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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拼才会赢：

□持墨

福建人的“学霸超市”

虽然当代福建人开拓非洲的

时间其实很短暂，但福建人在非

洲的打拼，却已经留下了传说。

打开搜索框输入“福建人在

非洲”，度娘已经自动提供了一系

列福建人在非洲的创业规划：亲，

福建人在非洲，可以当酋长、开

矿、开银行、开超市、投资钢铁厂，

您要选哪个呢？

不仅从制造业到金融业，从

服务业到采矿业都有福建人的足

迹，把血性写在脑门上的部分福

建人，操着一口福建腔，在非洲开

拓事业。

或者和印度人发起竞争，建

起老虎机的草根帝国。在非洲任

何一个小店前，你只要放一台老

虎机，定期去取钱，并和老板分

成，这就是最简单的盈利模式。

而更多的福建人热衷在非洲

开超市，经营品种由食品发展到

五金、服装、日用品……承包了当

地华人与非洲同胞的购物车。

从基础的老干妈、泡面、火腿

肠、可乐、泡菜，到烧烤架、自行

车、电视，超市虽小，五脏俱全。

华人烹饪必须用到的酱油醋

各类调料，让远离故乡的游子也

能煎炸煮炒，吃上一口老干妈；从

欧亚大陆跨越山海而来的方便

面，虽然运费一叠加，价格从 5 块

变成 15 块，但依然凭借美味俘获

了当地人的舌头，成为畅销品

……

福建超市老板，还是当地华

人的万事通，扛起了超市以外的

责任———国内外买卖寄送东西，

办号码、买口罩都可以找他们。

这些超市的福建老板，尤其

是自己做老板又做雇员的那种，

都被淳朴的非洲同胞赋予了他们

自己也想不到的人设光环：店内

每一种商品价格都能记住，还能

不用计算器就算出来，福建老板，

你们都是学霸吧！

福建人只能谦虚表示：这些

一共 16 块，你给我 21，我找你 5

块———这不但是福建人，其实是

广大中国人的传统技能。

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现在的

非洲华人超市，早已用上了扫码

支付。

抱团
如果《唐人街探案》在非洲拍

摄一部续集，那么老秦和小唐他

们俩在非洲唐人街有极大的概率

遇见福建人，毕竟在非洲的福建

人满足了《唐人街探案》主要配角

的三要素：有钱，抱团，以及会来

事。

连拍摄地点都想好了———位

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非洲第一条

唐人街。店铺林立的街道上，红瓦

飞檐，汉字招牌，风格如同中国南

方城乡结合部，却妥妥是南非华

人的俱乐部。

即使离开约翰内斯堡，来到

被南非包围的“国中国”莱索托也

是不错的拍摄地点，这一非洲小

国不少城市的超市零售行业，几

乎被福建人垄断，走在繁华的大

街上，路边的亚裔面孔都不忘随

手泡茶，根本不用把福建人三个

字写在脑门上，就让人一目了然。

因此当故事在非洲展开，无

论是设置为案件的受害人，还是

设置为给小唐发奖金的大佬，或

者和老秦狭路相逢惺惺相惜，舍

福建人其谁。

把超市开遍非洲这件事，藏

着福建人经商的玩笑———“找到

一个行业种下一个福建人，来年

这个行业就会长出更多的福建

人”。

1998 年之前，非洲的华人还

以台湾人和香港人为主，但 1998

年到 2000 年期间，大陆人大量涌

入非洲，而其中福建人数量最多。

这就和 1998 年之前到非洲

创业的几名福建人有关，从打工、

学习到另立门户，并在创业有成

后，呼亲唤友到非洲开超市，最初

的几位“福清哥”逐渐发展到近

5000 人。

在莱索托最繁华城市沸腾市

中心的一条街上，几乎所有超市、

商场、车行都为“福清哥”所经营，

在这里乃至莱索托 8 个城市几百

家超市、商场中，你都可以看到

5000 多位“福清哥”忙碌打拼的身

影。

非洲作为地球上最落后的大

洲，虽然交通、政治、经济落后，但

是人口多，市场容量也是非常大

的。2017 年，非洲的人口达到 12.2

亿人，而且还处于快速增长中，有

机构研究表明，预计到 2050 年，

非洲的人口还要翻一番达到 25

亿。面对这一大新兴市场，实际上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中国人开始在

非洲开超市的旅程了。

来自福建福州福清市的方则

江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方则江

1955 年出生在福清市的一个边远

小山村，1975 年高中毕业。1978

年，他来到福建南平市创业，先是

在街边炸油条，后又开街边店、发

运货、做养鳗生意。由于他勤于经

营、广结善缘，到 1994 年已成为

当地有威望和影响的人物。

1995 年，40 岁的方则江把目

光投向了国外。在选择地点时，他

首先考虑的是东南亚，认为这里

离家乡近、语言障碍小，但缺点

是华侨华人太多，竞争依然很

激烈。这时，已到南非莱索托打

拼一年多的弟弟方则基回国探

亲，说起那里“人口只有 200 万，

国土面积和福清相差无几，去

发展的中国人不多”，于是方则

江决定去莱索托创业。

在莱索托，方则江虽然避开

了激烈的竞争，但也面临着很

多困难，一，莱索托条件艰苦，

法制不健全，治安很乱；二，当

时莱索托是台湾的邦交国，未

与中国建交，别提中国大使馆，

就连一家能帮上忙的中资机构

也没有；三是没有经商的身份

资格；四是语言不通、人生地不

熟。但方则江他们却从中看到

了机会：莱索托经济不发达、物

资匮乏，没有多少超市、商场。

他从帮台湾人开的超市打

工开始，逐渐摸索，了解了莱索

托人民、消费方式。一段时间

后，方则江利用打工挣下的部

分积累及家里头一些资金与人

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的超级市

场。经过二三年发展，经营范围

规模逐渐扩大，由一家小型超

级市场发展到 3 家大型超级市

场。

他将国内的乡亲们带到莱

索托，待他们业务比较熟悉时，

鼓励他们走出去开店，自己当

老板挣钱。根据最新财富统计，

方则江身家达到 13 亿美金，蝉

联南非华人首富。

如今福建人在非洲开超市，

已经形成了产业链，远在非洲是

姐夫带小舅子，堂哥带表弟开着

超市，而留守福建的亲朋则担负

起了采购与供货———可以说论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福建人排第

二，没人敢随便称第一。

除了超市，在经济落后但需

求旺盛的非洲，福建人也以同

样的方式介入了衣服鞋帽、五

金、车行等产业，非洲兄弟酷爱

穿的红蓝橡胶拖鞋，大多也来

自福建人在当地开办的工厂。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南

非 30 万左右的华侨，一半是福

建人，其中福清人保守估计超

过 3 万，福清江阴镇的旅外华

侨中，远赴南非的接近一半。

当然，福建人不光是在非洲

挣钱，假如拍摄一部中非版《山

海情》，福建人依然占据一席之

地———因为凌一农的原型福建

人林占喜教授，他也给非洲送

去了菌草技术。

当网络上重现百万网友围

观非洲兄弟，怎么把蘑菇卖出

去的云扶贫之旅时，编剧老师

请不要忘记，非洲大陆上的福

建超市老板，此时又可以派上

用场。

“淘金”与“探险”
众所周知，很多福建人爱当

老板，宁可在看似贫瘠的非洲探

索无限的可能，也不想在竞争激

烈的北上广打工，成为众多福建

人去非洲“淘金”的信条。

爱冒险，是支撑福建人在非

洲“淘金”的最大倚仗。非洲不

少国家或地区局势动荡，治安

混乱，不少在非洲经商的福建

人，都有被暴徒拿枪指着脑袋

要钱的经历。

在南非的唐人街，不仅经商

的中国人十之八九来自福建，

在此闯荡的福建人中，又有占

比最多的福清人，他们做生意

出手不凡，动辄携带大量现金，

早已是公认的南非乃至非洲抢

劫、绑架的“第一目标”。

根据海都网整理报道，2012

年至 2014 年，在南非因抢劫遇

害的 34 名华人里，21 人来自福

建福清，占比高达 62%。

尽管危险，但为了挣钱，许多

福建人还是把脑袋拴在裤带上，

兢兢业业在非洲打拼，并把挣到

的钱汇给国内的老婆孩子。

不甘同胞流血牺牲的福建

人，还出手成立了南非华人警

民合作中心，作为非营利性的

华人社团，警民合作中心帮助

不少在非华人报案、协助调查，

不仅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还

协助警方挖出了不少“黑警”。

虽然随着非洲闽商一起崛

起的，还有在世界各地华人里

都恶名昭彰的黑帮“福清帮”。

事实上，也有许多所谓的“福清

帮”并不是福建人，只是打着它

的旗号。另一方面，建立南非华

人警民合作中心的是福建人，

在非洲建起一支荷枪实弹安保

队伍的也是福建人。

可以说，无论“正邪”，在外

闯荡的福建人都很“生猛”———

很多福建人语言不通时就敢到

非洲创业，靠着计算器、手舞足

蹈比划在陌生的非洲赚到了第

一桶金。

至于为什么开超市成为大

多数福建人的选择，一个原因

是因为非洲自身生产力落后，

对生活物资有极大的需求，而

中国本身就是制造大国，能提

供物美价廉的货源。

另一个则是因为福建人发现

了非洲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尤其

是南非人，他们将工作与生活分

得一清二楚，到了点就关门，福建

人开的超市店铺就成了下午 6点

后买东西最好的去处。

不仅如此，非洲人往往月初

领了工资，就立刻去超市大买

特买，无论老幼，都乐于消费而

少储蓄，这样的购买力，让开超

市成为了不错的商机。

而福建人创业的草根性也

十分适合在非洲开超市：普遍

学历不高，却十分能吃苦的福

建人，能受得住在非洲打拼的

困难；而延续传统，基于家族血

缘关系而发展开拓的产业链或

分店，无论是进货时赊欠货款，

还是不私藏的全力帮扶，都让

福建人做生意时更有可能渡过

难关。

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

如今福建人不仅垄断了非洲的

超市，凭借成功经验，他们还把

超市开到了形式类似的东南

亚、南美洲。

但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南美

洲，开超市或不开超市的福建人，

不管来自福清还是南平，闲来无

事的时候聚起来喝酒唱歌，都一

定会扯着标准或不标准的闽南

话，唱一句：“三分天注定，七分爱

打拼，爱拼才会赢。”

（《网易》《华人周刊》）

江湖传言，在美国唐人街你可以不会英语，但你如果会福州话，在这里找工作时就

拥有了一个强大而明显的优势。

到底有多少福建人在海外，已经成为未解之谜，“以海为田”的福建人，秉承着哪里

有市场，就要去哪里拼的精神，脚步早已踏遍世界每个角落。

因此，当你在非洲的大小超市里，听到一句福建话时，千万不要诧异，爱拼的福建

人，早已在非洲大陆上站稳脚跟。

福建人在非洲开的超市

福建人在坦桑尼亚开的华人生活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