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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起步

在 新 加 坡 ， 华 裔 少 年 卓 顺 发 （如
图） 的童年过得很辛苦。“我小时候，家
里很穷，兄弟姐妹有 12 个，父亲是个司
机，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家里的境况可
想而知。当同学去买冰淇淋吃，你就只
能眼巴巴地望着，把口水往肚子里吞。
一个人如果没有穷过，真的不能理解贫
穷的滋味。”

“我12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姐姐是抱
回来的，当时我一直不能理解，一直问
妈妈，为什么你这么辛苦，还要抱人家
的孩子来养？妈妈当时说，人家不要，
都送到我们家了，我们既然有这个机会
养育她，就要养，这是我们应尽的责
任。”没想到，妈妈随口说出的这句话居
然影响了卓顺发的一生。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卓顺发很
小就开始为父母分担家务，他也很努力地
读书，并凭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当时一间颇
有名气的中学。“那间学校很不容易进去，
读书不错才能进去的。我很高兴自己能
够进入名校，可是看到父母那么辛苦地养
家，我也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帮父母减
轻负担，而不应该再继续花钱，于是我就
主动退学了，那年我才15岁。”

艰难创业

退学后的卓顺发开始到处打散工赚
钱。“那时候工厂都要18岁才能进去，所
以我都是到处做散工，比如在农场捡鸡
蛋，去戏院帮忙打扫，到建筑工地搬
砖，都是纯体力活。赚到的钱都拿给妈
妈去养家。”还未成年就走进社会的卓顺
发做过各种各样的散工，也尝尽了人间
的酸甜苦辣。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卓顺发走上了
坎坷的创业之路。“那年我21岁，一个朋
友叫我一起卖家具，一个人拿三万块创
业。我们租了一间 70 平方米的家具店，
从早到晚，请不起工人，卖货送货财务
行政全部是自己做。朋友说他很熟家
具，其实他不熟，有钱也拿不到货。我
也不懂家具，又没经验，于是短短 6 个
月，就把我的三万块给输掉了。朋友看
到我输掉，也不把三万块拿出来了。我
求他，他说他不做了。”

还没赚钱就损失了三万块，又被朋
友抛弃的卓顺发心灰意冷，常常晚上独
自流泪，想着把生意结束算了。“做生意
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些供应商和客
户，他们都觉得我人还挺不错的，鼓励
我不要收档，继续努力，我想想也对，
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就继续
做家具生意，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

卓顺发一手打造的罗敏娜家具控股
公司，在他的领导下，规模不断扩大，
把生意版图拓展到马来西亚、中国以及
周边国家，鼎盛时期公司旗下有 24 间家
具陈列室，并在新交所上市，成为新加
坡家具行业里一块响当当的品牌。他也
荣获诸多奖项和荣誉，先后获得新加坡

“年度最佳企业家”奖、新加坡第12届扶
轮社ASME“杰出企业家奖”、“新加坡杰
出青年”（企业领域）、第五届“全球年
度企业家金爵奖”（海外） 等诸多荣誉。
1999 年和 2002 年，他还分别获颁美国南
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商业行政专业博
士学位及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大学颁发的
商业行政名誉博士学位。

弃商从善

就在生意发展得如日中天之时，卓

顺发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发生了 8.2级

特大地震，房屋倒塌无数，数以万计的
人们流离失所，失去生命。卓顺发坐不
住了，他和几位好友迅速组织了一场

“让爱川流不息”的电视募捐活动，仅仅
花了四天时间筹备，募捐到了 1027 万新
元的善款。他不仅努力发动新加坡社会
各界踊跃捐款，还亲自到四川和留在当
地协助重建了七所中新友谊小学，修建
双柏村马坪石桥，让无数可爱的孩子重
返课堂。

卓顺发很少会跟人提起他做的这些
事情，对他来说，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
事情，因为慈善不分国家，不分种族。
都说经历是一种财富，四川赈灾的点点
滴滴也让卓顺发对生命有了新的定义。

“我突然觉得，事业上成功只是自己的事
情，如果能够走出去，让更多人因为你
而得到幸福，生命才会更加丰满和有意
义。”

卓顺发卖掉了公司的全部股份，成
立了罗敏娜基金，开始全心全意做慈
善。恰逢建于 1901 年的善济医社由于经
营不善，面临困难，他接了过来。“善济
医社是个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慈善机构，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它就这样关门。很多
人说我傻，好端端把公司卖了来做一项
吃力不讨好的事业。可是，善济是个帮
助贫困大众的中医治疗慈善机构，能让
普罗大众从中受惠。生命无常，如果能
让更多的人受益，何乐而不为呢？”

“或许是受母亲的影响，我觉得我需
要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人生的使
命。”卓顺发卖掉了他的上市公司，把三
辆车卖剩一辆，把整个身家、时间和精
力都奉献给了慈善事业。他是个不拿一

分钱薪水的慈善机构主席，不仅不拿
钱，还要经常倒贴，自掏腰包请捐款者
吃饭、请同事朋友们喝咖啡，更不要说
每天的工作日常开销。

慈悲大爱

卓 顺 发 的 加 入 让 善 济 医 社 重 焕 光
彩。他引入了一些企业化的管理和运作
方式，发展出善济的五大文化价值观：
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祝福，也积
极推动“善与国同在，济与民同心”的
信念，一步一脚印地培养管理团队和医
务人员。从 2012 年开始，善济医社已扩
展成拥有 15 间分社的慈善机构，从之前
的 4名员工到现在拥有 120位全职的中医
师、推拿师和职员，每天服务大约 1200
人次病患，并资助4间康乐中心，让上万
居民进行各种有益身心的康乐活动。

“众生知感恩而天下安宁；众生知
自觉而天下太平。”卓顺发很喜欢这句
话，也一直用来勉励自己。他把这句话
印在自己的名片和书上，也时常拿出来
与朋友们分享。卓顺发的心里，不仅有
需要帮助的穷苦人，他心里装的是天
下，尽自己的努力让天下多一份爱与慈
悲。他还把自己对事业、生活和慈善的
心灵感悟汇集成两本书出版：《感恩》
和 《路越走越好》。书的字字句句都是
他的心声：“选择善济，因为慈悲；选
择接受，因为放下；选择承担，因为因
缘；选择付出，因为感恩；选择大爱，
因为生命。”

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只要人人付
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
间。”卓顺发用他一生的智慧、爱心、慈
悲和坚持，造福和正在造福着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江宜桥 （如图），知名书画家，被誉为牡丹王
子。现任美国中美牡丹文化基金会执行会长，美
国牡丹文化艺术协会主席，美国牡丹画院院长。
这位出身中国牡丹书画世家的艺术大师，缔造了
独特的个人传奇。

日积月累 夯实基础

江宜桥出生在中国牡丹之乡——洛阳，由于
叔叔是教师，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步入学堂。4岁
开始学习书法，写大楷和小楷，后来就一直没有
间断过。

他 5 岁跟随奶奶学习剪纸、绣花，用刀子刻
章，中学的时候，开始画板报。真正开始接触牡
丹画，是因为父亲的影响。江宜桥说，艺术是来
自外界的熏陶。

江宜桥的父亲江河是当代中国书画名家，尤
以画牡丹著称。是齐白石门生。江河老先生的牡
丹画，2007 年在香港义卖，每平方尺达 12 万港
币。

父亲陆续把手艺教给江宜桥，牡丹、雄鹰、
荷花，并画了一幅完整的蓝色牡丹，一笔一墨地
逐一传授给了他。画法可以模仿，人生经验却不
能复刻，不同的艺术家也因此风格迥异。

“艺术是要经过提炼的。”父亲说，“不教了，
自己慢慢揣摩吧。”

跟随父亲学习牡丹画近30年之后，江宜桥开
始潜心种植和研究牡丹花，自幼钻研书法给了他
很大的启迪。他曾从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楷书入
门，广泛研究练习各家书体，从甲骨文到楷隶行
草篆，从小楷到大型榜书，后来到中国的书法历
史，参悟书法和作画的相通之处。

弘扬艺术 立足北美

虽年过半百，但江宜桥的人生却不断攀登，
迈向了另一个巅峰。2009年，江宜桥的女儿到西

雅图上学，全家就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当时，西
雅图与重庆市结为姊妹城市时，由重庆出资打造
了一座中国园林，名叫西花园。

花园里盛开着寥寥几株牡丹，勾起了江宜桥
的思乡之情，种植牡丹20余年的他发现，因为气
候、环境各方面的地理条件，西雅图的牡丹跟中
国的差不多，他决心开辟一条洛阳到西雅图的牡
丹之路。由于西花园属于公益性的机构，没有经
费购买更多的牡丹，江宜桥承诺捐赠正宗的洛阳
牡丹。

2012 年，捐赠事宜开始启动，历经波折，终
于将 200 株牡丹花送到西雅图。紧接着，2013
年，第二批牡丹开放在西雅图西花园。

每逢牡丹节期，每天最少有1000到2000人入
园观赏，每人捐赠至少 5 块钱，富贵花就此红遍
了西雅图。从此，江宜桥每年都会捐赠牡丹，每

年都会做牡丹节。西雅图从一个对牡丹一无所知
的城市，到后来本地人也开始知道白牡丹。2014
年，江宜桥回洛阳的时候，牵线洛阳和西雅图成
为牡丹文化友好城市。江宜桥说，希望自己能在
文化上作为一个桥梁，紧密连接着西雅图和洛
阳，更希望文化上的融合能够带动家乡经济的发
展。

身处异国他乡，江宜桥坦言推广牡丹花，推
广中国的艺术文化单纯靠画是很难的。但是他通
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让中国文化
之花开满西雅图的土地上。

因为这座“桥梁”，盛夏的美国西海岸真正掀
起了牡丹热，从西雅图、三藩市到洛杉矶。江宜
桥还与波音总部建立合作，在西雅图西花园开辟
牡丹公园，同时筹划联合国的牡丹节。

几年的时间里，上到国会山庄、好莱坞舞
台、温哥华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亚太春晚，下至
社区活动、牡丹节，江宜桥的牡丹艺术文化一次
次走进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2017 年，经过三年的准备，联合国首届牡丹
节终于在纽约成功举办。江宜桥亲自培育了56棵
七彩颜色的牡丹准备运到纽约参展，但是西雅图
不巧出现百年不遇的倒春寒，最后成活的牡丹花
很少，但是以江宜桥的画作衬托着交相辉映，依
然光彩夺目。

当时，新华社、联合国秘书处、文化处、侨
胞总部纷纷出面，新闻报纸大篇幅报道，江宜桥
说，希望能把牡丹这张王牌推出去，让中华古典
文化之美的牡丹花走进联合国，走向世界。

2018年第二届联合国牡丹节将于4、5月份举
办，在这之前，江宜桥还要不断奔波各地。江宜
桥说，人生活在哪个地方，都要务实做事情。

他画过的牡丹令世人赞叹，他不停歇的脚步
处处生花，江宜桥搭建了中美艺术文化交流的新
桥梁。

海南启动特色华侨文化商业街区建设

海南省文昌市今年将加快推进文昌紫贝田园门户广
场建设，率先启动香港街、新加坡街、泰国街等特色华
侨文化商业街区建设。

去年文昌市接待20个国家365批次侨界代表团，成
功举办第六届南洋文化节和东南亚旅游资源推广活动，
有效促进了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

2018 年，文昌将充分发挥侨乡优势，高效务实办
好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
社团的联系，加大侨领和知名人士邀访力度，深化文
化、科技、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另外，高效服务好
侨资企业和项目，让侨智侨资在文昌“开花结果”。

（据中国侨网）

辽宁籍华侨华人参加创新创业大会

2月 5日下午，辽宁籍侨界企业家、知名人士及辽
宁省侨务工作者共同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华侨华人回乡
创新创业发展大会及座谈会。

本次活动由辽宁省外事 （侨务） 办公室主办，旨在
充分发挥广大华侨华人在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势作
用，进一步激发广大侨胞回乡创新创业的热情，凝聚侨
心侨力，促进侨企发展，助力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
兴。

辽宁省外 （侨） 办主任应中元在现场说，作为著名
的老工业基地，辽宁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独特的资源
禀赋、雄厚的发展基础。海外华侨华人则具有融通中外
的优势，在全球协同创新发展的机遇下，可充分发挥桥
梁和纽带的独特作用。

图为华侨华人回乡创新创业发展座谈会现场。
（据中国侨网）

吉林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举行座谈会

近日，吉林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2018 年新春座谈
会在长春召开，30 余位来自各国的侨商及企业家畅谈
合作与发展。

吉林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于 2013 年，目前已
经吸纳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世界各地的上百位成员，
投资的领域也涵盖了生物科技、旅游、教育等诸多方
面。

吉林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金狮表示，
与老一代侨商相比，新一代的侨商更加重视市场前景与
投资环境，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吉林省的
投资环境、市场潜力也在不断改善，这就需要侨商协会
把中国的信息告知外界，让世界各地侨商更了解吉林。

（据中新网）

我一直坚信，公司不是老板一个
人的公司。公司的成功必须依赖于每
个员工的努力。

——煋乐国际房地产咨询首席顾
问姚俊源

用智慧诚信和努力去运作，每产
生一件矛盾甚至利益纷争时，我总懂
得退让，不勉强贪图，不斤斤计较，

愿意吃亏，从不伤和气。
——隆丰集团董事长麦培满
我们要不断地去创新、不断地去

研发、不断地去进步，但是绝不可以
有品德上的歪曲。这个绝不能够妥
协。

——远泰燃油贸易公司创始人陈
奕福

卓顺发：慈悲为怀大爱无疆
张永恒 贺玉荣

从一个年少清贫两袖空空的新加坡

华裔少年，到自己创业、带领公司成功

上市的企业总裁；从高高在上、一呼百

应的企业高管，到不领一分薪水还倒贴

无数金钱和时间的慈善机构主席，卓顺

发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无论称

呼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卓顺发追求

卓越的信念、坚毅而慈悲的性格。

江宜桥：丹青绘牡丹 中美搭桥梁
崔依依 徐 佳

商 论 语 丝

商 界 传 奇

华商看中国发展

商 机 商 讯商 机 商 讯

华商看中国发展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实践，担任海外“民间
使者”，是华侨华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法
国艾克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俐
敏

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而言，“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无 疑 是 一 个 重 大 利
好，提供了许多发展机会，为华侨
华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人口稠密，
市场庞大，商机无限。

——陈嘉庚基金会副主席陈君
宝

十九大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
了期待。作为华夏儿女，我高兴地
看到如今祖 （籍） 国强大、人民生
活幸福。希望闽籍侨商在世界各个
角落发光添彩。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
永栽

我相信，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
好 ， 我 们 的 发 展 机 遇 也 将 越 来 越
多。十九大精神让我们海外侨领对
中国更加有信心，我们在海外的机
遇也会越来越多，我们把握机遇的
底气与实力，也更强。

——俄罗斯福建总商会会长翁
瑞龙

现 在 ， 全 世 界 都 在 讲 “ 中 国
梦”和十九大，无论是亚洲还是美
洲，世界都很关注中国。回去后，
我们也将把自己学习到的十九大精
神体会分享给海外乡亲，让海外乡
亲更加了解现在的中国，让大家了
解更多的商机，并从中寻找到更多
机会。

——马来西亚惠胜集团董事长
陈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