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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从墨尔本机场出发，汪伟育都会
想起，大飞机跑道上的电缆，是他10年前
提供的。这些电缆来自中国，达到国际一
流标准。这让他感到骄傲。

23 年前，汪伟育开始涉足电缆生意。
从最初只经营一种同轴电缆，到现在经营
5 大类 4 个目录各种规格的几百种电缆，
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不断进步。

2013年，澳大利亚铁矿砂王在西澳投
资建设洛依山矿，其中从矿山到港口单程
400 公里的货运铁路，采用无人驾驶的货
车。这是世界上第一列无人驾驶货车，由
意大利公司设计，美国公司负责安装，韩
国三星公司参与。而其中的控制电缆，采
用的是汪伟育公司的产品。

为了争取这个项目，汪伟育花了两三
年时间，其间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终于
在全世界高手如林的竞标中中标。这成为
汪伟育最为得意的项目之一。

不过，在变成天鹅之前，汪伟育同样
也是一只丑小鸭。1987年，他放弃上海稳
定的工作，到维州大学留学，主攻国际贸
易中的易货贸易。1993 年，汪伟育获得
MBA 商科硕士学位后，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做易货贸易。

两年后，机缘巧合，他从四川运来一
个集装箱的电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那
时的中国产品，包装很简陋，一拉开集装
箱的门，“一盘盘电缆，像水一样泄下
来”。更大的难题是澳大利亚市场对中国
产品完全没有概念。于是，他一边恶补有
关电缆的专业知识，一边跑市场推销。一
本产品手册被他翻烂了，市场也跑了快一
年，他才拿到第一个订单。

还来不及高兴，问题又来了。客户需

要 100 米一盘的电缆，而他的货都是 500
米一盘的，也没有盘线机。眼看交货日期
在即，急中生智，汪伟育想到了自己当学
生时买的那辆自行车。他把自行车前轮拆
下来，买了一台马达和计数器，土法上
马，不到两天，做成了一台盘线机。一
试，效果不错。就这样，汪伟育完成了人
生中的第一个订单。现在，这台自行车盘
线机被放在他的公司里，成为艰苦创业的
见证。

这一个集装箱的电缆，汪伟育花了大
半年时间才卖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从
此，电缆生意成了他的主业，一做就是23
年。他坦言，最初从中国进口的电缆，尽
管包装略显简单、粗糙，质量还是好的。

“华人在西方社会生存，需要懂得、
遵守西方社会的游戏规则。只要你能证明

你是对的，他们会接受你，佩服你。我把
这称之为‘与狼共舞’，这样你才能变得
更为强大。”汪伟育说。

这些年来，面对用户的挑剔需求，甚至
种种刁难，每一次，汪伟育都选择直面问
题，尽心竭力用高质量的产品说话。

20多年来，他提供的电缆没有一次因
为产品不符合标准而出问题。现在，悉尼
的国际展览娱乐中心、墨尔本的癌症医
院、珀斯的儿童医疗中心、布里斯班的医
院等，都有汪伟育的电缆。仓库里每一种
电缆的用途、性能，他都了然于胸，如数
家珍。

初见汪伟育，感觉他更像一个艺术家。
他打算成立昆曲研究会，让昆曲走进大学
校园，让中澳学生共同分享中国戏剧文化。

（来源：中新网）

技术的更新和换代，产业的转型和升
级，创新体系、创新竞争和创新力量，已经
成为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经营管理模式。特
别是“一带一路”的大平台上，我们一定要
在全球的科技创新大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
做好应有的准备。

今天的中国波澜壮阔，为世界提供创新
力量，为海外华商形成合力的联盟，让中国
的创新力量在海外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马来西亚长青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晓
卿

新时代的中国政治、经济更加稳定，中
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都给华
商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

新时代中国充满了机会，我们要有创新
思维，如果还是固守旧的做法，就要被新时
代淘汰。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强 大 的 过 程 中 ， 中 国 企 业 走 出 去 的 过 程
中，会有很多的机会，同时也会有很多挑
战。特别是金融风暴以后，很多的中国企
业走出去，包括最近这二三年走出去的浪
潮，其中会有很多机遇，也有很多挑战，
还有很多深刻的教训。

——宝泽金融集团创始人王人庆

叛逆人生爱打拼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对稀奇古怪的事
物，只要没尝试过的，都想尝试一下！”在
一串爽朗的笑声中，陈晓岚和我们聊起了
自己最初选择辞职创业的初衷。

曾经，陈晓岚也是老师与家长眼中的
好学生、乖孩子。而进入高中后，青春期
的躁动与叛逆，让“出去闯闯”的想法在
她心中默默生根。

1988 年，陈晓岚大学毕业，成为贵州
当地医院的一名中医师。就在这一年，她
在新闻中看到海南建省、开放特区的消
息。凭着一股冲劲，她毅然选择离职，“把
自己抛入社会大潮中去施展，去试练”。

而 1999年，就在国内生意已做得顺风
顺水时，陈晓岚却通过当时已在智利扎根
的弟弟的支持，远赴智利发展，踏上了在
异国再创业之路。

“智利朋友简单、直接，不管是不是
认识你，他们都非常热情。”初到智利，
当地人慵懒自得的生活状态让陈晓岚很是
喜欢。

而新鲜劲儿褪去后，未知的挑战与困
难迎面而来。“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该如何
去选择，我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语言不
通、文化隔阂、当地较低的工作效率严重
拖延项目进度，文化失重让满怀创业热
情、一向雷厉风行的陈晓岚备感沮丧，但
她没有放弃努力。

“克服困难的过程就像恋人在相处中彼
此磨合的过程”，陈晓岚说，这是扎根当
地、做好事业的必经之路，也是她咬牙坚
持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熟悉当地人情风俗
后，陈晓岚结识了不少真诚的智利朋友，
在商业上开始了愉快合作。得益于女性对
时尚特有的敏锐嗅觉，陈晓岚准确把握当
地客户的审美偏好与流行趋势，公司的家
居装饰品逐渐打开市场。

秉持“销售服务与商品同等重要”的

理念，陈晓岚想客户所
想，始终保证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配送、售后服
务。

2007 年 ， 她 旗 下
的 SSPRO 公司成为业
绩最佳的优质供应商，
为当地主流百货店供应
商品，并逐渐将服务范
围辐射到秘鲁等其它南
美国家。

今年 2月，陈晓岚在朋友圈里分享她和
朋友探访南极的照片。“智利离南极比较
近，有生之年不去一趟多可惜呀！”语气里
依旧是那份去海南打拼时的果敢与自信。

热心公益辟新途

“我知道中国人初来智利有多艰难。”
陈晓岚表示，初到异国他乡，如果身边有
人耐心指点，会少走很多弯路。

如今，智利华侨华人已壮大到三四万
人。对于初到智利的中国侨民的种种不适
应，陈晓岚总能感同身受。

事业渐入佳境的同时，她也将目光投
向公益事业，希望能帮助更多华侨华人和
当地人改善生活境况。2009 年，陈晓岚当
选为智利华商联合总会副会长，做起了在
智利经商的华人的引路人。

“智利是一个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国
家，不少妇女和儿童被社会边缘化。”2011
年，陈晓岚和几位热心公益的华侨华人妇
女，创建了智利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陈
晓岚当选会长。

“联合会的其中一项主要工作，便是
关爱妇女和儿童。”陈晓岚介绍，“通过跟
当地的妇女和儿童接触，在圣诞节等节日
时为他们送去温暖，既能帮到他们，又能
提升华侨华人的形象，传播中华民族尊老
爱幼、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

创建 7 年来，妇女联合会与智利政
府、智利全国儿童福利院等多方合作，为

智利贫困儿童提供物质帮助，为遭受家庭
暴力的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就业机会等，帮
助他们重建生活信心，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2011 年创立的“爱心妈妈”项目，向
福利院儿童捐赠爱心礼物，举办慈善演出
等活动，引起当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并得到智利政府的认可。

2013 年 4 月，由妇女联合会与智利教
育部、智利全国福利儿童院联合策划，智
利首次华侨华人慈善义演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举行，让首都大区 400 多名贫困儿童
第一次接触到多彩、多元的中国文化。

时至今日，“爱心妈妈”活动仍在继
续，而陈晓岚也欣喜于自己参与公益以来
的蜕变。“在接触了这么多人，解决了这么
多事儿后，我变得更加宽容，对世界报以
善念，同时从理性角度思考如何面对它的
不完美，进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心系故土育初心

如今陈晓岚旅居智利已近 20 年了。年
轻时的叛逆和“不安分”渐渐褪去，但对祖
国的热爱与牵挂却与日俱增。

从小打小闹的创业到做大做强的企
业，陈晓岚为自己的选择与韧劲儿感到欣
慰，但她更对身后所依靠的祖国心怀感恩。

“我刚来智利的时候，虽然不会说西
班牙语，却可以依靠祖国强大的工业体系
所提供的轻工产品，马上组建自己的进出
口贸易公司，成为企业主。而无语言障碍

的玻利维亚人、委内瑞拉人等却只能从基
层员工开始做起。”每每谈到这里，陈晓
岚总是感慨，祖国的发展让海外华人“挺
直腰板”。

热爱中国，陈晓岚也希望自己能让更
多的智利人了解中国，做行走的“中国名
片”。她在智利多地组织中国传统服饰展
演，“我们在活动中会介绍不同服装对应的
朝代时间，解释不同花纹的含义”。

“赏心悦目、底蕴丰富的服装给智利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争先恐后地来跟我们
合影，之后有啥活动还都来找我们借服装
呢！”陈晓岚笑着说。海外华人微小的努力，
都能为促进中外沟通与了解发挥大作用。

在陈晓岚的言传身教下，女儿也参与
在西班牙语国家推广中国文化的工作。“中
华文化里有许多资源和瑰宝，后人需要深
入了解并善加利用”。

近年来，陈晓岚每年都要回中国一次，
每次停留至少半年。

“每一年回老家，我都容易迷路。”谈
及中国的变化，陈晓岚觉得，不仅体现在
现代建设加速，还体现在家乡的医疗、教
育、政务服务等领域。此外，她表示，因
为大数据的产生，公共服务的效率变高
了、变透明了。

“回国是一种‘充电’。祖国的发展，
给我们在智利的业务发展带来新的灵感。”
陈晓岚说。目前，他们正尝试将在中国的
大数据技术与市场应用经验移植到智利的
业务上，以数据化推动传统的贸易形式升
级。

海内外华商崇左行活动举行

近日，由中国侨商联合会、广西华侨联合会
和中共崇左市委员会、崇左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创业中华——海内外华商崇左行”在崇左市
举行，吸引来自美国、西班牙、加拿大、马来西
亚、越南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位侨领、
侨商参加。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发挥海外侨商特有的优
势，积极推介崇左，鼓励海内外华商到崇左投资
创业，在特色食品加工业、高端林木业、糖循环
经济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
产业中，一起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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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岚：初心未老爱尝试
贾平凡 吴虚怀 贺文翰

从医生到商人、从中国到智利，年轻时，
陈晓岚因为“不安分”，一次次走出舒适区，
开拓事业、人生的新天地。如今的陈晓岚，
尝试探索的初心始终如一。

北京华商会理事会召开

近日，北京华商会召开五届五次理事会。北
京华商会常务理事梁智在会上表示，在华商会越
来越有“华商之家”的感觉。华商会非常关心会
员企业，经常走访会员企业，帮助会员企业共同
发展。 （来源：中国侨网）

陕侨商组团考察白俄罗斯

近日，陕西省侨联组织侨商代表团赴白俄罗
斯中白工业园考察项目投资。

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分别与白俄罗斯多个部
门就白俄罗斯木材加工、城市改造、城市垃圾治
理、奥尔沙中国商品城等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陕西中侨丝路发展公司和布列米罗集团就商贸和
物流领域合作签订了友好战略合作协议。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崇左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侨商联合会签订
框架合作协议。 杨志雄摄

汪
伟
育
和
他
的
自
行
车
盘
线
机

汪
伟
育
和
他
的
自
行
车
盘
线
机

墨尔本“电缆大王”汪伟育

见证中国制造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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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论语丝

陈晓岚(右） 和当地妇女在“爱心妈妈”圣诞慰问活动上

第一，要专注，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抓住机
会，不要东想西想。找到好的项目，要抓紧，推
动力要大。第二，必须有耐心，路程中肯定有不
少困难，不会很容易的被克服掉。记得邓小平
先生讲到“做不倒翁”，打倒了站起来，做生意
也要这样。第三，成功以后，赚了钱以后要特别
小心。几十年前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
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马来西亚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整合人脉是提升自己最好的挑战。整合
了企业精英可以减少竞争对手，精英团队能
帮企业加快速度发展。企业家必须创造商
机，整合团队，而不是寻找商机，独创奇
迹。企业如果没有风险，也就没有了机会，也
可以说企业就没有了突破与前进的能力。如果
企业不能前进，也不可能有停留的机会，就只
有败退和消失。

——世纪皇朝集团主席吴帝庆

创业应该从小做起，无论生意多小，只

要用心，就能壮大。一个小贩的摊位，也可
以发展成为连锁店，不要认为做小贩是丢脸
的，做生意没有贵贱之分。

——成功集团主席陈志远

公司一定要做大做强。做大以后，才能
与人竞争。一定要站在别人之前，发展才不
会有障碍。通过积极的营销活动，促进市场
增长，自然而然产量会增长，就业也会增
长。在运营企业时，应优先配合支持政府规
划：提高经济，提高就业率，降低贫困率和
绿化环境。

——印尼金锋集团董事长林文光

一个企业无论大小，管理非常重要，一
定要专业化。老板一定要和员工同甘共苦，
要关心企业的一点一滴。如果老板是松松垮
垮的，如何要求员工认真紧张起来？做生意
要做自己熟悉的行当，不熟悉的不做，自己
控制不了的也不做。

——英国荣业行董事长叶焕荣

华商谈经商之道

华商看中国发展

斯里兰卡福建总商会成立

近日，斯里兰卡福建总商会暨福建同乡会
（简称福建同乡会） 成立大会在科伦坡举行。闽籍
华侨华人代表、斯里兰卡政商界及其他各界人士
共400余人出席。

福建同乡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在斯闽籍乡亲
有了自己的正式社团组织，期待该组织能够帮助
海外侨胞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推动福建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作出贡献。

（来源：新华网）

“一带一路”华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