加拿大与国内的
同学们共同上课成为了可能。同时，速成
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教务系统正式上线，
Knowshcool 在进行了巨大改版和革新之后
与速成教务系统相结合，形成了全自动化的
速成教学网络。过去签到、收费、排课、预
约视频等全部需要手动解决，不仅增加了出
现误记、误收等问题的概率，也造成了不必
要的人力浪费。全新的速成自动化教学网络
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学生将可以利用 
Knowschool App 一键进行签到，查看速成
课程时间表，预约视频等；而速成教职员工
也可以直接在后台进行线上排课，录入学生
信息，查看缴费情况等等工作，为学生与工
作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6 年以来，每一个月，每一个学期，每一年，
速成都在不断进步和蜕变，不断超越自己。
现在，2.0 的速成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未来
的蓝图尚且远大，前进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然而，Bright对于速成教育的期许，对于教育
的执着，绝不仅仅局限于一城之地。很快，他开
始意识到，速成模式的可复制性，有机会打开
从未有过的海外教育新纪元。

于是，2019年年初，在安排好一切后，他只身一
人，登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正式开启了速
成教育【加拿大全境计划】的序幕。

在艰难并购原 UTM 知名教育品牌AvantClass 
后，凭借着其良好的口碑、师资以及知名度，速
成教育在3月份的跨学期提前招生里，在UTM
学生们尚且不了解速成，充满了疑问和胆怯，
新校区也只是一个还未装修的毛坯房的情况
下，在仅仅10小时内，收获了1740人次的第一
批学员，相较于合并前增长了171%，创造了单
日营收 400 万的加东招生史上奇迹。
 
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加东老牌竞品机
构们开始坐不住了。

一夜之间谣言四起，各种临时成立的媒体公众
号相机刊登了关于速成的不实爆料。有的一板
一眼，列出了所谓“七大罪状”，有的直接写成
了小故事，号称在速成学习就会遭遇遣返。长
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每一周都会有新的污蔑和
谣言，整个速成团队从最初的震惊愤怒，到后
来的麻木，再到后来，可以看着那些我们自己
都不知道的，言之凿凿的“故事会”自嘲。

而另一边，速成教育的温哥华总部，也并不乐
观，被Bright亲自带领的团队压制已久的“老
朋友们 ”，开始嗅到了速成颓势的气息，开始变
得蠢蠢欲动起来，他们暗中联合，像是徘徊在
受伤雄狮身边的豺狼们，随时准备狠狠撕下一
块肉来。

在他远赴加东后的第一次温哥华校区提前招
生中，几家竞争机构暗中联合，蓄意挑滋事挑
衅，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动手打人，狠狠踢中当
时加西新任速成校长的腹部。事发之后 仅仅 5 
分钟，部分小道平台和论坛上，就出现了断章
取义的视频和文章，阴谋之心昭然若揭。

腹背受敌，四面楚歌，这大概就是那个时间段
里，速成最真实的写照；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
四顾心茫然，也是Bright那个时刻的内心。

可是他也知道，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那么速
成教育多年以来的努力，那么多人曾经为之奋
斗的汗水，无数个日夜里被铸就的梦想，都将
化为泡影，以一种难堪而狼狈的方式草草结
束。所以他不能，也没有资格认输。

Bright开始比原来更加积极，他一遍又一遍的
鼓舞所有人，找寻一切可能的有效解决办法，
甚至作为创始人、CEO以及校长，亲自站在了
第一线，站在了校区前台。那些因为谣言、污蔑
和挑拨而来的同学们，他会亲自解释，亲自面
对，就像是一个最普通的前台和销售那样，口
干舌燥不厌其烦的解释着所有莫须有的问责，
那一刻，他决定把所有人挡在自己的身后。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保罗 · 科尔贺说，“当
你真心渴望追求某种事物的话，整个宇宙都会
联合起来帮你完成”。 

就在所有人觉得速成行将倒下，Bright只是四
面树敌自寻死路的时候，在 2019 年末，对于新
学年的的招生活动，令所有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出现了，从大门开启的那一刻起，蜂拥而至的
人群瞬间淹没了所有校区，在恶意造谣与抹黑
的情况下，顶着巨大的压力，仅仅12小时内，竟
招生了3292人次。

老生们没有减少，新生们依然在增加，在看似
绝无可能的情况下，Bright和速成教育团队战
胜了蛊惑人心的谣言、不被理解的误会、群龙
无首的窘境，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无所畏惧。

也正是从那一次招生开始，他和速成一起，产
生了某种无法言表的蜕变，好像再也没有任何
事情可以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很快，一家接
一家的分校在加拿大各地拔地而起，加拿大全
境计划得以彻底实施，而这一切，也为当时对
于即将到来的疫情毫无察觉的速成教育，埋下
了度过劫难的坚实基础。

紧接着，就是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2020年，疫
情席卷全球，整个海外华人教育行业受到重
创，纷纷龟缩以求自保的时候，Bright决定再
一次逆流而上，那是在过去漫长时光里，一次
又一次蹒跚前行中，所获得的勇气与信心支持
着他。



用心 | 乐观 | 坚持

1312

带领的师资团队迅速的融入到了速成原班人马
之中，将所收购的珍贵资源，全部整合到了速
成教育旗下。
这两次成功的收购，将速成教育的师资团队扩
大到上百人之多，并在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内，
深入 UBC 的教育市场。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速成教育急速发展，逐渐
垄断了 SFU 的整个补习市场的同时，将速成模
式不断复制进入 UBC 校区，在 2018 年秋季的
提前招生上，完成了 10 倍的学生体量增长，一
跃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华人教育培训学校，并持
续创新开拓，相继推出“简历培训课程”、“Excel
培训课程”、“LPI 课程”、“思培课程”等
等服务，将“后留学”理念不断完善更新；更
在 2018 年 5 周年年会上，收到了来自加拿大
各级政府：列治文、本拿比、省会维多利亚市
市长为速成发来的贺电，并获得了由加拿大国
家总理特鲁多签发的国家级认证证书。

速成 2.0 时代
时间来到 2019 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个时间段的速成，那么一定是“改变”。 

年初，我们对原先已经规模庞大的校区再次 
进行了扩张与升级，全新两大校区加上已有
的 5 个校区，速成教育的总占地面积已经超
过 30000 平方尺，成为加拿大华人教育史上唯
一一家拥有如此规模的培训学校。

同时，速成教育全新的专属办公区也已经正式
投入运营，万德集团旗下包括：速成教育、
Know Idea 科技有限公司、Lighthouse 灯塔传
媒的所有行政员工全部入驻新办公区。将校区
与办公区分开，是速成 2.0 的全新理念，一方面，
这是速成拥有超百名固定成员后的顺势而为，
另一方面，这也是速成将学生至上的概念发扬
光大，把校区交给学生，让所有速成学员们真
正拥有最纯粹的学习氛围。

3 月，前任速成校长、万德集团现任董事
长 Bright 亲自只身飞往加拿大东部，与 
AvantClass 完成历史性的对接。这所在 2014 
年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密西沙加分校，至今已
开设近百门大学同步辅导课程，学生体量突破 
20,000 人次的培训学校全面加入速成，并正式
更名为速成教育，成为速成教育大多伦多地区

第一所分校，正式拉开了速成加拿大全境战
略计划的序幕！也正是由于 AvantClass 的
并入，速成教育完成了横跨加西与加东的战
略构思，成为当之无愧的加拿大第一华人教
育培训集团。

速成教育将 6 年来发展所积累的每一分经验
与模式进行因地制宜的复制，在进军加东后
的第一时间，即开启了首次大规模提前招生
活动，从中午 12 点到晚上 10 点，短短 10 
个小时内吸引了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超
过 1740 人次的学生前来报名，一眼望不到
头的长队，不断赶来的人群，这是多伦多华
人教育培训史上史无前例的盛况！

经过一个学期的运营，速成加东 UTM 校区
迅速站稳了脚跟，用实际的教学质量与成绩
赢得了所有同学们的喜爱，也让许多曾经并
不了解速成的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速成的魅
力。随之而来的 9 月，加东最大的语言学培
训机构 Ling-Lunch 也正式加入速成教育，
至此，速成也完成了对于加拿大东部的初步
布局，形成了 UTM 校区的垄断。

紧接着，我们又对软件教务系统进行了全面
升级，从国内引入的最新双师系统安装在每
一间教室，对老师上课视频进行实时的云端
存储，让曾经繁琐的手动存储时代成为过
去，也让加东与加西，甚至加拿大与国内的
同学们共同上课成为了可能。同时，速成
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教务系统正式上线，
Knowshcool 在进行了巨大改版和革新之后
与速成教务系统相结合，形成了全自动化的
速成教学网络。过去签到、收费、排课、预
约视频等全部需要手动解决，不仅增加了出
现误记、误收等问题的概率，也造成了不必
要的人力浪费。全新的速成自动化教学网络
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学生将可以利用 
Knowschool App 一键进行签到，查看速成
课程时间表，预约视频等；而速成教职员工
也可以直接在后台进行线上排课，录入学生
信息，查看缴费情况等等工作，为学生与工
作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6 年以来，每一个月，每一个学期，每一年，
速成都在不断进步和蜕变，不断超越自己。
现在，2.0 的速成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未来
的蓝图尚且远大，前进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2020 年 3 月 16 日，Bright召开了期中总结大
会，也是疫情期间最后一次线下会议，为了让
每一位速成教育成员可以安心在家躲避疫情，
他在会上为每一位同事发放了一个月的应急
物资，并安排专人每周按照员工的需求进行物
资采购，和工资一起送到家，无需承担外出的
风险。那段时间里，公司管理层自发只拿基本
生存工资，以确保公司没有裁员，员工没有减
薪，在风雨飘摇的 2020 年初，Bright带领下的
速成教育，却如同安心温暖的避风港。

而在疫情期间，以雷霆手段收购原约克校区知
名机构与师资团队、自建校区多伦多大学圣乔
治校区达到 770% 的增长、其他校区各自至少 
30%的增长率，无一不在宣告着Bright与其所
带领的团队过人的胆识与眼光，以及速成教育
如今在海外教培领域无可撼动的领军地位。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Bright在加拿大全境计划后，利用疫情在家办
公时间，一遍又一遍的思考、重组、分析过去6 
年速成教育在海外教培的各个领域所积累的资
源以及经验，开始将目光投放在了更加广阔的
国际市场，历经长达4个月的打磨，10万字的【真
留计划】详细项目方案，终于得以孕育而出。
 
2020年9月，Bright带着【真留计划】的创想与
布局，以及优秀团队和资金的加持，登上了回
国的飞机，此番回国，也是速成教育再一次巨
大蜕变的起点。

很快，速成教育在中国北京，上海以及成都，分
别设立了办事处，速成大中华区正式成立，而
速成教育在整个北美市场的良好口碑，也迅速
成为了中国海外教培行业里，冉冉升起的一颗
新星。

Bright个人获得了新浪教育颁发的 2020 年度
教育行业接触贡献人物，而速成教育，也相继
获得腾讯教育，中国网，甚至是央视新闻网等
一系列国家级权威机构所颁发的奖项。他更是
在2021年三月，受邀参加了由CCTV中国中央电
视台举办的《百年巨变，品牌强国》第七届中国
品牌创新发展论坛，并以《新基建，新国货》为
题，讲述了速成教育对于前沿信息技术与数据

领域在教育行业的开创性应用，获得了数十
位国家领导人与近千位优秀企业家的肯定与
赞赏。

不仅如此，速成教育更成为了整个北美唯一一
家入选《中国品牌库》的华人海外教育企业，受
到了国家级别的绝对认可。

5 月，央 视 著 名 节 目《大 国 匠 心》开 始 录 制，
Bright也非常荣幸的受邀参加，由央视名嘴
朱迅亲自采访，畅聊创业以来，这七年的心
路历程。

伴随着真留计划整体思路的开展，每一个月，
每一个学期，每一年，速成都在不断进步和蜕
变，不断超越自己。未来的蓝图尚且远大，前进
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