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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维 打造品牌

自 2015 年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大力倡导并推动
“万侨创新”计划，希望广大侨商和科技人士抓住“十三
五”时期各种战略机遇，实现自身事业的更大发展，助推
中国经济创新发展。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表示，传统侨企和新侨专业人士之
间应该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促进新老侨资企业“二次创
业、协同创新、转型升级”。

法国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也是全世界最讲究穿衣品
位的群体，人们对时尚的推崇也造就了当地服装产业的兴
盛。

当你在法国巴黎时尚中心走一圈，会发现几乎被华二
代“占领”了。

22岁的华商温大维，组建起一个5人年轻团队，团队
中最小的只有 19 岁。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团队，他们设计
服装，寻找客商，参加展览会。两年多时间，他们这个面
向16-30岁年龄层的品牌就在欧洲有了一定的市场。

在巴黎从事眼镜行业的华二代陈崇，开办了一家高端
专业眼镜店，打造出自身特色，吸引了大量法国客户。目
前正计划去北京、上海开设分店。他说：“做我们这一行
的，要跟着潮流走，改变老一代华商传统的经营方式。要
学会转变思维，打造出属于华裔新生代年轻的品牌。”

此外，在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地，华裔新生代秉承
创新理念，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生产中高端产品，打造
特色品牌，融通多元市场，华人商圈正悄悄发生变化。

“我从生产副线产品，转到经营高端特色产品，聘请
年轻设计师，打造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在意大利从事
服装生意的张小扬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父亲当初就是
开服装加工厂起家，采取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但现在也
到了瓶颈期。所以我要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打通
主流市场。”

转型升级 扩大市场

“我认为，知识改变命运。对于我们华裔新生代来
说，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比较开放和活跃，比较关
注国内国外高新科技的发展趋势。”在美国华盛顿从事川
宗中餐创业项目的傅子龙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传统的实
体产业要与新兴的科技产物，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
高新科技结合，积极的进行转型升级，这样才有更大的市
场空间。而老一辈华商比较注重产业规模，却缺少创新思
维。”

“我从事服装批发进出口贸易几年后，深切体会到转
型升级的必要性，一直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在法国
巴黎从事服装设计的王世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除了聘
请知名设计师外，我找一些年轻面孔代言产品，打造潮流
服装。此外，还要有新媒体思维，我通过国内外社交媒体
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将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们品牌。”

华裔新生代别出心裁地创业思维，独具一格的经营模
式，新颖的销售策略，在各个领域走出了一条转型升级之
路。

“父亲总告诉我，门面大了，店面多了，钱就好赚
了。其实不然，我觉得服装行业中‘质’的重要性要大于

‘量’，薄利多销模式已经过时了，要学会转型。要细分市
场，找好定位，锁定目标客户群。要在快速发展的服装行
业中寻求变数，在进货渠道、服装质量、款式设计、销售
模式、售后服务等方面不断摸索和改进。此外，还要延伸
产业垂直链，加入体验店营销，加大文化产品的打造。”
在意大利米兰从事服装高端定做的周琪鹏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

此外，华裔新生代逐渐学会融合多元市场，认识到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我从事女装行业有 5 年多了，我认为要在‘大同’

的服装行业中找到‘大不同’。”在英国伦敦从事服装行业
的年轻华商张琢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创店之初我就
开办了官方网站，从韩国首尔、法国巴黎、日本大阪等潮
流前沿地将最新款服装空运至伦敦，并与一些潮流服装品
牌保持联系，时刻了解各国服饰潮流，通过国际间多元合
作，不断扩大市场。”

政策支持 中西搭台

据法国BFMTV电视台报道，在欧洲，各国对纯电动
车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尽相同。法国以高额的公共补贴成为
全欧典范。据法国全国电动汽车发展协会统计，购买纯电
动车可一次性减免2.5万至3万欧元，每次充电还可获得2
欧元补贴。

在巴黎北郊从事摩托车、电动车进出口贸易的蔡杰克
发现了这一商机，开始发展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业务。

“欧洲摩托车的需求不断上升，我开始将‘中国制造’的
电动汽车、摩托车引进法国，销量不错。”蔡杰克说。

“华商一些协会也开始研究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政策措施，

里面有很多商机。比如大巴黎改造计划，有没有华商可以提

供的产品？不能老在传统行业里打转，现在中国的产品技术

含量很高，只要符合欧盟标准，就能引进来。中国电动汽车

正在制定国际标准，欧洲也许要跟着中国走。现在我正准备

在中国国内拓展事业。”蔡杰克说。

“我们在海外有比较多的产业资源，也有很多创新的想法

和营销策略。希望能够将优势资源与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

打破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从而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在美国

从事人工智能行业的邱航羽接受采访时说。

华裔新生代敢为人先，积极带动传统华商转型升级，发

现市场中暗蕴的机遇，用开放、多元、创新的思维，打破传

统华商的刻板印象，积极探索，努力进取，为华裔新生代正

了名。

《欧洲时报》近日发文称，法国华裔第

二代正走进公众视野，他们的创业思路与老

一代华商有着根本不同。他们组建年轻团

队、创立特色品牌、主动寻求商机。不仅在

法国，目前越来越多的华裔新生代不断地开

拓进取，转变思维，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

为华裔新生代正名。

侨 界 关 注

他是新中国唯一的一位获得美国建筑师学院院士的大
陆人；他被誉为当代小贝聿铭，受到过中国领导人访美时
的亲切接见；他曾是全美国前 10 大建筑设计公司的总裁
……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就是建
筑师张铭。

结缘建筑：初出茅庐，拔得头筹

和许多淘金者不同，张铭是因为自身的优秀来到美
国。1986 年，张铭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回忆起初来的经
历，张铭还是能记起许多细节，“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一
个月工资才拿60元钱，也没有任何海外亲戚，所以只能靠
公费出国。”国家一次性给出的出国费用，对当时的张铭来
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他没有舍得全部自己留下，而是将几
乎一半的钱留给了妈妈。而他自己初来美国，为了省钱，
就租在一个蟑螂、老鼠特别多的“鬼屋”公寓里面。

张铭一直是个非常能吃苦的人，在留学生涯中，他并
没有利用国家每个月给的 300美元补助去胡乱花费，而是
有计划的节省下来，除了必要的房租和生活开销，张铭每个
月都能存至少 100美元。一年半之后，张铭用节省下来的钱
给家里买了八大件。提起这段，张铭说当时就挺有成就感，

“那个时候像进口电冰箱都要指标，在国内买不到，不过我们
可以去出国人员服务部，可以拿外汇指标买八大件。”

在建筑行业初出茅庐的张铭，很快就展现出了他的与
众不同。张铭说，在建筑这个行业，创业之初只能通过设
计竞赛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因为如果公司没有一定的资
质，没有相应的信誉，别人就不会找上门来。张铭的优势之
一就是曾经代表美国的大公司在中国做了很多客户的项目
设计，有资源，很多人都认同张铭的个人品牌。“他们都要求
我参加当时叫做‘厦门江头高层建筑群’的国际设计竞赛，当
时有四十几家参加竞赛，竞争很激烈”，张铭抓住了这个机
会，拔得头筹，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奖。年轻的张铭凭借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之后的数次竞标中接连获胜。

痴迷设计：天人合一，中西合璧

在张铭看来，“设计”一词可以拆分来解读，设就是设
想，计就是计划。设计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战略意
义的创意过程，落实到建筑和产品上，目的是为了产品更
受使用者的欢迎。张铭的设计理念就是人性化的天人合一

的设计，尊重使用者的感受，尊重当地环境和文化，不仅
让使用者在里面感到舒适，还要有跳跃性的地方抓住特定
需求。很多人在上海新天地流连忘返，因为它既结合了上
海老里弄的元素，功能上又完全现代化，这就是新的人性
化的商业体现，也可以说是它的亮点。好的设计应该是

“去设计”的设计，是一个升华的过程。
张铭介绍说，2006年他设计微软公司所在城市雷德蒙

市政厅，这个政府项目需要公开设计招标，当时邀请到十
几家很有名的设计公司参与。张铭他们并没有很多政府项
目经验，没想到当时13个评委无记名投票全部投他们为第
一名，市民评选也是第一。张铭觉得这对他来说鼓励很
大，第一次在不擅长的领域战胜这么多有经验的国际性品
牌公司，这也充分反映了好的创意绝对能获得大家的赏
识。这个项目的创意就是将中国的天人合一元素结合在其
中，在体现政府威严的时候，也融合进亲民的元素，让大
家有亲切感，真正把政府变成服务社区的地方。

由于很好地吸收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精髓，在高层建
筑、城市综合体的开发规划、民用建筑、公司总部、高科
技园区以及总体规划等方面，张铭显示了卓越的设计才
华。不仅在美国设计了许多著名的建筑作品，他率领的团
队在参与中国市场之后，仅用10年时间投标25个项目就中
标20个项目。至今张铭已在中国60个城市完成了100多个
项目的设计，包括华为北京科技环保园，上海张江集电
港，好几个华润万象城，湖南健康产业城，福州海峡青年
交流营等。他的合伙人曾经称赞他为“最具有天赋、最具
有天才、最具有创意”的设计师。

看待成就：初心不变，回归平常

张铭身上始终有一种谦谦君子的气质，这或许得益于
他有一位教语文和国画的父亲。早已功成名就的张铭，在
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时，只是淡淡的说，“我是个很
平常的人。我只要不出差，就争取每天送儿女上学，尽量
做一个称职的爸爸。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成就，就是喜
欢做设计。设计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不进则退。怎么
看待自己和别人怎么看待你，是两回事。”

回忆起当初为什么选择建筑行业，张铭认为和小时候
的两个经历有关。他 10岁的时候跟祖父去上海看姑奶奶，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人民广场边的国际饭店，有24层楼，在
上世纪 70年代的时候太少见了。“当时想都没想到，像我

们南京也就是七八层高了不得了，所以看到24层在小孩子
眼中觉得就是个奇迹”，张铭认为自己之所以后来选建筑，
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他小学有个同学的叔叔外派到联合
国，寄了一张纽约的明信片回来，上面的帝国大厦有 100
层，张铭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高的建筑。
张铭认为，就是当初的好奇心让他与建筑结缘。而他从小
就文理艺体各科全面发展，这为他后来的建筑师生涯打下
良好的基础。

对于现在的年轻设计师如何培养独立精神和创新精
神，张铭给出的建议就是，做设计独立思考很重要，但是
一切都需要平衡。他觉得，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一定要
有开放的思维，就是要能接纳别人的观点，并延伸出灵
感。设计师要有团队观念，不仅是设计师团队内部的合
作，更是和开发商、顾问团队以及政府等的合作。随着技
术的不断完善、信息量的激增，年轻设计师的前途无限。

美籍华裔建筑师张铭

吸纳中西文化 成就卓越人生
崔依依 姜洁冰

中国有句古话，“棒打出孝
子”。以打骂方式管教孩子，似
乎成为华人教育孩子的特色。而
此理论放到有些国家实践，可能
给家长带来大麻烦。

纽约华人母亲吴女士，因 6
岁儿子逃学，一气之下用藤条打
了他两下。儿子回校上课，被老
师发现伤痕。老师向纽约儿童福
利局举报，吴女士被控伤害儿童
等八项刑事罪名，身负保护令，
不得接近儿子，被迫搬出家中。

意大利一位华人奶奶则被
“热心”邻居送进警局。起因是
其6岁小孙子调皮，老人动手打
了孩子。邻居听到孩子的哭喊声
报了警，警方赶到发现孩子脸上
有伤，就以实施家暴为由将老人
逮捕。

类似事情屡见不鲜，在中国文
化中看似合理的教子行为，在国外
竟可能触犯法律。华人教子方式为
何与国外社会如此格格不入呢？

英国华人朱俊华夫妇选择在
家教授孩子。“在家上学”流行
于英国很多家庭。为何在家上学？
原因竟是，为学中文。

“女儿中文本来很好。上小学
后英文在班里出类拔萃，但中文
却退步很明显。”朱俊华介绍，女
儿每天在家吟诵《弟子规》《三字
经》等中文经典，学习汉字。

美国华人母亲雷雷也有一套
“育儿经”。她的儿子是西点军校
学生，2017年6月获西点军校综
合得分第一名。雷雷是美国华人

基金会创始人，常常告诫孩子要有感恩的心。鼓励
孩子参与公益，在海滩捡垃圾，暑期到中国贫困地
区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毅力。

“华人船王”赵锡成曾说，让孩子长进，一定要
得法，父母需要和孩子“契合”。

他说，家庭教育原则之一就是团体意识。赵家
女儿们除打扫自己房间，周末还帮助整理花园、草
坪、清理游泳池。就连家门前的柏油路面，都是五
姐妹在父亲指挥下铺成。

可见，在教子这件事上，方法尤为重要。家长
发挥创意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
方式。 （据中国侨网）

商务部与国侨办签署合作协议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7年12月26日，商务部

部长钟山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举行工作
会谈，共同研究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推动形成工
作互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横向协作”合作
新格局，更好发挥商务工作促进侨务事业发展的积
极作用。

双方将通过加强政策指导沟通，建立协商协调
机制，打造服务平台，帮助华侨华人及时了解和准
确解读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增强华侨华人回
国创新创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提升侨资企业经营发展能力，促进国内外
华商企业联系与合作，助力国家发展和中国企业

“走出去”，推动提升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水平。
会谈后，钟山和裘援平共同签署了 《商务部与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合作框架协议》。
（据中国侨网）

北京华文教育基地评审结束
2017年12月26日下午，2017年华文教育工作总

结暨北京华文教育基地评选工作会在京举行，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市第八十中
学、北京国际汉语研修学院4所学校被评定为第二批
北京华文教育基地并接受授牌。北京市政府侨办副
主任史立臣、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黄侃出席会议。

据悉，为加强对北京华文教育基地的建设管
理，不断提高新时期华文教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自 2018年起，北京市政府侨办、市教委将每五年组
织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综合考评，对表现优秀的予
以表彰奖励，对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将予摘牌。

（据中国侨网）

侨资侨智汇聚成苏州发展动力
日前，苏州市举行了市海外交流协会四届三次

常务理事暨市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理事大会，总结近
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果，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安
排。

苏州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朱民表示，在苏
州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侨资侨智贡献了巨大的力
量，在苏州引进的外资中，侨资占据了大头。近年
来，随着苏州产业转型升级和招才引智的力度不断
加大，到苏州创新创业的华侨华人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截至目前，在苏州投资的侨港资企业达近万
家，累计利用侨港资 634.97 亿美元。2017 年全年牵
线搭桥直接间接引进侨资项目334个，实际利用侨资
18.7亿美元。 （据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

图为北京市政府侨办副主任史立臣、北京市教
委副主任黄侃为新增的4所学校授牌。 资料图片

华裔新生代：

创业新思维 爱拼才会赢
张永恒 郝 源

图为法国巴黎时尚中心华人商圈最年轻“华二代”创业者温大维
《欧洲时报》记者 孔 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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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铭近影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