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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对中国市场抱着怀疑和观望

态度时，华侨华人率先行动起来，义无反顾带着资金、
技术回到国内创业。当中国誓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时，广
大华侨华人更要坚实响应号召，不忘初心，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紧随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
策，吸引更多资金、技术、创新理念回到国内，加强中
国和世界的联系。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我想告诉西方人，中国正在发展、正在壮大。西方
人也需要知道，中国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实上，现实
的中国与他们的想法有太多的不同。有时候西方了解的
中国还是 5 年前的中国，甚至是 20 年前的中国。所以我
深知，在东西方架起沟通的桥梁是多么重要。

——美国福茂集团副董事长赵安吉

华商谈经商之道
在贸易公司，我看到制造业、贸易业的运作并了解到

它们如何互动，学习到流程；在野村证券，我学习到金融的
手法；在中策集团，我们从事企业并购，接触的内容非常广
泛，有机会全面地了解到企业的运作，看到一个公司如何
在管理、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配合。同样一个状况，你往
悲观的方面看，就会越悲观。但如果是往乐观去看，从积极
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日本国际航业总裁吴文绣

要想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所有成员必须团结协作，并
且对公司抱有相同的愿景。如何打造一支优质高效的团
队？关键在于“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将合适的人放在适合
其能力和特长的岗位上，才能使之发挥最大能量。

——英国龙凤行创始人、董事长陈顺安

北京“新侨汇”侨商团访津

日前，由北京侨联副主席李冬娟带队的“新侨汇”
侨商代表团一行25人赴天津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行
活动，天津市侨联负责人接待并陪同参观考察。

“新侨汇”是北京市侨联组织和团结新侨商，挖掘侨
界资源，促进侨企创新创业发展的新侨组织平台。

此次访问交流，进一步增进了天津与北京两地侨联
的了解和友谊，双方都表示今后要继续深化合作，携手
把新侨工作推向深入，让侨联事业和企业家的实业发展
实现互惠共赢。

图为“新侨汇”侨商代表团在津举办京津冀协同发
展天津行活动。

海南侨联引资引智促发展

9 月 14 日，海南省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海口
召开。

今后五年，海南省侨联将充分发挥侨联组织与海外侨
团、侨领、侨商联系密切的优势，积极宣传推介海南，主动
参与招商引资，助推海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
科技、人文、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找准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与海外侨胞投资优势对接点。

未来，海南省侨联将发动海外侨界社团大力宣传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加大引智引技力度，重视扶持
新侨在海南创新创业，争取成立海南省侨联专家委员会
或新侨专业人士联谊会，建立和完善侨界人才数据库，
吸引海外侨胞回乡发展、投资创业。

济南侨界庆改革开放40周年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侨联在舜耕山庄召开济南市侨

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上，来自基层侨联、高校、园区、企业、社

区和海外的50余名侨界代表，畅谈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

亲身经历，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

大家谈感受、话未来，认为改革开放打开了眺望世

界、求新求变的大门，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影响

了世界发展格局。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参与者、

贡献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阿根廷华助中心保华商安全

当地时间 9 月 14 日，阿根廷华助中心组织服务团队

来到拉普拉塔市，为这里的华商店铺进行电路安全、消

防设施、监控系统、门窗安全等检查维护及加固，为华

商上门送安全。他们同时向华商宣传用电常识、保险知

识，建立联系群等安全防范措施，为旅阿华人提供实实

在在的帮助。
（来源：中国侨网）

新侨华商软实力
在德国旅居多年的巴伐利亚中国企业促进会主席刘

依松，一直致力于为津企“引进来”贡献力量。随着中
国危房改造项目增多，他认为在这类工程中德国的发热
涂料技术会大有作为。据他介绍，中国第一个自行车民
族品牌“飞鸽”公司曾委托他帮忙引进德国先进技术，
帮助天津老品牌再创辉煌。

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到国际化进程当中，除了打造硬
实力，更重要的是软实力。软实力的形象和文化要宣传
出去，靠的也是华侨新生代。

新生代华侨的创业思路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和传
承，都与老一代华人有着不同。如今，华人商圈正悄悄
发生变化，年轻的新生代华商正在打开未来经济发展的
另一扇门，他们的亮相更加引人关注。

刘依松就是新生代华商中的一位。

中国企业“走出去”
刘依松高中毕业后就去到德国求学，硕士毕业后，

定居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在一家大型保险金
融集团就职。他在德国将近20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综合国力提升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在 2000 年前，中国的发展还没有现在这么势头强
劲。到德国后，他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两国的信息不对
称。在德国人眼里，中国还是比较落后。2008年北京举
办了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在 2010 年以

后，明显能感觉到来德国的中国人很多，尤其在慕尼
黑，来慕尼黑的中国人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增长，中国企
业来德国慕尼黑投资、注册，每一年都有翻倍的增长。

刘依松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让他受益颇多，越
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在德华人需要提供金融
保险服务，他个人的事业发展也有了很好的机遇。而像

德国知名的奔驰、宝马等汽车品牌，现在很大程度上依
靠中国市场。中国的崛起为在德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创
造了良好环境。

沟通双边铸桥梁
作为一名青年侨领，刘依松表示，相比于老一辈华

侨华人，“70后”“80后”的新侨商在走出国门时，物质
基础已比老一辈要好，有更多机会去海外求学、更好地
融入当地社会。

区别于老一代侨商从开餐馆、打工、做生意干起，
新一代华侨华人在海外从事科技、金融、法律行业的越
来越多，中高层管理工作者更多，这也在影响着海外中
高层的新生代。新生代侨领逐渐具备了打造华商在世界
上新形象的有利条件。

刘依松认为，新一代的华侨不仅融入当地的主流社
会，也很牵挂自己的祖 （籍） 国，因为他们知道自身起
的是一个双边桥梁的作用——让欧洲人、让德国人更好
地去了解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

对刘依松而言，他不仅代表着中国人的勤劳、吃苦
耐劳，还表现出新的形象——他对当地社会融入度更
高，说着很好的德语。

刘依松说，经济发展互相合作很多都是建立在文化
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基础上，现在，越来越多的“80
后”“90后”德国人喜欢中国文化，愿意学中文。

他表示，自己也将在中德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上继
续发挥积极作用，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来源：中国侨网）

耳濡目染 结缘木艺

两架，一桌，一椅，一坐墩，构成了
一组海南黄花梨木制造的明式家具五件
套，简洁而不失优雅，低调中蕴含大气，
在一缕柔光的映照下，恰似一幅精美绝伦
的中国古代文人雅居图。它的名字是“精
舍”，意即古代读书人修学之所。

这 是 近 日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举 办 的
“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传统工艺
家具单元”中的一组作品，作者是陈玉树。

“我的古典家具作品从 2014年开始连
续三届入选参加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展，在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家具工艺品的
最高水准。”他浓浓的闽腔中有掩饰不住
的骄傲。

陈玉树和古典家具的“缘分”在童年
时便已萌芽。“小时候好奇心重，经常跟
在大人后面看木工活儿，递个斧锯、刨个
木花，潜移默化中就爱上了这些小玩意
儿，也渐渐会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他
坦言，木作工艺的种子便扎根于彼时。

“从小学到初中，我就跟在长辈后面
边学边做，到十八九岁，我就能独当一面
了。我人生中第一件木作，就是在滩涂上
讨生活用的泥撬，就像现在人们玩儿的滑
板。”回忆往事，兴之所致，他甚至手舞
足蹈地演示起来。

谈到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陈玉树提及
的另一个高频词是书籍。

“我二哥每年寒暑假都会带很多书回

家看，我因此能接触并阅读大量不同种类

的书，有古典文学、武侠小说、历史传记

等，这些‘闲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性格

气质和思维方式。”他说，“后来读书深

造，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艺术设计系，也

开始有意识地去读更多国内外的专业书

籍，例如书法、绘画、设计、艺术史等

等。《天工开物》 就是一本充满古人智慧

的书，我尤其喜欢。”

至今，他仍然保持着广泛阅读涉猎的
习惯。这些独特经历对陈玉树的审美品
位、艺术理念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古代，家具曾是礼器的一
种，后来它的实用功能渐成主流。到了现
代，审美功能又日渐强化。现代工艺作品
要寻求新出路，就应该从‘形、材、艺、
韵’四方面精心塑造，缺一不可。”陈玉
树说。

愈挫愈勇 抢占先机

“‘爱拼才会赢’可能是我们福建人
共同的精神认同。”陈玉树祖籍福建莆
田，这里自古重商之风盛行，还有“下南
洋”的传统。闽南人勇闯敢拼、迎难而上
的精神更是世代相传的无形宝藏。

“从 1997 年到 2000 年，3 年间，我 6
次到马来西亚，但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
直到2000年，我才真正打开局面，挖到了
第一桶金——‘寿山石’。”回忆往昔，他

满怀感恩。
“我只身远赴马来西亚，得益于当地

华侨华人的大力的帮扶和支持，才在当地
扎根。闽南人家族观念和互帮互助的意识
很强，大家觉得我工作勤奋，都帮我牵线
介绍、宣传推广。从拼柜到拥有整个货
柜，慢慢地，很多人后来也成了我的固定
客户，我觉得根源上还是大家对家乡人的
亲情和对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认同。”

然而，初入古典家具行业，他却首战

遇挫。2003年，陈玉树第一次运输了价值

约 50 万元人民币的明式传统家具到马来

西亚展销，“家具远洋漂泊到达巴生港时

却大量爆裂开来，最后只能全部赔本低价

处理掉，损失惨重”。

首战遇挫让原本满怀信心的他深受打
击，但他坦言，自己是“愈挫愈勇”的脾
气，经过深刻反思，他发现原因出在原生
木材烘干制作技艺上。痛定思痛，他决心
自己生产、把关品质。

两年后，他试水制作传统家具，从最
初的小家庭作坊发展到 2007 年的注册公
司，陈玉树在传统家具工艺品行业渐成气
候，逐渐站稳脚跟。

“自 2007年起，中国国内的古典家具
市场逐渐打开，需求增大，我们也算是第
一批吃螃蟹的人。因为基础牢固、品质优
良，我们在国内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陈玉树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由“器”入“道”文化出海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拓展，陈玉树的家
具生意做得如火如荼。但在事业发展顺风
顺水之时，陈玉树一直有个隐忧。

“制作古典家具，不仅要珍惜良材，

也要传承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技艺，更传承

古典家具所承载的文化。这是所有坚守在

家具行当的手艺人都希望看到的。”陈玉

树坚定地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自 2014 年起，陈玉树便开始思考如何由

“器”入“道”，将商品转化为作品。翻检古

籍，参详艺术鉴赏类著作，向文物专家讨

教，陈玉树在不断沉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

到，除了器具的现实功用外，家具本身也被

打上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

“从家具的美学风格来看，唐式简洁
朴拙、明式雅致精巧、清式豪华庄重。到
了今天，上班族的家具中体现出的极简风
格，正是快节奏的社会发展的镜像。”陈
玉树说道，“尽管如此，不同时代家具承
载的精神是相通的，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一种期许。”

在多年商海沉浮后，陈玉树的家具事
业最终与多年培养起的文史兴趣相遇。通
过对家具文化底蕴的挖掘与升华，他和艺
术家们精心打造一件件兼具实用性与审美
价值的作品，远销世界各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陈玉
树的视野由多年深耕的东南亚自然延伸至
非洲。

在与非洲开展深入合作的同时，陈玉

树更乐于与非洲分享中国千百年来代代相

传的榫卯技艺，并通过组织双方工艺美术

家定期交流活动，延续中非千百年来未曾

中断的红木情缘。

“中国古典家具上雕刻的意象，意义

丰富，寓意美好，比如牡丹代表花开富

贵，狮子就是事事如意，寿桃就是万寿无

疆。”陈玉树表示，每次向国外友人介绍

中国古典家具装饰时，总会引发连连赞

叹，这让他非常自豪。

“我更想告诉他们的是，中国古典家

具就像是一部无字书，有人无人，随时翻

阅。它由千年材料、千年工艺打造而成，

更积淀着千年文化。”作为这部无字书的

推介人，陈玉树立志将中华技艺与文化在

“一带一路”沿线散布远扬。

斐济侨商陈玉树：

以“家具”为媒传播中华文化
贾平凡 黄云欢 贺文翰

陈玉树出身于木作工艺世家。1997年，他24岁，决定
只身去马来西亚碰碰运气。20多年间，从开拓东南亚市
场，到回归国内发展，再到转战非洲市场，他艰苦创业，步
履不歇。

从一无所有到创立古典家具品牌，从商品贸易到从事
古典家具工艺创作，由“器”入“道”，年逾不惑的陈玉树将
他与传统木作工艺的缘分延续至今，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和
艺术理念，并将乘着“一带一路”东风，以中国古典家具为
媒，把中华文化远播海外。

“一带一路”华商故事“一带一路”华商故事

图为陈玉树 （右） 向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 （左） 赠送木雕作品《君子和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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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依松：

打造新生代华商“新形象”
于 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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