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华商故事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芬中经贸投资峰会论坛举办

日前，第二届芬中经贸与投资峰会论坛在芬兰首
都赫尔辛基落下帷幕。该论坛由芬兰华商总会携手芬
兰国家议会、芬兰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芬兰教育文
化部、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赫尔辛基市政府、芬兰
企业家联合会，以及芬兰阿尔托大学、芬华英才协会
和芬兰中国发展与交流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

此次芬中经贸与投资峰会论坛是在芬兰著名的高
等学府阿尔托大学举行。自去年做为芬兰建国百年官
方庆典活动之一的首届芬中经贸与投资峰会论坛成功
举办以来，芬中政府与公司企业合作意愿与需求进一
步加强。为积极拓展习近平主席去年成功访问芬兰时
所开启的中芬新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实现芬兰
与中国两国经济的优化结合，拓展中国“一带一路”
向北欧的延伸，第二届芬中经贸与投资峰会论坛因此
成为芬中经贸投资合作以及知识信息共享的重要平台。

（芬兰华商总会供稿）

子承父业 锐意改革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郑德荣的
父亲开了一家“成昌西菓店”，专门售卖
传统手工糕点。

“在我小的时候，新加坡还只是一个
小村落，父亲的糕点店就开在我家祖屋的
楼下，屋顶是用铁皮做的，周围还有水井
和果树，店的隔壁是一家木材店。我和小
伙伴经常捡地上不要的木棒，再用橡皮筋
做成小手枪，打树上的小鸟，玩得不亦乐
乎。”郑德荣的童年记忆都浓缩在那间小
小的“成昌西菓店”里。

“我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在店里帮
忙，觉得很好玩。特别是每年过年的时
候，一些马来西亚的员工要回家过年，店
里缺人手，我就跟父亲一起帮忙制作年
糕、饼干、面包等，觉得自己很厉害，特
别开心。”回忆起童年经历，郑德荣脸上
泛起幸福的笑容。

或许是童年经历深刻影响了郑德荣，
他对制作糕点产生了浓厚兴趣。看着他对
生意感兴趣，父亲备感欣慰，也长舒了一
口气：总算有孩子愿意接手生意了。

1995年，郑德荣正式接手父亲的糕点
店，成为“成昌西菓店”的店主，开始了
他的创业旅途。

“我父亲的糕饼店做了 30多年，已经
是传统糕点老字号。虽然生意还不错，但

是门面老旧，制作流程都是最传统的手
工，一点现代的时尚气息都没有。”郑德
荣坦言，刚接手时，他为“成昌西菓店”
的“土”苦恼不已。

为 了 使 父 亲 的 糕 饼 店 由 “ 土 ” 变
“洋”，年轻气盛的郑德荣将“成昌西菓
店”改头换面，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
改革创新。

逆风翻盘 不忘初心

“万事开头难”，命运并不总是按照我
们写好的脚本走。当满腹宏图大志的郑德
荣正准备大显身手时，却遭遇了“滑铁
卢”。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商业上的各种
原因，接手父亲的糕饼店不到一年，资金
链就断了，郑德荣不得不关掉蛋糕店，还
欠下几十万元的外债。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糕饼店，却是
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毁在了我手
里，还让家里背负了这么沉重的一笔巨额
债务，我曾一时不知如何面对家人。”郑
德荣满怀愧疚。

然而年轻就是资本，郑德荣并没有因
此一蹶不振，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他
要重新把父亲的糕饼店再开起来。

糕饼店关了，为了谋生，他只好去别
的餐厅当糕点师傅，一边工作，一边刻苦
钻研技能。每日工作 14 小时，有时深夜
回到家还做芝士蛋糕，努力赚钱还债。

“我一晚可以做 20个蛋糕，非常疲惫，有
时会从睡梦中莫名惊醒，也曾想一了百
了，结束一切，但一想到父亲，我就振作
了起来。”

为提高手艺，他去法国学习传统法式
烘焙，博采众长，精进技艺。功夫不负有
心人，他终于在西点行业闯出了一番天
地：曾在法国巴黎著名高级食品百货馥颂
Fauchon 任职，也曾在新加坡本地高档餐
厅 Les Amis 担任西点师傅；1996 年，
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杯甜点大赛”中获
得金牌；1997年，代表新加坡参加全球比
赛，获得第六名；2001年，在“世界名厨
峰会”上摘走年度糕点师傅大奖。

荣誉与掌声像潮水般涌来，郑德荣并
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1998 年，郑德荣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Baker’s Inn，专做西点蛋糕。2004 年，
该店更名为 Bakerzin （贝可津），在中国、
美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开有
50多家分店，成为家喻户晓的糕点品牌。
贝可津最受欢迎的招牌是奶酪蛋糕，也是
郑德荣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来的。

回归传统 重新出发

200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郑德荣决
定脱售业务，调整经营方向，优化资金配
置。2014 年，他成立西式蛋糕店“爱琴
猫”（Cat & the Fiddle），专做奶酪蛋糕。

“西式糕点是我所擅长的，但人到了
某个年龄，总会回忆起纯真无邪的童年时
光，希望回归质朴至简的传统文化。每次
看到父亲，我就想起他曾用心经营了 30
多年的老字号，我想重新打响老字号的招
牌，让更多人知道和喜欢‘老成昌’的糕
点。”说干就干，2015 年，郑德荣重新注
册成立 “老成昌” 糕饼店，售卖具有古
早味的蛋糕、节庆糕点、曲奇饼。

“‘老成昌’成立后，我才告诉父
亲，他喜极而泣。他那时身体状况不好，
患肝癌近十年，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老成昌’成立不久后，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很庆幸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为他做点
事，完成他多年的心愿。”郑德荣表示。

推陈出新，郑德荣将传统糕点制作手
法与西式甜点的烘焙相结合，研发出独具
新加坡风味的肉骨茶、肉干、麦片虾、叻
沙、沙爹、花茶等十多种特色口味的曲奇
饼，以及口味特别的凤梨酥。

在传统中注入创意，郑德荣在包装上
也下足功夫，采用浓缩狮城历史和文化的
复古包装的铁罐，上面的花纹记录着新加
坡的历史变迁：寓意种族和谐的“甘榜精
神系列”，殖民地风格的“樟宜野餐”系
列，娘惹风格的“加东早餐”系列，还有
浓浓自然风的“植物花园”系列。

2018年，郑德荣在中国上海设立食品
工厂，希望能把地道的 “新加坡味道”
和中国人一起分享。“这是‘老成昌’走向世
界的关键一步”，郑德荣看好中国市场。

新加坡华商郑德荣：

打造传统糕点老字号
贾平凡 贺玉荣

带“手信”回家，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是很多出
门旅行游客的选择。作为新加坡当地新晋网红，新加坡
老字号“老成昌”的传统糕点正成为世界各地游客带

“手信”的首选之一。作为“老成昌”的创立者，郑德荣
最自豪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把他独创的“新加坡味道”
带回家。

从一家开在祖屋楼下的小店，到成为备受追捧的时
尚“手信”，对在食品糕点行业打拼了30多年的郑德荣
而言，“老成昌”既是一个少年的奋斗情怀，也是一个新
加坡品牌的精彩蝶变。

商 界 传 奇

商 机 商 讯

侨胞助力中老科技对接

近日，老挝广西同乡会介绍，为促进中 （中国）
老 （老挝） 科技领域合作，同乡会作为支持单位参与

“2018老挝科技博览会中国先进技术展”的举办，积极
协调组织会员企业与老挝科技部创新司和广西科技
厅、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等单位对接联系。

山西新侨双创示范基地授牌

近日，“山西新侨创新创业联盟”第二届理事大会
暨新侨双创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太原市万柏林区举
行。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同大学及山西大学环境科
学研究所等18家单位入选山西省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
盟副理事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并获批 2018年度“山西
省新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中国新闻网）

图为第二届芬中经贸与投资峰会论坛现场。
资料图片

图为郑德容和他的“老成昌”

中国持续开放的力度令许多海外媒体都用
“超出预期”来形容。近年来，我所在的集团
已在推介“一带一路”方面做出些努力和尝
试。比如，倡导用创新精神推进打造互联互
通、命运相连的共同体，用海外受众听得懂的
语言、听得进的方式传播“一带一路”倡议在
实践中的生命力。

——侨鑫集团董事兼执行总裁周子涛

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到北京创业。在我看
来，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吸引海外华商，除
了爱国爱乡因素，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重
视投资环境建设，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吸引外资
政策，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奠定了基础，其结
果是双赢或多赢的。

——香港洪氏集团副董事长洪明基

侨资企业应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
发展机遇，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聚集优
势，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强创新
与开放合作，树立华人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影响
力。

——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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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响应祖国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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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和世界合作的联系。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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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时代中国充满了机
会，但我们不能用老的办法，要有创新思维，
如果还是按照旧的做法，就要被新时代淘汰。

——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

商 论 语 丝商 论 语 丝

在浙江省南部，海拔900多米的大山之上，文成
县玉壶镇吴坑村坐落于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优越，
但因地势偏远，山路崎岖，被当地人戏称为“文成小
西藏”。

这里是旅意华侨董恩光的家乡，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让他萌生了在家乡打造一个养心度假胜地的想
法，从此开启了一个美丽的“桃源梦”。

董恩光说：“我的家乡吴坑村，虽然地理位置僻
远，但是环境幽静，自然景观秀丽，为什么不将它打
造成一个养心度假胜地呢？如果能够做好旅游这篇文
章，吴坑村也是一个‘桃花源’！”

为了实现把村庄打造成一个“桃花源”的愿景，
他多次往返于意大利和中国，联系设计师一起实地走
访吴坑村，结合自己的多年国外旅行经历和对家乡的
了解，全程参与方案设计，让自己脑海中的“桃花
源”烙在了纸上，“画”进了吴坑村。

“我做了设计方案，下一步建设的资金，如果能
发动吴坑村的华侨捐资是最好的，大家一起为家乡做
贡献更有意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董恩光在微信
群里发起了捐资倡议，将自己的想法和设计方案发给
每个吴坑人看。

一时间群里炸开了锅，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捐款。
吴坑村是一个只有 100 多户的小村庄，却发动了 265
人参与捐资，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捐款中，短时
间内捐资共200多万元。

“大家听说家乡要做建设，都十分高兴和支持，
每个华侨都想做好家乡建设，毕竟这里是我们的
根。”在这个“桃源梦”的圆梦路上，华侨们不仅捐
资，当村里建设出现土地纠纷时候，还会热心地充当
调解员解决问题，快速地推进养心度假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

吴坑村人慷慨地捐资家乡建设，除了故土情外，
还有对董恩光的信任。

“小时候家里很穷，住在山里也看不到外面的世
界，为了改变命运，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出去闯荡！”
董恩光回忆道，年仅15岁的他背起泛白的牛仔包，告
别了父母，只身一人开始了3年的北漂生活。

在北漂的途中，他将自己口袋里仅剩的2元钱分
一半给一个同样在外漂泊的陌生人。

他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虽然自己也很落
魄，但是能帮一点是一点，助人是快乐之本。”就是
这样怀抱着仁爱之心，一路上他不仅帮助了别人，也
得到了更多人的信赖。

1995年，董恩光出国打拼，从一开始沿街“捡布
头”，到10年后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普拉多开一
家自己的裁剪公司，发展到现在开了布料批发公司、
时装公司、大型百货超市，事业有成的他从来没有忘
记家乡吴坑村。

侨乡玉壶有旅外华侨6万人，其中像董恩光这样
的乡贤不胜枚举。

据了解，目前玉壶镇华侨认建国际慢城建设项目
有7个，共筹资金1750万元。华侨捐资公益项目，桥
梁、凉亭、教学楼、修路等达1亿多元，赞助文艺活
动3000余场。

当地紧扣华侨力量，通过“侨践”“侨鉴”“侨
建”“侨谏”“侨见”五侨汇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
侨投身于美丽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据中国新闻网）

侨企政策宣讲会在天津举办

近日，天津市召开侨资企业政策宣讲会，天津市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市侨商会负责人以及在津侨资企
业代表共70余人参会。

会议结合全市侨务工作实际，在深入考察调研的
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在津侨资企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对广大侨商长期以来在推动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扩
大对外交流合作、提升天津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会议期间，政企双方围绕生产经营、技术研发、
转型升级等方面充分交流、务实沟通，市商务委、市
科委、市公安局、市税务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设
立地区总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出入境和企业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宣讲解读，并
现场答疑，着力打造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

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办研修班

日前，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金融实务与法律
实务专题研修班在清华大学开班。来自美国、澳大
利亚、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名学员参加
研修。

本次专题研修班由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为期3天。课程内容主要
包括“企业投融资”“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企业
法律实务与风险防范”“劳动法与社会保障”等。

图为“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驻老挝联络处”揭
牌仪式现场。 钟 欣摄

浙江文成县旅意华侨董恩光

在家乡建下“桃源梦”
潘沁文 陈思思 赵巧巧

浙江文成县旅意华侨董恩光

在家乡建下“桃源梦”
潘沁文 陈思思 赵巧巧

图为浙江文成旅意华侨董恩光在玉壶镇。

金融与法律实务研修班举办

近日，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金融实务与法律
实务专题研修班在清华大学开班。来自美国、澳大
利亚、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名学员参加
研修。

本次专题研修班由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为期三天。课程内容主
要包括“企业投融资”“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企
业法律实务与风险防范”“劳动法与社会保障”等。

（以上据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