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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美国 筚路蓝缕

2017年 12月 6日，颁奖台上，再一次
接过纽约市皇后区商会建筑奖的奖状，郝
传东少了一些青涩的兴奋，这已是他连续
第七年在该评选中拔得头筹。皇后区商会
建筑奖设于1926年，是纽约市历史最悠久
的建筑设计评比活动之一。

这一次，郝传东的获奖作品是一座山
坡住宅的改建设计。考虑到成本与环境因
素，他选择在保留旧宅地下室及首层的基
础上，通过垂直加建的方式，在二楼的三
个角落新增大露台，扩大空间，在有限的
预算中创造出最大的实用性。整饬一新的
住宅楼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相映成趣，
再一次为郝传东带来荣誉。

回头再看，从只身赴美到成功创业，
从默默无名到享誉业界，郝传东在茵茵二
十载间完成了这一系列精彩转身。

赴美之前，郝传东曾在山东省纺织设
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并一度担任山东
省纺织设计院民用所所长。36岁时，他成
为中国第一批一级注册建筑师。

1989年，郝传东被派往上海参与虹桥
开发区大型高层、超高层房地产项目的设
计。在这段经历中，他接触了来自美国、
香港的建筑师，汲取了海外的先进经验。

10年后，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建筑设
计理念，郝传东放弃了国内颇具前途的工
作，暂别妻女，带着两箱行李只身赴美。
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抵达美国之后，凭借自身的专业背

景，郝传东先在纽约当时最大规模的华人
建筑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繁忙工作之
余，他争分夺秒地提高英语水平、钻研专
业知识，并于 5 年后成功考取纽约州建筑
师执照。

2004年，由于具备很多建筑设计师都
不具有的结构方面的专业背景优势，郝传
东被拥有百年历史的比蒂·哈维·可可建筑
师事务所高薪聘为项目经理。在此期间，
他接触并学习了绿色环保的节能建筑理念
和严谨有序的项目管理经验，由此获得事
业再上一个台阶的良机。

赴美第10年，郝传东自立门户，成立
了郝传东建筑师事务所，接手了汉堡王门
店设计等外观和室内设计项目。之后，一
个旧宅改建项目令他在纽约建筑设计圈崭
露头角，也为他带来了第一个纽约市皇后
区商会建筑奖。他的事业由此蒸蒸日上，
一发而不可收。

融会贯通 砖石写诗

“不断创优”是郝传东始终秉持的理
念。“建筑是技术、艺术与文化的综合
体，一栋建筑存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优
美的建筑为小区增辉，丑陋的建筑有损环
境。”郝传东说。

让郝传东首获大奖的旧宅改造项目正
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体现。他利用结构上需
要的建筑构件作为装饰，并用其丰富建筑
空间，达到了“移步换景”的视觉效果。

在为这栋一层住宅加建两层的过程
中，郝传东还采用结构悬挑的方式，创造

性地利用建筑设计上的“减法”，并利用
老虎天窗巧妙形成竖向装饰构件，打造了
三层高的中厅，赋予了建筑富丽堂皇的
美。

郝传东认为，一名建筑师应当“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不断创新、力求完
美”。

在一次改建自用住宅时，为避免破坏
整个街区难得的 20 世纪 30 年代都德式建
筑群风貌，郝传东把改造重点放在了房屋
后部与地下室，通过设计下沉式地下室入
口并扩建二层观景平台，不但把室外的阳
光与新鲜空气引入地下室，扩大了二层的
空间，还巧妙地使观景平台变身地下室入
口处遮风挡雨的大伞，节能、环保又经
济。该设计为他赢得了2013年皇后区商会
建筑奖及物主奖。

作为同时拥有中西建筑设计背景的华
人设计师，郝传东十分注重在设计中融合
中西元素。

2016年，他在一家茶馆的设计中利用
具有灯光效果的橱柜分隔空间，并以此体
现东方韵味，将原本无序的空间改造成温
馨并富有东方格调的场所，广受顾客喜
爱。

“建筑师是美的发现者，更应该是美
的创造者，建筑师应从大自然的美中获得
创作的灵感，并将其有机地融入自己的设
计中。”郝传东经常从大自然的美中获得
创作的灵感。“用砖石写诗”正是业界同
僚给他的赞扬。

2015年，凭借众多优秀的建筑设计项
目及为城市市容做出的突出贡献，郝传东
被推选为该年度的“皇后区国王”。

心系故土 助推交流

多年来，在美国事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郝传东一直非常关心家乡山东的建筑
设计事业发展与建筑人才培养。

去年5月，应山东省侨办邀请，郝传东回
乡参加“第二届山东省引进华侨华人专业人
士海外联络处负责人会议”及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举办的“万侨创新，智汇山东”活动。

通过对济南、潍坊、烟台及青岛等地的
参观考察，郝传东注意到国内城市化进程中
出现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解法”。

郝传东认为，通过建筑设计合作与建
筑文化交流，引进并合理运用美国的先进
建筑理念，可促进家乡发展。而他自己非
常愿意从中搭桥，加强中美建筑领域的交
流合作，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发展。

此外，郝传东还代表美国华人企业家联
合会与山东省签署美国联络处协议，旨在为
海外华商及优秀人才来山东投资创业提供
服务。在郝传东看来，通过技术的合作与交
流，海外人士回国创业必定事半功倍。

如今，在致力于自身建筑设计事业的
同时，郝传东还时刻关注着中国国内建筑
设计业的发展。他先后在上海、青岛、淄
博等地设立分部，为促进中美建筑文化的
交流做出努力。

郝传东表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
灿烂的文化，弘扬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
部分的建筑文化责无旁贷，他将应用所学
知识服务社会，为弘扬中华建筑文化、提
升设计品质而长久努力。

近日，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福建被定
位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这让德国
福州十邑同乡总会会长郑天旺看到了福建新的发
展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不但让海外华商与世界连结
更密切，也吸引海外华商更踊跃‘回流’。”日前，郑
天旺在福州出席“中国华信·2018 闽商年会暨 2017
闽商年度人物/闽商新锐人物颁奖盛典”时如是说。

2016 年，郑天旺将企业落户位于福州滨海新
城的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东湖VR小镇，涉及智
能家居及跨境电商等领域。

郑天旺表示，分布在欧洲的闽籍侨商群体从
业行业从餐饮业拓展到实体贸易、电商等多元领
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华商看好中国消费市场及海
外政策的红利回流桑梓。

今年 42 岁的缅甸福建商会会长王家雨，在
1995 年到云南大理办钢铁厂，2002 年将钢铁贸易
生意“搬”到缅甸。

王家雨直言，“一带一路”建设为海外华商带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对钢铁有
很大需求量，我们计划把钢铁生意延伸到东南亚”。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深入，在大批
福建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国外先进企业也循着商
机纷至沓来，“回流”创业的华商数量亦不断上升。

1997 年在马来西亚组建四君子古典家具企
业，随后在新加坡设立四君子古典家具公司，在
澳大利亚悉尼设置古典家具合作中心，陈玉树成

为闽商“走出去”的一
个缩影。如今，陈玉树
回到国内，成立福建省
莆田四君子古典家具

（集团） 有限公司，探
索中国古典家具制作非
遗技艺的保护传承。

陈玉树说，在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闽商“走出去”经
历了很多曲折，如今在
事业有成后又“走回
来”，因为“中国市场
体量大，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热度，是海外
华侨华人的创业机遇”。

他表示，“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福建自贸区等多区
叠加优势，为福建带来
大好的发展机遇，海外华商应该抓住机遇，继续
发挥开拓精神，为“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
助力。

在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常务副主
席陈天财看来，闽商历史悠久，为中国乃至全球
发展做出贡献，随着祖 （籍） 国经济社会发展，
越来越多闽商愿响应号召，回流桑梓，以海外从

商经验为祖 （籍） 国发展尽力。
爱好古典邮票和收藏的陈天财告诉笔者，他

收藏了逾 10亿枚邮票，计划将过半收藏品带回家
乡，在福州投建“万国邮票博物馆”，带动当地文
创旅游业发展。

如今，回归创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已成为海外华商的热门话题。 （据中新社电）

“皇后区国王”郝传东
严 瑜 林光耀

商 界 传 奇

这是一个追梦的故事。
19年前，带着对西方建筑的挚爱与融通中西方建筑

的梦想，郝传东放弃了国内优渥的工作与似锦的前程，
只身赴美闯荡。从语言不通到融入主流，从默默无名到
声名鹊起，连续7年荣获年度皇后区商会建筑奖，成为
荣登“美国亚裔50位杰出企业家”金榜的唯一一名建筑
师，2018年初被推选为美国建筑师协会成立60年来首位
华人理事……郝传东用自身的努力拼搏，在异国他乡书
写了一卷人生梦圆的美丽诗篇。

“一带一路”加速华商“回流”
闫 旭 林春茵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加速华商加速华商““回流回流””
闫 旭 林春茵

商 论 语 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华商看中国发展

中国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作为海外侨胞，我们为中国的繁荣富强
感到无比兴奋。菲律宾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相信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菲友好合作注入更
多新的动力与活力。

——菲律宾百达地产董事长杨鸿江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与进步的必由之路。中国强则海外侨社
兴。海外华人社会的繁荣兴旺与中国的进步息息相关。海外华侨华
人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受益者，更应在新时代为中国走向世界
做出应有的贡献。

——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黄小杰

华商谈经商之道

领导力是一个企业能否获得持久成功和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领
导力本身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个引领企业发挥作用的过程，更是一种
艺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善于倾听、乐于沟
通、尊重他人、足智多谋、心胸开阔，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以迎接变化。

——英国龙凤行创始人、董事长陈顺安

如果每个人都看好，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那你的答案也没有
什么特别了。相反，当大家无法破解这个难题，你独辟蹊径走出来，
会独占很大的优势。

——日本国际航业总裁吴文绣

商 机 商 讯

进口博览会在澳推介

近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简称“进口博览
会”） 推介会在悉尼举行。本次推介会由澳大利亚
中国总商会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办，
约300名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出席。

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怀宇说，推介会为
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探讨加强中澳两国
经贸合作的良机。

据介绍，澳大利亚去年已宣布将参加 2018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截至目
前，至少有89家澳大利亚企业确认参会。

“侨交会”助力中国走出去

在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发布的 2018年境外展览重
点支持项目中，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简称“侨交会”）
2018（马六甲）中国—马来西亚商品展名列其中。深
圳企业购买“侨交会”马来西亚商品展的展位，可申请
每个展位费 30%补贴。在此基础上，进出口额低于
6500万美元的企业还可申请每个展位补贴70%。

本次展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2日在马来西亚马
六甲举行。展会共设200个标准展位，展会面积4000
平方米，展品范围涵盖电子产品、家居日用品、礼
品、特色工艺品和特色食品等。这是继“侨交会”
在深圳成功举办三届以及在印尼雅加达举办首届海
外展后的又一大动作，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提
供了良好契机。

辽宁召开侨商侨领座谈会

近日，辽宁省引资引智引技侨商侨领座谈会在辽
宁沈阳召开，逾20位侨商侨领代表出席了座谈活动。

辽宁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应中元向与会侨商
介绍，目前辽宁正面临老工业基地振兴、自贸试验
区设立、中国—中东欧“16+1”经贸合作示范园区
项目实施等重要发展机遇。辽宁发展具有良好的区
域优势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希望侨界朋友能常到辽
宁看看，把人才、智力和投资经验带到辽宁。

据悉，目前到辽宁投资的外资企业已超过 6 万
家，辽宁“走出去”的企业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超过2000家。

安徽诚邀侨商赴皖投资

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和 2018中国国际徽商大会
将于5月在安徽合肥举行。

日前，安徽省侨联面向全球广发邀请函，搜集
相关项目和海内外高端人才。经初步统计，截至目
前，确认来皖签约项目 20多个，涉及新材料、新能
源、电子信息和家电、生物医药、现代服务、装备
制造、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达 60亿元人
民币，还有多个项目正在商谈跟进中。

（以上消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南非等地的
侨商侨领代表参加座谈会。 宫 旭摄

图为郝传东被评为2015年度纽约“皇后区国王”。 资料图片图为郝传东被评为2015年度纽约“皇后区国王”。 资料图片图为郝传东荣获2017年纽约皇后区商会建筑奖的设计作品。 资料图片

图为“2017闽商十大新锐人物”获奖者接受颁奖。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