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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亚军

相比白手开创商业奇迹，启蒙中国品牌发展而言，曾宪梓更为人所

知、更令人敬仰的，是他对国家至死不渝的赤诚和贡献。

在国家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评选出的 100 名“改革先锋”中，香港

地区一共有两人入选，一位是霍英东，另一位就是曾宪梓。

“祖国抚育我成长”

即便到 80 岁高龄时，谈到自

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还

会潸然泪下。

1934 年 2 月 2 日生于广东梅

县区扶大所里村的曾宪梓，是被

苦水泡大的。他 4岁时父亲去世，

从此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

“有难关，自己过”的生活。

幸运的是，母亲有难得的远

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

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

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

但念完小学，母亲就实在无

法供孩子们上学了。16 岁的哥哥

去了泰国，11 岁的曾宪梓则放牛

砍柴，翻地种田。

几年的小学生活，给曾宪梓

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新

中国的成立，共产党让人民站起

来。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

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

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

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 3 块钱的

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

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

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

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

“夸下一个海口”：将来要给学校

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级的大楼。

“从 17 岁到 27 岁，国家养了

我 10 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

国抚育我成长的。”

活得有骨气

1961 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

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

作。

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报效

国家时，人生轨迹却被改变：去泰

国多年的哥哥，因与叔父就父亲

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

要他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

不走。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

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国

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

出来多么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

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

你的培养吗？”

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

要先拿到香港地区身份证、做好

护照后才可去泰国。在香港地区

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

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

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

吃白住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

做保姆。

这样的日子过了 9 个月后，

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

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

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

共产党教育的他，以自己放弃一

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

争。

解决完争财产的问题，国

内形势已然发生巨变。想要回

国的曾宪梓获悉，暂时回不去

了。他只能往返于中国香港和

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并将

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借

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

家里，帮其经营生产领带的小

厂。

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曾宪梓

夫妇每天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地

帮助哥嫂干活儿，却依然被嫂嫂

驱逐。曾宪梓和妻子一夜没睡，两

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

努力，这么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

生还是越走越窄。

被赶走后，曾宪梓不得不卖

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

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

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做领带到唐人街卖。

艰苦创业

1968 年春节前，一心想要回

国的曾宪梓回到香港地区。

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

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

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

跟随到了香港地区。

走投无路之际，叔父辗转汇

来一万港元。靠着这笔钱，春节还

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 60 平

米，既可居住、又可做工的房子，

办起了一个名为“金狮领带”的

小作坊。

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

开工时，手中只有 6000 港元的

窘迫。房租花了 1000 多，感谢姑

姑当年的收留花了 2000，购置

生 活 和 开 工 必 需 品 花 费 近

1000，“这 6000 元可以花多久

呢？一天生活费 50 元，一个月就

1500 元，也就 4 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

让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马不停蹄，曾宪梓每

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

机中度过。别无选择，他只能拼

了。

“推销的时候，老给别人赶

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

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五打就

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

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

遍香港地区每个角落。为了打

开销路，马路边的地摊小贩，

他都一个一个地求，大大方方

地请他们吃饭，托他们帮忙代

销。

而另一边，已是六口之家的

家庭，每天的菜钱只有 1港元。

轮到他买菜，还要更节省：“只

买 8 角钱的，觉得不能一下子

将这 1 元钱全部用完。”

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

业的曾宪梓，积累的一个很重

要的创业经验。“如果有了点钱

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

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资

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

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

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

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

广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

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

了。

在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

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

面。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

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地区主流

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

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

售卖。

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金

狮”的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

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

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

手里夺过来。曾宪梓决定自己

做一个名牌出来！

首先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

香港地区赌风盛行，不少朋友

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

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

什么都输掉了。”

曾宪梓冥思苦想新名字

之际，机会和灵感居然一起

来了。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

他一同去澳门地区玩，要介绍

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

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

个部长给他认识。旅行中，曾

宪梓 想出 了新 名 字 ：“金 利

来”。

再过几个月，香港地区主流

市场的门，也被他打开了。

这也是他在回忆自己的创

业故事时，尤其自豪的一段经

历：“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

熟，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

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

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

是，该请对方销售自己的领带

了，但曾宪梓不急。“交上朋

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

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

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

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

关系。”

不急的另一边，曾宪梓几乎

每天都在等待对方的一句话。

“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

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

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

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

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

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

句话。”曾宪梓说。

再之后，金利来，渐渐火起

来。

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从跑街串巷开始，曾宪梓心

里就住进了一个梦：一定要做

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而且是

不输给洋人的大牌。

中国乒乓球队开始风靡世

界，曾宪梓于是独家赞助了中

国乒乓球队香港表演赛的电视

转播，并且打出了一句很快响

遍神州，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迹

的著名广告语：“金利来，男人

的世界”。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电

视转播节目中大做广告；1972

年的香港小姐选举，也被金利

来承包……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提出

一个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你借

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

我自己供货，自己找人来卖。卖好

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百货公司觉得这种不拿本

钱备货，不出人力，还能保证一

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

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

城掠地。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

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

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这

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专

柜模式。

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金利

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

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

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85 年，曾宪梓开始到内

地投资开厂，创立了改革开放

后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

资企业。1992 年 6 月，金利来在

香港上市。

回馈桑梓

曾宪梓说，被党的政策改变

命运的他离开内地时，就曾回

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

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财

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

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

国。”

1978 年，可以回内地了。曾

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兑现

他在东山中学、港英桥头的誓

言。

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

慷慨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

大量教育设备设施，以及崭新

的教学楼，还送给当地政府两

部汽车。

一笔一笔在当时堪称巨资

的捐款被他送到家乡，送到整

个内地。再之后，是事业发展越

大，捐赠金额越大。

1992 年，捐资 1 亿港元设

立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 年中

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捐

资 1 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

天基金；2008 年捐资 1 亿港元

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

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

业，历年捐资逾 1400 项次，累计

金额超过 12 亿港元。

“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

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

就一天也不终断。”

“去了香港几十年，我还没

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

厅，还没有到过卡拉 OK。我不

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

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

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

我的终生理想就是要报效祖

国。”

直到 2019 年 9 月 20 日去

世前，曾宪梓都还在给内地捐

款。

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等

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

发展赤诚奉献。

他还做了 10 年广东省政协

委员、7 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后

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

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

委。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宪

梓不再是企业家，而是一面爱

国爱港的旗帜，一位伟大的爱

国者。 （《华商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