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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邀请华侨归国建设，其
实我认为不用邀请，在每个华侨心里，故乡都有
一个重要的位置，只要吃饱穿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反哺故乡。”近日，西班牙王国四川总商会
会长曾湧对记者表示。

已移居海外 30 余年的曾湧曾在日本、波兰、
西班牙多地经营企业。“我出去几十年了，但是
脑子里一直是小时候生活的成都天府广场的画
面。”曾湧说，“天府广场曾经有一片橄榄树，
在我记忆中最深刻。西班牙的油橄榄产业发展很
好，如何把这个产业引到四川就成了我的一种情
怀。”

为了这种情怀，曾湧从2002年开始在四川西
昌、丹巴、广元、达州等地“驯服”油橄榄种
苗，终于在2009年，将树种阿贝基娜落种在四川
省金堂县淮口镇。

经过近年的发展，油橄榄产业逐
渐被当地农户接受。曾湧介绍，油橄
榄产业在金堂地区不断发展，同时带
动中江、仁寿、简阳、内江等城市，
现在四川龙泉山脉片区已种植4.8万亩
油橄榄。

“我小时候在四川，金堂这边的土
地长的红薯都只有小指头那么大，因
为土壤太贫瘠。现在种上油橄榄，农
民一亩年收入1万多元，我真觉得自己
十多年的功夫没白费。”曾湧说，更重
要的是，这项产业得到政府部门的认
可与支持，油橄榄种植区的基础设施
得到了很大提升。

据了解，四川省金堂县已将油橄
榄作为主要发展产业之一。今年 7月，
金堂县出台 《十万亩油橄榄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提出将种植 10 万亩油橄

榄，与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相互交融，按照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突出橄榄文
化、地中海风情元素，发挥油橄榄产业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曾经有人笑我，别人都是把鸡蛋拿到祖籍
国卖，而我是把母鸡和鸡蛋一起带回来，我觉得
就是应该这样，扶贫效益最长久的还是产业扶
贫。”曾湧表示，在油橄榄产业基础上，西班牙
四川商会还将引入一个中国、西班牙文化交流的
基地，将西班牙歌舞剧、足球青少年训练等产业
引入中国西部市场。

“‘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需要我们华侨
华人去落实，去填充内容，去创新形式。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与家乡共同发展，这与自己
做一次贸易，赚一点钱相比，感受是不可同日而
语的。”曾湧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

“乡愁”结出美丽果实

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这是冯定献近年的状
态。

“要说发展机会，当然是中国更多。说实话，如果
我没出国，事业发展得肯定比现在更好。”眼前的冯定
献，温文尔雅，气质内敛，“和我同期的人现在都发展得
更好。可能我在德国时间久了，人也变得保守的缘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坐看机会从指间溜走。
1995年，家乡温州正处在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过程

中。“那年，在香港一个轻工类展销会上，温州市政府
推出了一些房地产招商项目，那是建设中的温州火车站
附近的几处地块。我当时贸易做得小有成就，市领导特
意找我谈话，鼓励我投资。”于是，冯定献与温州市政
府签订了两个地块开发合作意向书。侨商回归温州，这
在当时成为当地不小的新闻。

这是冯定献第一次涉足房地产业，既为家乡建设添
砖加瓦，也为自己的事业开拓了新天地。自此，他或主
导或参与了国内多个地产项目。

2003年，在靠近温州机场的龙湾区，一家三星级酒
店都没有。回乡发展的冯定献作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
定：建一家五星级酒店。

“那时候，温州已经比较富裕了。但当时我带外商
到温州考察，都要住到几十公里之外，很不方便。”冯
定献回忆说，“很多专业人士都劝我，千万别建五星，
最多三星。朋友们也断言，五星酒店百分百不会成功。”

但是，冯定献相信自己的判断。“市场有需求；地
理位置好；而且，这也是当地经济配套发展的需要。”
2009年，酒店建成。开门迎客之初，入住率就大大超出
预想，出租车闻讯而来、排起长龙，周边的购物、餐饮
也渐成规模。

当家乡发出“浙商回归”的召唤时，他更是积极响
应。2011年，他发起并投资2亿多元成立龙湾富际小额

贷款公司。
“做小额贷款对发起人的要求很高。发起人的企业

必须多年赢利，而且不能有任何不良记录。而且，小额
贷款的利息比银行高，但是没有抵押。如何借贷，完全
凭借自己的分析。”在国内拥有多家企业的冯定献迎难
而上。“这也是当地发展比较需要的项目。幸运的是，
我们发展得还不错。”

2011年末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冯定献的小额
贷款公司平稳度过。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冯定献分析
说：“我们贷款的对象大部分是侨资企业。企业情况我
都很熟悉。那次风波对侨资影响不大。而且，我们团队
很团结，股东内部没有出现问题。”

“随着国内经济环境越来越好，我相信，再过几
年，企业的经营状况一定会更好。”平缓的语气说的是
对未来的希望。“其实，这些项目都不是特别大，也不
会带来高额利润。但是，我有自己的团队，有很好的基
础，就是希望能多做一些事情。”

亲身演绎“吃亏是福”

很多人对冯定献的评价都是“懂得吃亏的商人”。
他签第一份合同时就肯吃亏。20 世纪 70 年代，伴

随着温州农村大批乡镇家庭作坊的创办，一支浩浩荡荡
的“供销大军”随之产生，冯定献便是其中一员。他曾
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大冬天，花20多天跑了大连200多
家单位做推销。终于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决定签下
价值 3 万元的合同。但就在签合同之前，他却提出：

“我们是第一次合作，您还是少订点。如果您觉得满意
了，再签第二单也不迟。”就这一句话，虽然合同只签
了 9000 元，却赢得了这家公司的信任，与其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关系。

而立之年，他放弃国内已经做得红红火火的生意，
决定到德国重新开辟一片天地。“当时我在国内已经注
册了自己的品牌，讲究质量，客户中也有外国人，他们
认可我们产品的质量。所以，我当时很有信心，相信在
国外，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但是，这一次，冯定献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那
时，还没有多少人信任“中国制造”的品质。“半年时
间，我参加了德国 8 个展销会，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
连续几天几夜不睡的时候很多。精力财力都严重透支。”

又是肯吃亏为他打开了局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一
家瑞士公司试探性地定了一批打火机。为让客户满意，
相信“中国制造”，冯定献严把质量关，第一批货的成
本比计划高出20%。不过，也为他赢得了一个十几年的
长期客户。

在为人上，冯定献乐于奉献。
在海外创业，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资金短缺。每次身

边华商遇到这种情况，冯定献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
手。“几万、几十万元人民币，虽然不多，但很可能就

帮助别人渡过了难关。”他笑言，“我不光自己出钱，还
会发动身边的朋友。”

“我起步的时候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可以说，没
有别人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如今，我能帮到别人，
真的非常高兴。”这为冯定献赢得了好人缘，从而在从
事社团工作时如鱼得水。他曾一天来回奔波 400 多公
里，让一对结怨 10 多年的侨领杯酒泯恩仇。2007 年，
为表彰其为欧洲当地社会以及华社作出的贡献，冯定献
获得“欧盟之星”金质勋章。

赤子之心乐捐不疲

“我上学不多。我们这一代人里像我这样的情况不
少。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培养了很好的下一代。”说起
自己的3个子女，冯定献的笑容很灿烂。“我的3个孩子
都是在中国接受了小学基础教育，保证他们不会丢掉中
文、不会忘记根。现在，大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在美国完
成大学教育并开始参与到我的事业中。”

对教育的重视推动他不断捐资助学。
“希望我的小小资助能使你们的压力得到缓解，心

灵得到慰藉，精神得到奋发，人生走向宽广。”这是冯
定献写给受助贫困大学生的回信。2003年通过浙江省委
统战部，冯定献在浙江大学设立了“献华奖学金”，捐
资 100万元，给 100名贫困而成绩优良的学生每人每年
2500元的学费补助。不少贫困大学生受助后，都给冯定
献写了感谢信。

“有了这笔钱作为生活费，我就能安心读书了，获
得了3次一等奖学金”、“这份资助体现着一份社会责任
感……”。他说，他最珍贵的礼物是67封来自浙江大学
受助学生的来信。每封信都代表一颗沉甸甸的感恩之
心，也让他感受到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价值，激励
他要办好企业，让更多的人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

当然，捐资助学只是他做的公益的一部分。
“人在国外，会特别爱国。只要中国有困难，我一

定会捐助。”2017 年 2月，为了支持温州肯恩大学教育
发展，他通过温州市慈善总会捐资 100万元。2015年 6
月，他带头发起捐款共115万元人民币用于改造麻粟坡
县一所学校。2014年4月，为了大力支持温州市“五水
共治”行动，他牵头号召在外的温籍侨胞、侨团向温州
市慈善总会侨爱分会共捐资200万元，设立了“五水共
治”奖励基金，同年9月，他又通过浙江海外联谊会捐
建“五水共治”50 万元。2012 年和 2013 年，他分别两
次各捐赠 50 万元用于龙湾区的助学和教育基金会建设
项目。同年，他还带头募捐 50 万元用于温州市鹿城区
少艺校艺术大楼建设……自 2003 年起至今，冯定献有
记录的捐助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

爱国爱乡已经融入冯定献的血液。从中国到德国，
再从德国到中国，兜兜转转，冯定献始终不曾忘怀的
是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

德国华商冯定献：

兜兜转转不忘爱国爱乡
本报记者 张 红

德国华商冯定献：

兜兜转转不忘爱国爱乡爱国爱乡
本报记者 张 红

17岁时，走出村口的那条小路，冯定献离开了家乡浙江温州。那一

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第一次出远门的冯定献，成为浩浩荡荡温州

“十万供销大军”中的一员。他只身闯荡东北，又闯到了德国。出人意料的

是，在德国站稳脚跟后，他又转回中国，成为“温商回归”大潮中的一员。

兜兜转转，近 40 年过去了。如今的冯定献，在国内浙商圈口碑良

好，是浙商总会中唯一具有华侨身份的副会长；在国外华商圈，他年轻却

有威望，是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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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湧的“橄榄树”情怀
杨 珺

曾湧的“橄榄树”情怀
杨 珺

图为油橄榄树 中新社记者 卢 辉摄图为油橄榄树 中新社记者 卢 辉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海外华人、侨
商比较集中的地区，印尼作为东盟人口最
多、面积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市
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其“全球海上支
点”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有许多
契合之处。

——澳门印尼中华联谊会会长陈海磷

泰国从古到今就是海外华人重要的聚
居地，中泰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数百万旅
泰乡亲一直心怀故土，情系家乡。很多企
业家、当地商会一直在寻求合适的契机与
可行项目回乡兴业，渴望为家乡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让年轻一代华侨与
家乡有更多的交流。近年来，潮汕地区在
各个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从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治理到投资环境等方面都取得了
突出成绩，广大旅泰华侨华人为此感到骄
傲和自豪，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由衷赞
赏，对回乡投资兴业，参与家乡经济社会
建设充满信心。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振治

“一带一路”的建设，将造福亚洲，中
国发展的“列车”将惠及广大华商。“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对于海
外华商是空前的。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组建，国内对东盟的投资必将加
大。而东盟自贸区沿岸汇集着 4000 多万的
华侨华人，广阔的贸易空间和更加自由的
贸易平台，为华商扩大产业布局提供了巨
大的投资和合作机会。

——广西泰国总会主席李铭如

商 论 语 丝商 论 语 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

法国是一个富有浪漫与时尚的国家。
讲好产品故事、推广茶文化、传播茶艺
术，让茶叶从产品变为生活的艺术、日常
起居的趣味，才能让当地人真正认可并喜
爱中国茶。中欧茶学社成立后，我们会通过
举办多样化的社团活动，比如茶艺表演、茶
会、茶艺培训等，吸引在里昂的留学生和当
地大学生参与，以这一年轻群体为载体，将
闽南茶文化逐渐传播到各个群体。

——中欧茶学社牵头人、三和茶叶董
事长吴荣山

“雄鹰之星”在非洲市场的业绩蒸蒸日
上，一是因为国内生产的设备性价比高，
广受欢迎，二是咱中国制造以服务优势与
洋品牌竞争，用户放心。比如，非洲基础
设施差，电压忽高忽低。为保证加油站的
正常作业，我们积极与国内制造商对接，
将加油机改进，使其能适应150伏至300伏
的宽幅电压。

——雄鹰之星尼日利亚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维杭

了解所去国家的政治、经济、法规法
律等，这是所有华商一定要上的一课，因
此需要政府、智库专家学者一起研讨，帮
助侨商、民企走出去取得成功。此外，要
加强金融支持，特别是对民企、侨商企业
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注意对接当
地的华侨华人的企业和商会，这是华商最
好的优势。如果找得到合适的企业共同合
作，风险会降低。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绯玲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为服务全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企业抢抓机
遇转型升级，南京市侨办近年来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广泛联络优质客商和高层次人才，涵养了一批
优质侨务资源。近日，经过多方联络，南京市侨办成功促
成菲华商联总会代表团一行 6人赴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
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对接洽谈。

此次活动是南京市侨办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借助“一
带一路”建设机遇积极推动在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一项
有益举措。下一步，南京市侨办将结合当地产业优势和发
展规划，持续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侨团、商会和专业
协会的宣传，深入了解当地的产业特色和市场需求，通过
精准对接和周到服务搭建海内外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进
一步推动南京企业“走出去”，服务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大局。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2017 年侨商广西行·走进美丽防城
港”活动在防城港举行，来自世界 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侨商侨领以及出席世界钦廉灵防同乡恳亲
大会的乡亲，共计700多人齐聚防城港，共寻“一
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发展新商机。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侨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广西侨办和防城港市政府承
办，旨在充分发挥海外侨商在资金、技术、人才
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广西与海外各界交流合作。

据介绍，“侨商广西行”活动自 2010 年以
来，先后在广西贵港、河池、百色、来宾、玉林
等市成功举办，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重点侨商到
广西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广西是全国重点侨乡
之一，桂籍海外华侨华人有 700 多万，分布在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防城港市有归侨、侨眷
22 万人，有旅居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约
42 万人。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新生
代华商的联系，北京市侨办会同石景山区政
府、首钢集团、冬奥组委共同组织第 41期海外
华裔青年企业家中国经济研修班学员到北京侨
梦苑参观考察 （如图）。本期研修班共有46名学
员，主要来自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青商会以及
马来西亚知名企业家。

学员们参观了北京侨梦苑和海外院士专家
北京工作站，参观了冬奥组委办公区，听取了
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北京侨梦苑和海外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情况的介绍，还专门听取了北京
市商务委关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相
关情况的介绍。

（来源：中国侨网）

马来西亚华商齐聚北京侨梦苑马来西亚华商齐聚北京侨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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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侨办助推企业南京侨办助推企业““走出去走出去””

图为冯定献图为冯定献 （（左二左二）） 在在 20172017““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德中国德中国
际合作论坛上发言际合作论坛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