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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悔到留下

“大家都说，到了非洲，和国内就没
办法接轨了。哈哈。我在尼日利亚工作
生活了 15 年，事业重心在这边，也习惯
了这边的生活，而且，我对这个国家很
感恩。我会继续在这边呆下去。”刚在北
京参加完中国侨联的十代会，倪孟晓就
马不停蹄地赶回尼日利亚，忙着组织即
将于22日在拉各斯举行的2018“庆中秋·
迎国庆”联欢会。

然而，15 年前，第一次踏上尼日利
亚土地时，倪孟晓的心情却是“后悔不
已”。“那是 2003 年 3 月 22 日，当时我在
北京雅宝路做外贸生意，朋友说尼日利
亚生意比较好做，我们就去考察。一下
飞机，感觉回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所谓
的国际机场和当时国内三线城市的机场
差不多，而且，他们见了中国人还会故
意刁难。我当时就后悔了。”但是，深入
考察市场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尼日利
亚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汇率
也算稳定，我决定留下来。”

的确，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
国家，当时就有 1.3 亿人口 （目前有 1.8
亿人口），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国家资
源丰富，主要靠石油收入。它又是西非
经济的地区“领头羊”，是非洲经济发展
最快地区之一。2013 年，尼日利亚国内
生产总值达 80.3 万亿奈拉 （约合 5099 亿
美元），首次超越南非成为非洲第一大经
济体和世界第二十六大经济体。

倪孟晓是个不安分的人。1993 年，
刚刚 16 岁的他就离开了家乡浙江温州乐
清市虹桥镇。“温州人嘛，我初中学习一
般，家里也需要我出来做生意赚钱。我
就北上北京，当时我父母也在北京。”他
在王府井站过柜台，后来到雅宝路创
业。26岁时，他选择远赴非洲再次创业。

从工厂到农场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18》 指出，随

着新移民的快速增加，非洲华商实力在
逐步增强。如尼日利亚等国的华侨华人
规模超过1万，基本上以新移民为主。与
老侨主要从事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不
同，新移民的精英领域更为广泛，目前
已拓展到旅游业、制造业、房地产业、
医疗卫生业等行业。

倪孟晓正是非洲新移民中的一员。
“到尼日利亚后，我一直呆在经济首

都拉各斯。2003 年开始，我从事外贸，
主营鞋子。但是，2006 年，尼日利亚政
府出台措施保护当地制造业，禁止进口
鞋子这样的产品，只允许进口原材料和
半成品。”于是，倪孟晓转变思路，开始
在尼日利亚开办鞋厂。

倪孟晓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2008 年，他计划办一个大型造纸厂，地
都买好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全球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尼日利亚货币奈拉
贬值，他只能把造纸厂规模缩小。

“买的地有很大一部分就闲置了。”
此时的倪孟晓选择了创办农场。“尼日利
亚的食物特别是蔬菜水果品种很少，蔬
菜基本就只有洋葱土豆包菜。而且，我
是农村出来的，也喜欢农业，就决定办
个农场丰富一下当地华侨华人的餐桌。”
他还尝试把国内一些水果品种带到尼日
利亚。“我们还成功试种了火龙果、莲
雾、黄金果等水果。”

办农场其实利润并不高，不过倪孟
晓做得很认真。他说：“农场雇佣了 100
多个当地员工，带动了当地就业。而
且，尼日利亚的农业前景也很好，我们
正在试种木薯等，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从赚钱到回馈

倪孟晓对尼日利亚心怀感恩。他说
的很动情：“我在尼日利亚工作生活了15
年，最大的感受是受到当地人的尊重。
这个国家还不富裕，但是，只要用心付
出，就会有回报。我的想法很简单，我
的产品都是当地老百姓消费的，赚了
钱，当然要回馈当地社会。而且，我们
在海外代表的不是自己一个人，我们要

维护海外华人的整体形象。”
为当地社区援建学校、连续5年每年

赞助100个小学生学费、设立优秀学生奖
学金、与侨团一起做公益……

倪孟晓还组织农场员工建立了“中
国风舞蹈队”。“每当举行中国传统节日
联欢会时，农场的尼日利亚青年员工歌
舞队便会高调亮相：以字正腔圆的汉语
高歌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以
充满激情的舞姿表演 《你是我的小苹
果》，歌舞充满中国韵味，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倪孟晓说，“我们身在海外的侨
胞，特别能感受到习近平主席说的：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魂。所以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不仅
要传承还要传播中华文化。当地人接受
了我们的文化后会更容易接受其他方
面。”

倪孟晓也没忘记推广尼日利亚当地
文化。歌舞队里尼日利亚当地人居多，
所以，歌舞队还排练了三个当地的民族
舞。“有一次，我们为制造业协会表演
后，一个理事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您让
尼日利亚人跳起中国舞蹈，还把我们尼
日利亚的三大民族舞推出来进行表演，

我们自己都没能做到。我真的很感动。”
他说，“当时他真的是热泪盈眶，我也很
感动。”

2017 年，由国侨办授牌的第 41 家华
星艺术团，倪孟晓任团长，成为这支由
尼日利亚侨胞和尼日利亚当地演员近100
人队伍的艺术团。去年，艺术团主办和
组织了大小活动 50 多场，既丰富了华侨
华人的文化生活，又在非洲大地传播中
华文化。

“说实话，尼日利亚的治安环境等比
不上中国，而且，近两年，因为国际油
价下跌，尼日利亚的外汇储备减少，这
边的经济环境可以说是进入寒冬。但
是，我们坚守着。我们相信，寒冬总会
过去，明媚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对于
未来，倪孟晓满怀信心。“近年来，中非
交往越来越密切。最大的收益者就是我
们这些在非洲的侨胞。我们响应‘一带
一路’的倡议，努力结合祖国强大的经
济力量、当地的优势和自身条件，找准
方向和落脚点，实现发展。我们更要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梦
而更加努力！”

华商看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是廉
价、低质、山寨货，但近年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靠
的是品质、技术和品牌，这个转变非常明显。

——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华人企业
家联合会会长施乾平

海外侨胞心怀祖 （籍） 国，会利用自身在当地的
资源和熟悉中外两种文化的优势，发挥桥梁和纽带的
作用，继续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添砖加瓦。早
些年在国内投资的华侨华人已经享受到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红利，这也成功地带动了一些持观望态度的华侨
华人涌入到投资的热潮中去。

——拉合尔华侨华人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骆建学

华商谈经商之道

我MBA念完博士班的时候，是事业最低潮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最聪明，就不能整合别人。所谓满
招损，谦受益。要有使命感和前瞻性，在恰当的时机进行
正确的布局，成败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人去执行。

——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

人的一生要不断调整，学习的目的是要调整自
己，改善自己。很多人吃苦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要
在市场的红海里不断创新，寻找蓝海策略。学习是一
条漫长的路。在不断充实中，你腾飞的平台才会更高。

——更爱教育集团总裁林奂成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过去
40 年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也
深度影响了世界。被称为“国货大王”
的香港裕华国产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余
国春日前接受采访，回顾了自己和国货
事业一起见证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

他表示，作为归国华侨、香港同
胞，自己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
来的巨大变化。香港一直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重要窗口和桥梁。“一国两制”的成
功实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之一，不仅使香港得以顺利回归祖国，保
持稳定繁荣，也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40年来，香港一直以自己所长服务国家
所需，体现了与祖国同发展、共繁荣。

改革开放释放活力

回顾40年的经历，余国春表示，“改
革开放 40 年，我们是国家发展的见证
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我们的事业
和个人发展一直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
连。‘国货’不仅是承载中华文化的窗
口，更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展示着‘中
国制造’和中国品牌的不断进步”。

余 国 春 1951 年 生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
1959 年随父母定居香港。正是在那一

年，他的父亲创立国货公司，起名“裕
华”，寓意“富裕中华”。但直至内地改
革开放初期，内地的商品短缺、物流和
资讯不便以及比较僵化的经营方式，都
曾经令国货经营面临过不少挑战。他
说，当时裕华在内地订货主要通过一年
两次的“广交会”。

“在广交会上，我们就要计划和采买
好下一年的货品。交易会上没有现货，
通常情况下，当年根据样板订货，起码
也要一年后才有货，因此订货的时候不
仅要考虑市场需求、天气、物流等很多
因素，还要准备充足的流动资金，很考
验经验和胆识。”他说。

改革开放释放了内地企业的生产活
力，商品化、市场化不仅使消费者的选
择更加多样化，也改变了裕华国货的经
营模式。余国春介绍道：“我们的国货越
来越多元化，质量不断提升，而且在创
新能力、科技含量、信息化程度方面也
越来越有主导优势，我们很高兴看到

‘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在全世界越
来越有影响力。”

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

2001年，中国加入WTO （世界贸易

组织），开放的脚步进一步加快。回忆起
这特别的一年，余国春说：“全国甚至全
球经济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香港与
内地在经贸、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往和
融合更深入。我们的事业也不断拓展，
从而更快地以更加充足和多样的货源来
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

“1959年裕华刚刚开业的时候，只售
卖几百种商品。如今我们售卖的优质国
货已经达到数十万种。”他笑着说，“曾
有海外的游客来到香港，特地到裕华国
货参观。他觉得来我们的门市好像逛博
物馆，可以了解中国经济、文化的最新
发展。”

在余国春看来，在香港经营国货有
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一直对国家的发
展、对改革开放、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品
牌有信心，所以坚持经营国货。香港作
为桥梁和窗口，让香港市民通过国货感
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時也为优
质国货产品和品牌提供了‘走出去’的
机会。”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裕华国
货的生意还延伸到了新加坡。自上世纪
90年代至今，裕华国货已在新加坡有1家
总店、4家分店，以海外市场为据点，持
续增加中国品牌和文化在世界，特别是
印度尼西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珍惜招牌传承文化

多年国货的经营，余国春始终牢记
父亲的叮嘱，倍加珍惜国货的招牌，不
遗余力地传承中国文化，让世界通过国
货更全面立体地了解中国，提升中国文
化的影响力。

在门市里，他对瓷器、砚台、康乐
棋等中国特色的产品如数家珍，娓娓道
出其中蕴藏的深厚内涵和背后的故事。
平日里，他也时常教育子女不能忘记经
营国货“与时代并进，与社会同步，与
顾客同心”的宗旨，以“质量为先”的
初心继续服务大家。

“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坚
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
开放，是对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好的纪
念。新时代高质量的发展也为国货带来
了巨大机遇和无限动力。”余国春表示

“我们将继续担当民间交流的使者，积极
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建设，身体力行推动合作共
赢，以更便捷的交通物流和信息化方式
来宣传推广国货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进
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来源：中国新闻网）

倪孟晓：我在尼日利亚办农场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年来，中非交往日益密切。刚刚闭幕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中非合作踏上了新征程。中国这个最大
发展中国家与非洲这个集中了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陆碰撞
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美丽火花。这其中，有一批特别的受益
者：在非华人。在尼日利亚就活跃着上万名华商。他们在
这片希望的大陆上拥抱崭新的机遇，也架设起中非之间的
友谊之桥。倪孟晓就是其中一位。

余国春：“中国制造”见证改革开放
杨 喆

图为华星艺术团表演《千手观音》图为华星艺术团表演《千手观音》

加侨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侨界举办的一场纪念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座谈会上，多位与会人士表示，自
己有幸见证祖 （籍） 国40年来的巨大成就，亦期待更
多参与今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为深化中加友好
交流合作出一份力。

此次“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及加拿大华人
华商为祖籍国发展积极作贡献”座谈会由多伦多华人
团体联合总会和加拿大华商联合总会联合举办，当地
侨界二十余家商会负责人以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代
表出席。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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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海科会在成都举行

9 月 10 日至 12 日，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
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九三学社中央共同主办的第
十七届海科会在成都举行。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8名
海内外院士、148个海外创新团队以及多名海外名校校
长、教授和专家学者、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全国
侨商代表、国家和省“千人计划”专家等都成为盛会
的嘉宾、对话的主角。

目前，海科会已成为中国西部与世界人才合作的
重要桥梁，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具影响力的引才引智平
台，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与人才交流盛会之
一，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华侨华人双创大赛在蓉决赛

近日，第四届“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
大赛决赛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北美赛区的荣新起及
其团队获得本届创新创业大赛冠军。本届大赛共征集
了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78个高新科技项目，涉及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与互联网、先进制造、新材料与节能环
保等行业领域。经过角逐，最终有9个项目进入决赛。

第四届“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是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以下简
称“海科会”） 的重要专项活动之一。

意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换届

近日，意大利威尼托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第六届
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在帕多瓦市举行，选举产生了第
六届理事会会长王士晃。王士晃表示，威尼托华侨华
人工商联合会将继续秉承创会宗旨，以服务社会、服
务国家发展、推动中意友好交流，踊跃参加“一带一
路”建设为工作核心，积极开展各项会务工作。要广
泛团结社会力量，为促进中意友好交流，维护华人整
体社会形象贡献力量。

（均据中国侨网）

图为决赛现场

商 论 语 丝

“一带一路”华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