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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于 1825 年诞生于陈氏
家族的一个殷实人家。1849年，
24 岁的陈芳随伯父到夏威夷谋
生，先是在杂货店当徒工，后自
办商店经营国货，直至经营种植
园和糖厂，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智
慧很快发迹，成为檀香山华人首
富，被誉为商界王子。

陈芳不仅是一位商业奇才，
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为了
提高华人在夏威夷社会的政治地
位，陈芳努力跻身于夏威夷政治
上流社会，成为枢密院议员，又通
过与皇室联姻成为皇亲国戚。借
此政治势力，陈芳促使夏威夷王
国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华人发展的
立法，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

1890 年岁至暮年的陈芳激
流勇退，卖掉其种植园 2/3 的股
权，携60万美金回到故乡。他在
乡里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扶助
乡民，两次受到光绪皇帝御赐石
牌坊褒奖。

陈芳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子
女19人大多都就读美国名牌大学，并驰骋商界和政界
多年而闻名中国、香港、澳门和夏威夷。其中较为著名
的有曾资助孙中山革命，后来担任广东省省长的次子
陈席儒，香港富商三子陈赓虞以及担任过中山县县长
的长孙陈永安。如今陈氏后代大多散居在美国、香港、
云南和北京等地。

陈芳创业小史：1849 年陈芳随伯父到夏威夷谋
生，先在伯父的杂货铺中当学徒。1851年伯父因年老
还乡，陈芳就凭两年来掌握的经验和积蓄的资本在檀
香山贝尔街开了一间店铺，销售其伯父走时留下的部
分货物，小店生意兴隆，连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都被人
强求买走。1854年陈芳进一步扩大经营项目，与同乡
的陈东合伙开设一间新店铺，采用“开架售货，自由选
购”的购物方式，加上送货上门等服务措施，使店铺生
意兴隆，成为小岛的贸易热点。陈芳还购买了一艘从
夏威夷往返中国的货船，专门运输中国的瓷器、丝绸
服装和古家具在夏威夷销售。1860年，陈芳又与程植
合办了一家“芳植记”，列名为夏威夷八大企业之一。
1874年，陈芳借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被南方断绝糖
源的机会，对美国北部大陆大量倾销蔗糖，获得巨额
利润。后来陈芳收购了夏威夷著名的泼比可种植园
一半的股权，建成佩皮基欧种植园，雇佣劳动力300多
名种植甘蔗 200公顷，年产蔗糖 2500吨。至 1880年，
陈芳个人资产已超过 100万美元，在当地华侨中名列
第一。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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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东聊得久了会觉得，相比商人，他更像一名
“科学发烧友”。“我们‘70后’小时候好像都多少有些科
学家情怀。”林东笑着说，其实在想成为一名企业家之
前，做一名科学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这颗年幼时期播下的小小种子，一直在林东心中悄然
生长。无论是早年每天亲自搬运五六斤牛肉去实验室研
发牛肉干配方，还是如今和工程师一起攻坚潮流能发电机

组的各个技术难题，林东对于科技与
创新始终满怀热情。

而在兴趣之外，林东也越来越意
识到科学精神对于企业发展乃至社会
进步的重要。“我以商人的身份做科
学，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科学成果走
向产业化，我相信有科学家精神的企
业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会是今
后推动人类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说
这话时，林东的眼睛熠熠发光。

提起开发视窗操作系统的比尔·
盖茨、研发苹果手机的乔布斯和发
明特斯拉汽车的埃隆·马斯克，林东
说，这些都是他的偶像，而成为这

样一名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正是他的目标。
如今，已经开始正式运行的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项

目就是林东最好的科学试验田。由这架巨大海底“风
车”发出的清洁电能将通过电缆传入千万百姓人家。而
接下来，林东还将依据已有的技术路径，不断优化改良
发电机组系统，未来预计可以做到单台总装机 15兆瓦左
右甚至更大，潮流能大规模开发将成为现实。“争取让它
的发电成本能与火电竞争，我有信心打通。”林东说，这
是自己未来 10年的计划，若真能实现，这将意味着改变
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格局。

“创新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不仅是为自己创新，也
是为中国创新。”林东坚定地说。现在，虽然工作繁忙，
但林东依然会利用一切机会了解时下最新的科技成果和
创新趋势。身为浙江省海创会会长，林东常常会与协会
中的年轻海归交流，甚至向他们请教。“我喜欢和理工科
学生交朋友，这些朋友对我的创新很有帮助，也很有启
发。”林东说。而对于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年轻创业者来
说，林东对科技创新的锲而不舍、对发展机遇的洞悉把
握更将成为他们在祖国创新创业的丰富养料。

林 东：

做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
本报记者 严 瑜

一台潮流能发电机组和一袋牛肉干，这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
及，而它们都与同一个人有关——林东。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牛肉
干生产企业杭州绿盛集团创始人，也是目前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潮
流能发电机组项目总工程师。

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这位“70后”华商看上去更像
一个学者，而他与记者谈论最多的不是经商，而是科学与创新。如
今已是美国联合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董事长、中国侨商联
合会副会长的林东说，做一名科学家是他幼年的梦想，而如今他想
做一名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

8 月的一天，在浙江舟山南部海域两座小岛之间的
“喇叭口”地带，伴随一声“开启制动系统”的口令，世
界首台3.4兆瓦LHD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首套发电机组
正式启动，发电功率为1兆瓦。这台目前世界装机容量最
大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项目总
工程师正是林东。

“我们国家特别需要这样的技术创新，我相信大部分
人碰上这么好的机会都会愿意做。”当被问及为何会花上
亿元投资潮流能发电这样的冷门项目，这位华商淡然一
笑。

林东与潮流能结缘始于 2009 年。当时，一直关心创
新创业的林东作为杭州大学生创业联盟主席和浙江海创
会会长，投了近 10个海归创业项目，其中一个正是几位
旅美博士在洛杉矶成立的LHD美国联合动能科技有限公

司，目标锁定在新能源领域。
“这个团队有技术，也有回国创业、为国服务的愿

望，但没有资金。可能是出于从小的科学情怀吧，我就
下决心做了。”林东笑说。事实上，更大的动力来自他对
中国技术创新的关注。“如果我们成功了，就能为国家增
加一种新的清洁能源，这多么有意义。”

于是，管理专业出身、传统食品行业起家的林东一
头扎进了陌生的潮流能领域。他坦言，最初投资这个项
目时，并没想过会成功。“就是为了尝试自己想要做的
事，每年在项目中放 100 万美元，失败了就当是打水
漂。”不知不觉，林东已经投资了 1.6 亿元，而“几乎不

可能的事”也在他的坚持努力下渐渐展露希望的曙光。
如今，说起项目的各大系统，林东头头是道，俨然

专家。而这背后，作为项目总工程师的他没少下功夫，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是数不胜数。

“除了需要攻克技术难题，还要面对来自各方的质
疑。”说起往事，林东至今有些无奈。的确，一个商人去
做潮流能发电，甚至还要解决世界性难题，在不少人眼
中是不靠谱的。而林东憋着一口气，和团队一起在实验
室夜以继日地模拟实验、琢磨数据。严谨和科学，这是
他给自己和团队立下的规定。

今年 1月初，当这台装机容量 3.4兆瓦的潮流能发电
机组总成平台下海，林东用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打破了质
疑，要知道，此前位列世界之最的由英国国家实验室等
研发的潮流能发电站装机容量仅为1.2兆瓦。

新能源弄潮儿

其实，林东最早为人所知，并不是因为这套潮流能
发电机组。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他就因为自创的绿盛牛
肉干品牌而成为小有名气的“牛肉干大王”。

“我初中时读李嘉诚的传记，就梦想当一名企业
家。”林东说。于是，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创立杭州绿盛
食品有限公司，先从牛奶做起，之后专注于牛肉干的制
作生产。

如今，从传统食品行业转身进入新能源领域，林东的
跨界之大令人咋舌。然而，在他看来，搞新能源和做牛肉
干并不是完全无关的两件事。“之前做食品，每个新产品的
研发也是一个项目，从起意、立项、可行性研究，到最后产
品落地、推向市场，这与做新能源是相通的。”

更大的共通是对机遇的洞察和把握，这也是林东在

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同时收获成功的秘籍。2000 年，林
东前往澳大利亚留学。两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让这个自
称“从小城市走出”的年轻人彻底打开视野，也对经商
有了全新的理解。

“过去，我一直不喜欢别人叫我‘牛肉干大王’，总觉得
我一个大学生怎么沦落到去做牛肉干。”但很快，海外的所
见所闻让林东改变了这个想法。他发现，在国外，“炸鸡
腿、卖烧饼、做糖水照样能做出肯德基、必胜客、可口可乐
这样的大企业”。“我为什么不能把牛肉干做大？”这个念头
让林东一下子爱上“牛肉干大王”的称呼，也开始意识到品

牌战略能为企业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
在重新规划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品牌文化之后，小小

的牛肉干开始向大品牌转型，林东的绿盛牛肉干集团很
快迎来惊人的产值飙升，从 2000年的几百万元一路上涨
到如今的10亿元。

而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更为林东的事业提供一片最
肥沃的土壤。“在国外学习之后会更深地感受到，未来的
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是属于中国的。”

林东说，如今选择投身新能源领域，同样是因为他
洞察到新的机遇。这个机遇更大，那就是清洁能源必将
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全世界都在追求环保，中国同
样如此。”于是，敏锐的林东再次成为站在风口浪尖的那
个弄潮儿。

机遇洞察者

科学“发烧友”科学“发烧友”

图为俯瞰正在运行发电的潮流能发电机组。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图为俯瞰正在运行发电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图为俯瞰正在运行发电的潮流能发电机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他是被誉为“中国牛肉干大王”的商业巨擘，是澳大
利亚学成归来的工商管理硕士，也是近两年成功转型、用
小鼠标转动大奇迹的“互联网新贵”。

林东出生于 1974 年，浙江人。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
经济的第一拨风云人物大多出在饮料行业，这让林东很快
瞄准了目标。1993年，刚大学毕业的林东带着30万创业基
金注册了杭州绿盛食品有限公司，并开发出第一款产品绿
盛果粒橙，然而随着饮料旺季的流逝，林东迎来的是失
败。面对巨大的负债，他没有气馁，在进行一番深入的市
场调研后，林东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牛肉干制造业，又经几
番辗转沉浮，他最终扭亏为赢，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1999年，正值事业快速上升期的林东选择了去澳大利

亚拉筹伯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学成归来
的他带回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绿盛品牌文化发展战
略，也正是这套完整的战略规划为绿盛的发展打开了新局
面。这些年来，绿盛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年间那家小规模
食品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了一家拥有16万多平方米的现代
化厂房、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17 个省 80 多个地级市的大型
集团企业。

对于林东来说，创业的追求永无止境。近年来由互联
网带来的消费习惯和环境的改变，正蚕食着传统食品行业
的生存市场。林东也一直在思考，要如何利用互联网推陈
出新。2015年，绿盛集团开发出互联网专属定制产品“绿
盛小牛排”，并开发专属 APP作为唯一销售渠道。在传统
食品业式微的情况下，林东紧抓机遇，逆势飞扬。

满怀感恩之心，常存赤子情怀，是林东始终秉持坚守的信
念。多年来，绿盛在一次次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考验中屹立
不倒，以产品质量和企业良心得到社会认可；林东本人则始终
致力于社会慈善公益，他在全国各地捐建多所学校，资助贫困
学生，并热心侨联工作，向有困难的归侨伸出援助之手。

此外，自2008年开始，林东率先尝试“导师带徒”创
业行动，将自己的创业经验向有志于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及
海归人才倾囊相授。到现在，林东已累计投资 4000 多万
元，创建了多家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创业企业，先后指导帮
扶数个创业项目取得成功。

如今的林东又有了新的身份——世界首台海洋潮流能
发电机组项目总工程师。作为“向大海要电力”的第一
人，对新能源的前瞻性，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对创业无
止境的追求，使得林东对未来的成功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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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以下简称总商会）
110周年庆典在新加坡隆重举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成立于 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作为主宾出席本次庆典，并向总商
会颁发牌匾“聚商惠民”，肯定总商会在推动国家发
展、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李显龙在致辞中表示，总商会已成为政府在经
济转型中的重要伙伴，并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扮
演必不可少的角色。 （据新华网电）

商 机 商 讯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庆祝成立110周年

历 史 掌 故

商 论 语 丝

做中小企业主，心态很重要，公司虽然小，但一定要有管理大企业的胸怀。切
忌将自己束缚在公司的日常杂务中，不妨常常抽身做一些战略性思考，学会开阔自
己的视野。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

大算盘我会打，但小算盘，我不打，也打不到那么精。要看大利益，看长远，
只有做得正，才能做得久。世界上只要一天有太阳、有氧气、有人类，就永远有生
意的机会。但是时代变了，你要跟着时代变，不能到了21世纪还是20世纪的头脑。

——马来西亚华商、香格里拉酒店创始人郭鹤年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得到欧洲各国的热烈回应，旅法华侨华人也十分关心
这一巨大的市场和潜在的商机，将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能量，为中法两国的经
济、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法国广东会馆会长周吉庆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成绩，世界有目共睹，我从心底为中国发展的成就而感到自
豪。中国应该坚定不移走发展的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法国陈氏兄弟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陈克威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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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林东图为林东 （（右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压题图为陈芳故居压题图为陈芳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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