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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霸”到名律师

王金龙的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息息
相关。他是七七级大学生，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
大学生。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恢复高考让许多知识
分子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直都很善于学习、成绩
优异的王金龙把握住了这次机会，被北京对外贸易学
院录取。他的大学同学这样评价他：“金龙很有主见和
执行力，他是真正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是自我
驱动和自我实现的人。”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4年学习，成为王金龙人生的
重要转折。他在这里开阔了视野，走出原有局限。他
说：“外经贸大学，当年的北京外贸学院是我日后走向
世界的阶梯。她提供给我更加自信的知识的力量。许
多老师的教学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陆墨
珠、张荫余等。”

大学毕业后，王金龙被分到外贸部工作。1985

年，他自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
学位。一向对自己学习能力充满自信的他，第一节课
下来，竟然一句话都没听明白。他找到中国法律专家
爱德华教授，问：“我上了 3 周课，一个词也听不懂，
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请您告诉我，我还能不能跟得
上？”教授答道：“我告诉你，你永远也跟不上。你要
知道，我们法学院不教英文；更重要的是，这里也不
教法律。我们只教你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像律师一样
去思维。”这一席话令他豁然开朗，通过半年的努力，
王金龙顺利通过哥大法学院的全部考试并获得法学院
的模拟法庭最佳口头辩论。“正义就是程序，所以在美
国程序显得十分重要。”王金龙说。沉淀多年的工作阅
历和知识面在不断得到激发和唤起，他对美国式的法
律教育已经是如鱼得水。3年后，靠着这种学习方法和
思维能力，王金龙通过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律师资格的
考试，成为华人中同时获得双重律师资格的第一人并
进入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
业务让王金龙有机会深入到美国大企业的神经，观察
到它们发展中的问题，触摸到它们各不相同的企业文
化。他为它们做出法律判断，也感受到与它们某些价
值观的共鸣。

让星巴克带上“中国味”

王金龙和星巴克的相遇，让这个外国基因的品牌
在中国的推广中实现了“中国化”转型。王金龙 1992
年离开律师事务所，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和星巴克之间
毅然选择后者。因为他赞同星巴克的价值理念：把人
放在第一位以及鼓励创业的创新精神。他也被星巴克
咖啡店这个依靠着“嗅觉和视觉”为大家提供的一个
办公室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间的概念所吸引，深深感
受到它对人的沟通、生活方式、社区等，都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和改善。他回忆：“我选择公司时，星巴克是
点名我去做法律顾问的公司之一。我那时就看到，星
巴克虽然很小，但发展很快。另外，公司的文化非常
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他成为了
公司第一个内部律师，一进去就出任法律总监。1995
年星巴克开始考虑要向国际上拓展，王金龙开始承担
起北美之外的国际业务开拓。在那段时间里，他百分
之七八十的时间是在路上，对家里的照顾非常少。王
金龙回忆，“当时是我太太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也非
常辛苦。她跟很多人不一样，一直想回国。我跟太太

说，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回家。”因为这个承诺，2000年
的时候，王金龙向公司提出退休。回国，并在上海良
友金伴便利有限公司担任总裁。然而和星巴克解不开
的缘分，让他在 2005年底再回星巴克出任大中华区总
裁一职，将“体验式消费”理念带进了中国。从星巴
克进入中国，星巴克的优质服务及其“第三空间”理
念引起了顾客的共鸣，恰如其分地迎合了中国社会对
于远离尘嚣休闲场所的需求。王金龙充分尊重中国历
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将其与门店设计、地方食品和饮
料供应等方面完美结合。“细节是决定零售企业成败的
关键”，这是王金龙在星巴克多年工作中的体会。他
说：“企业的失败可能就是由于某个细节没有做好。为
此，星巴克食品在细节上要求非常严格，并投入了大
量经费以更新材料和进行人员培训。”王金龙认为，星
巴克成功的核心方法是必须认认真真做好每件小事
情。比如，一根小小的搅拌棒，在高温下会散发一些
树脂，从而影响口味和健康，所以星巴克的研究人员
用了 18个月时间，对这个小小的搅拌棒进行了研究和
改进。

用披萨带给人们欢乐

对于王金龙来说，不断挑战自我的人生无疑是更
值得追求的。当星巴克在中国获得成功后，他又开始
了新的挑战，走马上任成为英国餐饮连锁“披萨快
递”的全球董事局主席。PizzaMarzano 是“披萨快递”
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名字。PizzaMarzano原本译作“马上
诺”，如今改为“玛尚诺”。寓意更加美好的汉字，也
反映出品牌力图摆脱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的“快餐”
印象，关注于包括但不局限于食物本身的全面升级。
如何实现国际品牌在中国的本土化，王金龙有丰富的
经验，对于“玛尚诺”，他认为这是涉及“熟悉度”的
问题。根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发团队还特别定制并推
出了一款富有中国特色口味的“北京烤鸭披萨”，现烤
的鸭胸肉加上意大利进口海鲜酱、芝士和京葱黄瓜
等。带给人们欢乐是王金龙在动员消费者方面的特殊
做法。“玛尚诺”有一个针对儿童的披萨制作派对，在
中国市场是很特别的，会根据消费者需求随时安排。
王金龙希望能够使孩子真正成为孩子，而不是学习的
机器，让他们有创造力，有童心，有想象力，能够表
现自己，也懂得跟别人沟通合作，这些，都能在披萨
制作派对逐步得到锻炼和实践。

金蓝盾应邀参加世界华商大会
本报电 第十四届世界华商大会日前在缅甸仰

光召开，北京金蓝盾保安服务公司董事长李海朋
应邀参加并考察了东南亚国家的保安服务业。据
介绍，该公司目前已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相关方进行接触、洽谈，抓住“一带一路”的机
遇，把安保业务拓展到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与当
地华商联合，为当地、为华商提供华人自己的安
保服务。

广东侨联访问拉美粤商代表团
近日，广东省侨联主席程学源会见了巴西广

东商会会长苏梓祐、阿根廷广东商会会长余永辉
率领的2017粤商大会拉美代表团。

程学源对拉美地区海外乡亲长期支持广东侨
联工作表示感谢，对拉美13个国家和地区的粤商
组织抱团发展、组建拉美粤商联盟、筹建广州办
事处、打造经贸合作交流平台表示赞许。

苏梓祐随后介绍了拉美地区 13个国家和地区
粤商组织联合组建拉美粤商联盟、成立广州办事
处的构想和发展蓝图。代表团成员表示，将团结
一致打造拉美粤商联盟经贸平台，主动融入华商
协作网络，带动拉美更多海外华商回广东投资创
业，为促进拉美地区与祖国的经贸科技合作交流
和家乡的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交流座谈会现场 (来源：广东省侨联)

加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办主题活动
近日，加拿大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在蒙特利尔举

办主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开幕晚宴。加拿大
总理特鲁多、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彭惊涛等致函
祝贺。当地政商各界约200名嘉宾出席晚宴。

该协会董事会主席巫嘉雄致词表示，作为服务
中小企业的非营利组织，加拿大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将努力打造成为加中两国经贸、商业合作的桥梁。

作为该协会名誉会长的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
朴致词时表示，加中关系向好，该协会必将在促
进加拿大企业了解中国、分享经验等方面发挥重
要和积极的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西班牙侨商会与高校签署合作协议
日前，由浙江中华文化学院主导，哈兔中文

网络学院发起，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西班牙侨商会、欧洲华商商学院、意大
利侨网等共同参与的政、商、学、研、媒及海外
社团协同创新研讨会在哈兔总部举行。

会上，西班牙侨商会分别与浙江外国语学
院、哈兔中文网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
时，会议还举行了浙江外国语学院授予西班牙侨
商会“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修基地”的授牌仪式
和西班牙侨商会与哈兔中文网络学院“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战略合作伙伴”揭牌仪式。

西班牙侨商会会长金浩在发言时表示，西班
牙侨商会是一个年轻的商会，会员们都有责任、
有使命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西班牙，也愿意在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助推
中华文化走出去。

（来源：《青田侨报》）

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潘婷婷，从
一个刚来美国、语言不通的女工，通
过不断的学习奋斗和自我突破，从优
秀的美国注册税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
人，再到专业人士和艺术文化平台的
打造者，逐渐成为新一代移民中知识
改变命运的典范。

从女工到专业人士

潘婷婷 2000 年移民来到美国硅
谷。刚到美国时，由于英文不好，她
费尽力气也只找得到一家光纤厂女工
的职位。工作使她深深地意识到英文
交流能力和专业知识对于一个移民的
重要性。于是，她一口气从社区学校
的英文强化班，读到了会计硕士。

为了锻炼自己的沟通交际能力，
在硕士期间，潘婷婷参加了学校的会
计学生俱乐部。当时，俱乐部想做一
个招聘活动，需要联系当地各大会计
事务所来学校与学生交流。由于没有
相关经验，俱乐部没有人接手做这件
事。本着试一试的态度，潘婷婷就和
另一个美国女孩着手进行这项任务。

良好的语言沟通与组织能力，加
上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潘婷婷在毕业
时，成功赢得了安永会计事务的税务
会计师职位。这段经历，让潘婷婷在

心理上克服了从 0 到 1 做事情的恐惧
感。

转型为创业人士

在安永会计事务所的几年，让潘
婷婷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得到了迅速提
高。而得益于此前在学校培养出的优
秀组织能力，在服务税务客户的同

时，潘婷婷还被安排帮助事务所高层
打理定期的客户活动。

随着经验和人脉的增加，渐渐
地，潘婷婷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但是由于毫无创业经验，又没有合适
的创业导师，潘婷婷和几个朋友决定
先为有创业想法的人建立一个定期活
动群，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学习提高。

通过活动群，潘婷婷不仅学习到了很
多创业知识，也从和众多创业者的交
流中得到了鼓励。2010年，潘婷婷和
朋友一起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

热心文化交流事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潘婷婷也由一
个初来乍到的懵懂少女成长为了一名
孩子的妈妈。为了让孩子能够在海外
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潘婷婷不断尝
试在硅谷地区接触优秀的华裔艺术
家。

渐渐地，她发现，很多优秀的艺
术家在移民之后，虽然在海外有传承
的想法，但是由于缺少市场宣传和组
织平台，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对于
华裔的孩子和家长来说，是一件遗憾
的事。于是，潘婷婷又协助硅谷地区
的华裔艺术家于2016年创立了小红花
文化交流平台。期待不久的将来，这
个平台可以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作用。

虽然工作和家庭占据了潘婷婷绝
大多数的时间，但在业余时间，潘婷婷
还热心支持中美文化交流事业。她做
为志愿者参与组织的第五届硅谷电影
节，第一次引入中国电影参加影展，为
中美民间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王金龙：

从星从星巴克到巴克到““玛尚诺玛尚诺””
张永恒 崔依依 姜洁冰

他在中国做过英语老师，

在美国做过职业律师。上世纪

90年代初，他加入了一家美国

小企业，协助这家企业从美国

的一间区域性小店，成长为一

家全球性的大品牌。他就是曾

任星巴克大中华区董事长和亚

太区总裁、现任“披萨快递”

的全球董事局主席的王金龙。

在他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

名儒商的气质，中庸、谦和，

但又果敢、进取，这些特质让

他成功将星巴克在中国从零到

遍布全国 467 家门店的规模，

也让他将“披萨快递”成功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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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金龙在星巴克咖啡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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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婷婷：知识改变命运
文 子

图为潘婷婷 （一排左五） 为 《硅谷大佬》 节目在美国筹备活动。
资料图片

图为潘婷婷 （一排左五） 为 《硅谷大佬》 节目在美国筹备活动。
资料图片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商 论 语 丝

我对中国一向是看好的，以中国5000年的文化背景，可以跟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作对比。中国目前有资金、技术和市场，和30前年不可同日
而语。这个世纪做什么一定要看中国。

——印尼力宝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文正

“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时，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不理解，以为只对中国
好，了解过后，他们才明白，这条“路”经过哪里，哪里就好。

——完美 （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

中国经济正飞速崛起，日益成为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而
华商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企业界合作交往的桥梁。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国璋

做企业也是做人，做人不能忘本。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
你。我们是同事，也是好朋友、兄弟姐妹。在我看来，没有老板养活的员工，
只有员工养活的老板。领导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别人反对一定有原因，公
司不能变成一言堂，意见不一致时管理层首先需要自我反思。

——新加坡优联能源集团执行董事张学彬

看你重视什么，这就是价值观。时间、金钱、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
价值观决定成败格局。不做孤注一掷的事情，每次进攻都要进可攻，退可
守，一步一个脚印。

——泰国泰世界集团董事长陈克齐

人生有两种“忙法”，一种好似码头的搬运工人，每搬运一包米，领一
只签，天黑收工时总计结算工钱。而另一种忙法，是用精细化、现代化的方
式忙碌，不拼体力，拼想法、拼技术。我们不是码头工人，我们一定要像后
者那样的忙碌。

——印尼金光集团农业食品部总裁黄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