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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走出的亿万富翁

黄馨祥很低调，正因为他的“不声
不响”，他的名字曾被华文媒体误译为陈
颂雄。

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
乱，他的父母从台山逃难到南非，并在当
地开了一家杂货店为生。1952 年 7 月黄馨
祥出生于南非伊丽莎白港，由于南非姓名
采 取 前 名 后 姓 ，结 果 他 的 名 馨 祥

（Soon-Shiong）被当作姓。后来就将错就
错，整个家族均用“Soon-Shiong”作为英
文 姓 氏 。这 也 就 是 他 英 文 名 Patrick
Soon-Shiong的由来。在成为亿万富翁后，
他 和 妻 子 米 歇 尔 -陈 建 立 了 一 个 叫 做

“Chan Soon-Shiong Family Foundation”
的 家 庭 基 金 会 。华 文 媒 体 把“Chan
Soon-Shiong”音译为中文“陈颂雄”，还误
以为就是这个亿万富翁的中文名字，不过
他也从未对此纠错过。

16 岁高中毕业，23 岁在南非著名的
金山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黄馨祥留学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并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
位。之后举家搬往美国洛杉矶。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研期间，
他逐渐从外科手术中分离出来，开始白
手起家，创办制药公司。他的名字出现
在美国近 50 个专利中，其中包括食品药
品监督局批准上市的治疗乳腺癌的药
物，他的研究中心还开发出多种治疗糖
尿病和癌症的药物。

之后，他以 86 亿美元出售了生产这
些药物的公司。这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
世界级的超级富豪。

他不再是简单的医生

2011 年，他从“魔术师”约翰逊手
里买来 NBA 湖人队 4.5%的股份。直到此
次跟娱乐体育界沾边，各大媒体才意识
到身边竟然有这么一个隐身的富豪。“对
我来说，篮球是一种放松，让生活保持
平衡很重要。”自从来到美国，他就迷上
篮球，不仅爱看，也爱打。收购NBA股份对
于他就像一句轻松的话：我喜欢就买喽。

如此感性了一把的黄馨祥这两年又
把投资领域扩展到了文化行业。2016年，
黄馨祥买下论坛出版公司 7050 万美元的
股权，成为论坛出版公司的新副主席和第
二大投资者。该公司旗下有《洛杉矶时报》
和《芝加哥论坛报》。

当年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
说，作为中国移民后代，他在种族隔离
时代的南非长大，深知新闻自由的价
值。他认为报纸是“公信力”，他想要保
护报纸及其后面的公信力。

但是每当媒体采访他时，黄馨祥依
旧是个理性的医生和科学家，他的谈话
总是从医学开始并贯穿始终，似乎满脑
子想的都是如何治愈癌症，虽然多数时
候他讲的东西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黄馨祥最大的成就是开发了抗癌药
蛋白结合型紫杉醇。2005 年，FDA 批准
该药可用于治疗乳腺癌。这是全美第一
个以蛋白质为基础的纳米粒子药物，也
是全球首个获批的无溶剂型紫杉类化疗
药物。这个药的开发本来可以让他稳稳
妥妥地吃上一辈子，但是他并不满足于
此。于是，2010 年，他以 29 亿美元把这
家公司卖出。他下一步做的事情外人来
看“更不靠谱”。

最懂癌症的慈善家

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医生并不是黄
馨祥人生的最终目标。在他获得巨大财
富后，夫妻两人创立家庭基金。继续用
他的学识和远见去开拓整合一项具有革
命性的影响医疗、影响抗癌治疗的恢弘
计划。

他们对于医疗保健的慷慨捐赠和关
注在洛杉矶随处可见。比如，捐献给南
加圣莫尼卡的圣约翰健康中心 1.35 亿美
元。2009 年，他支付 1 亿美元让马丁·路
德·金医院得以重新运作，服务市内低收
入人群。他捐助本地大学和他们合作。
他自己创立“创新奖”每年为本地有创
新精神的本地企业发奖支持。他还参与
巴非特发起的“给予承诺”，死后将把自
己一半财富捐献。迄今为止，他们已经
向慈善机构捐款数十亿美元。

年过花甲的黄馨祥并没有想退休，

新的宏伟计划一个个的闪现出来。
2011 年，他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他要
做的是用高科技攻克癌症。

他描绘的理想场景是这样的：
假设一个癌症病人去医院诊断，对
他全身所有的从 DNA到血液中的蛋
白质，能够借用超快的网络做即时
分析。然后数据实时自动采集，电脑
做大数据分析给出可用药的建议。病
人无论在家还是旅游，医生可以继续
监控到病人用药情况，了解药的药效
以及医疗成本，所有信息都在所有联
网医院共享。

在这个理想情怀支撑下，他开
始有钱任性地花钱收购和合作了一
系列配套公司，自掏腰包4亿美元铺设全
美光线网络联接整个国家的癌症诊所。
他收购位于亚利桑那的超级计算中心快
速做全人类基因组测序。他花费1亿美元
收购一个全美范围的高速网络，购买癌
症病人组织样本和基因组测序研究库；
购买拥有家用医疗监测设备终端的公
司，和全美范围的医院、诊所和护理中
心达成研究合作。他还和几家通讯公司
达成了协议。

2020“登月计划”

你以为他已经玩得很大的时候，更
多的疯狂计划陆续推出。2014 年末，时
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不幸患了脑
癌，黄馨祥被邀请参与诊断治疗，但最
终没能妙手回天。之后，他写了一份利
用基因组测序与大数据加速癌症免疫疗
法的白皮书，并花4个小时向拜登推销了
自己已在实践的这个新理念。

再之后，奥巴马宣布了“治愈癌症
新登月计划”，黄馨祥则宣布了他自己的
治愈癌症2020“登月计划”，并发起成立
了美国全国免疫治疗联盟，以领袖身份
奔走斡旋，联合政府、业界和学术界一
起向癌症宣战。在此计划中，黄馨祥也
将他一直推崇的利用人体自身免疫抗击
癌症的免疫疗法作为重点，希望通过现
代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让癌症
不但可以治疗，甚至能够像打流感疫苗
一样可以预防。

在媒体的眼里，黄馨祥的成就毁誉
参半，或者可以理解为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他却依旧夸张地为自己的理想义无
反顾地任性。

每当有人质疑，他会说，真正的人生
从你离开舒适的环境开始。他会我行我
素，时不时媒体就会报道一个他的大胆设
想，随后安静下来的日子伴随着新的负面
新闻……

对于黄馨祥来讲，他只关心自己心
中正确而重要的事。

（来源：中国侨网）

第一次见到全英梅，这个短发黑
裙的“80 后”东北女孩正在店里忙
碌。周一的早晨，不时有顾客推门进
来，其中还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主顾。

黑眼睛、黄皮肤的全英梅在伦敦
这条被誉为男装高定“圣地”的萨维
尔街并没有违和感。她亲切地招呼客
人，不时和英国合伙人沟通，驾轻就
熟处理着店内各种事务。

打破垄断

橱窗里摆放着一件浅底黑花的羊
毛大衣和一个剪刀形状的奖杯。

2011 年，全英梅就是凭借这件
大衣，问鼎了被誉为定制界“奥斯
卡”的意大利“金剪刀奖”，随后变
身韦尔什＆杰弗里斯合伙人，成为这
条高定街上一个传奇存在。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全英
梅作为一名中国女性，打破了高级定
制长期被西方男人垄断的传统，创造
了新的历史。

韦尔什＆杰弗里斯只做全定制西
装。这也是萨维尔街的特色所在。完
成一套全定制西装至少 50 个小时，
经7个人之手，客人往往需要等待两
三个月。当然，全定制西装价格昂贵，
韦尔什＆杰弗里斯的全定制西装起价
4000英镑（约合3.6万多元人民币）。

了解顾客需求是定制西装的第一
步，包括顾客喜好、穿着场合等。

“通过短短十多分钟的交流，我
们要迅速在十几万种布料中选出十多

种布料供顾客挑选，”全英梅说，“为
了量体裁衣，裁缝们需要测量 50 多
处地方，记录顾客的身高、肌肉形
状、体型等细节。半成品完成后，裁缝
会请顾客进行多次试穿，进行微调。”

数百年来，萨维尔街被誉为世界
男装的工艺典范。追求极致、精益求
精、力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就是它经久
不衰的秘诀。这里出品的定制西装享
誉世界，成为各国名流的身份象征。

工匠精神

2000 年，全英梅怀揣家里拼凑
的学费只身来到伦敦求学，在英国顶
尖的中央圣马丁学院读设计。

临近毕业时，马来西亚籍男友推
荐她进入英国一家著名高定店当学徒
裁缝。“他是改变我生命最重要的人。”

2009 年，全英梅第一次冲击两
年一次的意大利“金剪刀奖”，她的
参赛方案是做“最英国”的军装。然
而，与全英梅一起设计参赛方案的未
婚夫却在此时被查出罹患癌症。

为了照顾未婚夫，全英梅辞去了
工作，白天照顾病人，深夜进行创
作。完成设计还没有开始缝制的时
候，未婚夫离开了她。全英梅强忍悲
痛，数日不眠不休，完成了作品。虽
然进入决赛但与大奖无缘，当时已经
没有工作的她，陷入人生最低谷。

韦尔什＆杰弗里斯此时伸出援
手，全英梅成为店里一名正式裁缝。

2011 年，全英梅决心再度冲击

“金剪刀奖”。这一次，她选择了一块
意外留存下来极具历史感并保存良好
的特殊羊毛面料，结合英国传统军装
元素，制作了一件女式大衣。

全英梅斩获“金剪刀奖”在英国服
装定制界引起了轰动。包括《泰晤士
报》、《金融时报》在内的英国主流媒体
争相报道，认为全英梅的获奖，标志着
一个被男人垄断的传统行业以更加开
放创新的态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成为韦尔什＆杰弗里斯合伙人的
前提是，全英梅的手艺得到了其他合
伙人的认可。“在这里，崇尚的是工
匠精神，”她说。

工匠在英国受尊重、有地位。全
英梅说，“我每次在希斯罗机场出入
境时，当海关人员得知我是萨维尔街
的裁缝时，都会特别惊叹。”

真诚的心

在全英梅看来，真正的工匠精

神，除了要有匠人的精湛手艺，更要
有一颗真诚对待客户的心。

“一位80多岁的老勋爵曾经拿了
件1950年做的西装回店里修补，”她
说，“这不算最久的，我修补过一件
1932 年 做 的 西 装 。 不 管 年 代 多 久
远，我们一直保存着当年为顾客定制
西装时记录的信息。（英国前首相）
丘吉尔是我们的顾客，我们至今保存
着他年轻时在这里定制的军装。”

上门量身是韦尔什＆杰弗里斯的
一个特色。为此，全英梅每年都要多次
飞往瑞士、美国、中国等世界各地。

全英梅常惊艳于中国精湛的传统
手艺，同时也为这些手艺未能与市场
更好结合、没有得到更好传承而深感
惋惜。

“我希望，更多国内年轻人可以
有耐心有信心做好传统手艺的传承，
不然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
损失。” （来源：新华网）

我们生活在资讯爆炸、科技日新月
异的年代，只有高科技的中小公司才有
可能急速发展，与传统企业抗衡。我们
对高产值、高科技发展的公司非常感兴
趣，公司每天都在为这样的企业忙审核
和投资。

——宏愿集团创始人周正义

每个行业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
适用条件不一样，成功人士的话可以作
参考，但不应该因为圣经，更不能因此
而跳脱实际，幻想走捷径。成功没有捷
径，唯有努力，才能收获回报，而持续
努力，也必定能收获回报。

——新加坡优联能源集团执行董事
张学彬

我的这些成就，都是把握住每一个
小小的机会、辛苦努力的结果。你的每
一段经历，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你
成功的基石。

——美国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方李
邦琴

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重要的是以
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策略应对。坚
持很重要，与一支高品质的团队并肩前
行亦很重要。

——中经合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刘
宇环

2017 年，浙江省侨商会在创新
为会员企业服务平台上做了一些探
索，不断开创新的工作模式，取得
了不少成绩。

浙江省侨商会发起成立了浙江
侨商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为20亿
元人民币。基金一期（侨兴基金）募集
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于2017年8月
启动运行。已确定的代表性投资项目
有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和网新新云
联，投资规模超过2亿元人民币。

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7 年 3 月上旬，浙江省侨商会与
有关部门继续联合开展“访侨企送
服务”品牌活动。会长廖春荣带领
专家团一行 14 人，赴宁波、湖州、
嘉兴三市上门为会员企业送服务、
送政策，对30多家侨商企业反映的

20多个困难问题，做了解答并提出
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

为帮助侨商企业解决“招工
难”和人才短缺问题，10 月中旬，
省侨商会与省留联会联合举办了第
五届全省侨商企业用工招聘会，全省
各地170多家侨商企业进场招聘，提
供就业岗位 3300 个，吸引了 10 多所
高校5000多名毕业生和求职者前来
咨询和应聘。据统计，去年参与招聘
的企业和提供的就业岗位分别比往
年多了 50 多家和 2000 多个，招聘会
共收到应聘简历1000多份。

省侨商会维权委员会全年共接
待会员和侨商企业法律咨询 180 多
人次，帮助协调处理侨商经济纠纷
投诉案件28起，维护了会员和侨商
合法权益。 （来源：中国侨网）

黄馨黄馨祥祥：：

买下买下《《洛杉矶时报洛杉矶时报》》的华的华商商
张张 柳柳

近来，5 亿美元收购 《洛杉矶时报》 和
《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的华裔富豪黄馨祥被高
频曝光了。

他有太多耀眼的头衔，洛杉矶市首富、世界
上最有钱的医生、美国华裔首富、湖人队股东、
生物医学界“奇人”、著名企业家、慈善家……

2017年6月，黄馨祥一口气买下美国南北
加州6家医院。时隔半年时间，黄馨祥再次出
手，这一次，他5亿美元收购 《洛杉矶时报》
和《圣迭戈联合论坛报》。

★商界传奇★商界传奇

黄馨祥 （资料图）黄馨祥 （资料图）

☆链接☆

据美联社2月7日报道，洛杉矶医疗
企业家黄馨祥与特朗克公司签署的协
议，是个人向大公司收购报纸的一个最
新事例。

报道称，现年65岁的黄馨祥一定程
度上是靠在1991年研发一种抗癌药物积
累了财富。他已经是特朗克公司的大股
东，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估算，他
也是洛杉矶和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其
净资产达78亿美元。

报道称，这项协议包括购买《圣迭
哥联合论坛报》和其他一些出版物，并
承担9000万美元养老金债务。在协议宣
布后，代表该报记者的工会表示，它

“期待与一位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洛杉矶
时报》、使之成为我们社区守护者和美国
西部代言人的本地所有者合作”。

2月7日，行人从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洛杉矶时报》办公大楼前走过。 新华社/法新2月7日，行人从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洛杉矶时报》办公大楼前走过。 新华社/法新

男装高级定制男装高级定制““圣地圣地””的东北女孩的东北女孩
金 晶

中国近年在国际社会快速崛起，很
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
对华人的观感和态度。中国产业全球
化，国家品牌强势化，优势进一步加
强，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华裔在美国
社会尤其是商界，受到了正面的积极的
影响，更有利于他们的积极拓展。

——美国环球集团总裁朱瑞凯

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
天，我们更需要有自己的金融准则和底
线，以我们自己及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
过往经验为鉴，理智、谨慎地投资管理
好我们的财富并基于“双赢”的策略和
西方社会交往，只有不断学习和改进，
关注环境、关注社会我们才能更强大。
我们绝不应舍弃中国的精华，全盘照搬
西方的东西。西方也有很多缺陷，要中
西有机结合，不能盲目崇洋媚外。

——宝泽金融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
主席王人庆

五千年的华夏文化正吸引着各国千
千万万的青年和大学生，学习华语的人
越来越多。我们的青年学生，也掀起了
学习华语的热潮。印尼文教部鼓励学校
把华文编入学校的正式课程。有机会到
中国读书的青年学生们，希望他们努力
学习，学成之后，回来为我们国家的经
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印尼第一金融证券财务集团总
裁杨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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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侨商会拓展工作新空间
江 河

浙江省侨商会相关人员出席侨兴基金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