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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着精致的妆容，身着得体的衣服，轻盈地穿梭在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办公室内，举止干练，笑
容自信……这，或许就是人们眼中职场女性所具备的样子。但，仅仅是外表吗？她们有趣的灵
魂，你可曾了解？有人说，现在是女性最好的时代，给了她们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靠着自己的打
拼一步步实现梦想；但现在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除了工作，还有家庭、
子女、
父母，一样承担着责
任和压力。那么，有趣的灵魂、漂亮的外表，是如何将时代的“好”与“坏”统统收入囊中的呢？在
《职场丽人》，您可以看见她们的千姿百态、妩媚人生。本栏目长期征集职场丽人，只要你形象气
质佳、
敢于 SHOW 出自己，请与我们联系。联系邮箱 1243708142@qq.com

黑白琴键上
奏出多彩人生
丽人印象
热情开朗又美丽的江少平老师，被大家亲切
地喊作“江江老师”。采访当日，她从新开的体验
中心出来迎接我们，远远招手，笑容满面。印象
最深的，是她笑起来弯成新月一样的眼睛和脸颊
上深深的酒窝，十分好看。除了热情扑面，我们
初识的江江老师浑身还散发着艺术气息，正是大
家平日里所熟悉的钢琴老师的形象。
从小就学习钢琴的她，深知艺术可以带给学
生什么，
“孩子不会成为钢琴家，但可以成为有人
格魅力的人”，而她就是带给孩子人格魅力的老
师之一。天音琴行每年举办百场音乐分享会，教
孩子们学习感恩，给孩子们提供展现才艺的舞
台，还专门开设一间口才分店，教孩子们提升语
言表达魅力……自打独立创业以来，凡是江江想
去做的，她都尽力去实现，并做出一番样子来。

丽人档案

●6 名资深海归领军 250 余人专
业研发团队

姓名：江少平
年龄：80 后
星座：射手座
职业：钢琴老师、
琴行经营者

对话

●江江老师：我是一名 80 后，但跟很多同

龄人相比，少年时期，我的学习条件并不好，父
母常常为我的学费发愁。但他们最伟大之处，
是不管多么困难要付出多少，也要花尽心力培
养我。我爸爸认为，唯有读书可以改变农村孩
子的命运，我非常感激我的亲人。
我初中时爱唱歌，学了钢琴，为了考入梦想
中的师范学校，将来做安稳的教师工作，爸爸妈
妈还给我请了私教老师，可惜最后师范梦破碎，
我只能读高中。
上高中后，因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以及家
人的全力支持，我考取了南昌大学声乐钢琴专
业，成为一名艺术生。大家都知道艺术生学费
比较贵，但家里还是咬牙供读我了。也是那个
时候，让我意识到，
财富积累其实很重要。
毕业后，
依照父母的心愿，
我当上了一名音乐
教师。时间最久的经历，
是在博文学校就职 5 年。
这 5 年，
生活和工作看上去虽然非常平静，
但我内
心却有无限波澜，
特别是生下女儿后，
我已然决定
辞职，
跳入商海，
闯入自己心中的那片创业蓝海。

● 问：天音琴行自一创办，很

快就进入大众视野，
并在几年间迅速
发展壮大，
成为中山音乐艺术培训界
响当当的招牌，
对此，
您是如何做到
的？在这个行业您的感受是什么？

● 江江老师：2014 年，在孙
文东路齐东，我开了第一间“天音
琴行”。创业之初，我的想法很简
单，带上钱，
教好学生，未来可期。
中山有无数钢琴老师，自己
出来创业的，毕竟是极少数。我
的朋友也劝我想清楚，在广州、深
圳等一线城市做培训，都不一定
赚钱，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可我
认为，任何事业都有人做不好，也
有人做得好，既然别人可以做好，
我为什么不行？
带着这样的信念，
我以高昂的
热情投入新事业。第一年，
学生从
几个增多到几十个；
第二年，
开始有
新老师加入琴行，
师资队伍慢慢变
大。到 2016 年，
在中仪花园我开了
第二间天音琴行，
知名度慢慢打响。
随着学员越来越多，
教师队伍
● 问：中山有不少老牌艺术
培训机构，与他们相比，你们琴行
的特色是什么？您如何规划未来
的发展？
● 江江老师：中山有不少资
深钢琴艺术培训老师，他们非常值
得我尊敬。同他们相比，我可能走
得更快、转身更灵活、多变一些。
去年 6 月份，天音城东名门店正式
对外招生，专门做口才培训，短短
几个月，固定会员已经达到了近百
名。这也是我的理念之一，家长需
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
供什么服务，
并尽力做到最好。
这间店的起源，是通过进修演

我市两个市级创
新创业团队项目通过
专家验收
商报讯（记者 李红）近日，我市两个市
级创新创业团队“生物大分子新药研发创
新团队”和“创新药物筛选评价体系的研发
及其产业化团队”通过了市科技局联合火
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组织的专
家组验收。两个创新创业团队在医药领域
均有不同方向的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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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江江老师一直从事音乐教育，您从
小就学习音乐吗？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钢琴的？
您的求学经历是什么样的？

多个项目为全球首创、国内首个
及国内前三

继续壮大，我开始减少上课时间，
抽身出来考虑如何经营管理。这
一年，我开启了疯狂学习模式，不
惜花重金去汲取各方面的技能和
知识。学习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我
开始转变思路，积极寻找合伙人，
和优秀的伙伴一起把事业做大。
2017 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天
音琴行扩大到 4 家，并且在店面尚
在装修的时候，
凭借天音的品牌和
口碑力量，
就开始了招生。
到 2018 年，天音琴行一共开
了 6 家，拥有学员近千名和 30 多
名全职教师。
如果说天音做出了成绩，
那不
是我一人的，而是属于全体老师。
我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
不能只顾
教孩子弹琴，
而是要成为让孩子尊
敬、喜爱的那个人，知道如何去充
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和情绪。
我认为，
孩子跟什么样的老师
学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
希望自己团队的老师，
能在人格上
影响孩子，学知识第二，学做人第
一，
成为孩子心灵上的好老师。

讲课，我感受到口才带给一个人的
力量，特别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孩
子的未来都有很大帮助。机缘巧
合，我遇到了中山两位非常优秀的
专业口才老师，谈好合作，从选址
到顺利开课，仅花了三个月。
上个月，天音第 6 家门店正式
对外开放，这一次，打造的是德国
斯坦伯格钢琴体验中心，我拿到了
中山专卖权。
我从小学习钢琴，是一名从事
多年教育事业的音乐教师，也是一
个 5 岁 半 孩 子 的 妈 妈 ，我 深 知 家
长们对孩子的期望。提高教师队
伍的水平，走得更稳一些，是天音
接下来更想做的事。

资料显示，
“ 生物大分子新药研发创
新团队”是由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在 2012 年引进的第二批市级创新创业团
队。团队带头人李百勇博士是免疫学和
抗体新药研发专家，曾任美国辉瑞制药公
司科学总监，在 2010 年参与组建辉瑞-冠
科亚洲癌症研究中心，后联合创立中山康
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或参与了多个
新 药 的 药 物 发 现 、临 床 前 研 究 和 临 床 研
究。
该团队负责人介绍，团队创业之初，企
业面临“缺少资金、厂房、实验设备”的困
难，经过 6 年的发展，已形成以 6 名资深海
归创业团队领军的 250 余人研发团队，研究
方向涵盖生物工程、微生物学、药学、药物
分析学、分析化学等。企业拥有 8000 平方
米设施完备的独立研发大楼。
截至目前，该团队共建立了超 30 个针
对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炎症、血栓和心
血管疾病的产品线，多个项目为全球首创、
国内首个及国内前三，9 个产品已进入临床
研究阶段（美国、澳洲、新西兰及中国）。企
业充分利用已建立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生物
制药全程研发及产业化平台，通过技术转
移与专利授权的产业化推广模式，与国际、
国内共 54 家制药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国际及
国内多家上市制药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其中包括美国默沙东、美国辉瑞、四川科
伦、江苏恒瑞等国内外著名上市制药企业，
成为国内以战略合作形式开发抗体新药的
先行者。

●完善我市医药健康产业公共
服务体系
来自市科技局的资料显示，
“创新药物
筛选评价体系的研发及其产业化团队”是
中山珐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市级
创新创业团队。团队带头人戴仁科曾任职
美国百时美-施贵宝药物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临床前研究中心主任，在药物临床前 ADME-T/PK 筛选评价体系的研究领域有着丰
富的经验。
团队负责人介绍，项目重点面向高校
院所、新药研发企业提供候选化合物进行
通量筛选和评价。企业通过团队建设，建
立了新药研发临床前、非临床新药筛选与
药物安全性评价服务体系，可提供从违禁
品、超标化合物成分第三方微定量检测服
务到药物、化妆品、用品及他商品所含特定
化合物、药物(包含违禁品、超标化合物)微
定量检测分析、细胞模型和动物模型的药
效及功能分析、生物样品定量分析、药物代
谢、药物相互作用风险评估、药物动力学和
毒性实验等系列专业化技术服务。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团队的
引进建设，完善了我市医药健康产业公共
创新服务体系，促进新医药领域科研成果
在中山落地转化。
据了解，下一步，团队带头人将依托现
有平台持续深化“一站式”新药研发服务，
为医药企业提供临床前新药筛选、评估服
务、提供新药申报以及提供临床试验等专
业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