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作为一家老牌台企，旺

旺坚定的爱国立场，被人们发现

了。起初是旺旺发布了一条求生

欲满满的声明，说自己是好台企，

抵制台企要抵制坏台企，旺旺是

好台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佩洛西专机落地，旺旺的青

年企业家蔡旺家，在网上配了张

“驱鬼”的图片，“阴阳怪气”地表

示：“农历七月鬼门开，中元普渡

要拜拜”。不得不说，在民族大义

面前，旺仔是真的很敢说。

其实，蔡旺家说的言论只是

开胃小菜，当真正了解了旺旺这

些年从事的事业之后，才知道他

的爱国立场，是如此坚定和强硬。

作为第一家在大陆注册的台

资企业，旺旺在大陆投资建厂的

历史已有 30 年。它在港股上市的

名称，不是旺旺集团或旺旺食品

之类，而是充满自豪的“中国旺

旺”。

蔡旺家对祖国的热爱，很大

程度上是与父亲蔡衍明一脉相承

的。身为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

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旺旺人是

爱台湾的台湾人，更是堂堂正正

的中国人！”

他称，“因为有大陆这个伟大

的市场，才造就了我旺旺的今

天！”他强调，旺旺的“立场很简

单，我们就是要旺台湾，旺我们中

国人”。

祖籍福建石狮的蔡衍明，集

团旗下还创办了中天电视台和

《旺报》等媒体平台。因为立场偏

向统一，结果被台湾当局吊销执

照，为此蔡衍明曾哽咽道：为两岸

好，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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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福建中国台湾首富蔡衍明：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惹怒了全国人民，也给台湾留下了一个难以

收拾的烂摊子。

以往，看在都是同胞的份上，大陆对台湾一向善意满满。但这一次，

面对台湾当局的“倚美谋独”、不识好歹，大陆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敲

打和反制。

不少台湾企业也瑟瑟发抖，担心这一系列的制裁，会给自己的生意

带来灭顶之灾。

但也有企业例外。就在 8月 5日，“旺旺”品牌一夜之间引起了极大

关注。以 #旺旺 #创建的话题迅速在互联网发酵，阅读量高达 10 亿，

引发超 33 万次的讨论。近 30 万人挤进旺旺的直播间，力挺旺旺，互动

数据和商品销量大幅度上涨，登上视频行业小时交易量榜首。

没错，就是旺旺雪米饼、旺仔牛奶、旺旺仙贝、旺旺碎碎冰的旺旺。

曾经在鸿星尔克直播间野性消费的一幕，在旺旺直播间重新上演了。

爱国情怀立场坚定

祖籍福建经商世家

从纨绔子弟，到中国台湾省

首富，蔡衍明的故事堪称传奇。

和许多企业家的艰苦奋斗不

一样的是，蔡衍明从小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蔡衍明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富

商，家庭优越的条件让蔡衍明成

为大院里的“孩子王”，从小身上

就留下了很多江湖的气息。

因为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所

以父亲在街头开设的一家中央戏

院成为了蔡衍明的“小据点”，经

常带着同学们逃课看电影，一天

就能看上十部电影。

后来蔡衍明回忆到这段时光

时称：“在我当时看来，看一年电

影甚读三年书。电影里教会了我

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1976 年蔡衍明的父亲接手了

一个食品代工外销的宜兰食品

厂。眼看自己的儿子确实是不喜

欢读书，父亲决定把食品厂交给

蔡衍明。一是想磨磨蔡衍明的性

子，二是也让蔡衍明学习下经商，

毕竟以后自己的家业还是要靠孩

子接手。

接手食品厂时的蔡衍明只有

19 岁，对于他来说经商根本没有

概念，不过是父亲要求的那就只

能干。

但谁也没有想到，刚接手食

品厂蔡衍明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改革！

在从小就是“孩子王”蔡衍明

看来，给别人做代工完全就是帮

别人打工，根本不是自己的风格。

所以，一接手食品厂蔡衍明就

决定不再做代工外销，而是改

做自己的品牌。

虽然想法是有了，但实践起

来蔡衍明眼前却一抹黑，根本

无从下手。无奈下，他决定学着

别人做品牌内销，而后来火遍

大江南北的“旺仔”形象也是在

那个时期设计出来的。

虽然蔡衍明照葫芦画瓢做

的有模有样，但他只知其表，不

知其形，根本不了解内销靠的

是渠道。而且内销赊账的很多，

如果不懂财务报表，现金流很

容易断裂。所以，没多久，蔡衍

明赔光了宜兰食品厂所有的家

底，落下了一个“败家子”的称

号。

这次生意的失败，让从小就

心高气傲没受过挫折的蔡衍明

自闭了。“败家子”的称号更是

让蔡衍明头都抬不起来，整天

把自己关在家里。

据蔡衍明说，有一天晚上，

自己从噩梦中惊醒，梦里一只

狗一直在向他汪汪的叫，冥冥

中就仿佛是在召唤自己。当时

的天还没有亮，但他立马起身，

穿好衣服就去了当地供奉“灵

犬”的八王公庙祭拜。

而这一拜可谓彻底的“净

化”了蔡衍明，从此以后他像变

了一个人一样。不仅收敛了自

己傲娇的心性，还变得爱学习

了起来。

不久后，一心想甩掉“败家

子”这个称号的蔡衍明终于寻

得了新的商机。蔡衍明发现，当

时台湾的稻米资源过剩，所以

他通过层层的关系找到了日本

三大米果厂商之一的“岩冢

制”，想与其合作在中国台湾省

建厂。

但当时“岩冢制”的社长，人

称“米果之父”的祯计作不知道

从哪里听到了蔡衍明曾经的过

往，所以并不放心与其合作，多

番言辞下婉拒了蔡衍明的请

求。

对方的拒绝不仅没有挫伤

蔡衍明的锐气，反倒更激发了

他的斗志。于是蔡衍明学习了

三国时期刘备的“三顾茅庐”，

有事没事就到日本和祯计作软

磨硬泡。

两年后，蔡衍明的诚心终于

打动了祯计作，同意了和自己

的合作。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

1983 年开始，印着“旺仔”的“旺

旺米果”很快就在中国台湾省

卖爆了。而此时的蔡衍明已经

有了更大的野心，他准备拿下

中国台湾省所有的米果市场。

所以，在“旺旺米果”卖得最

好的时候，蔡衍明主动向其他

商家挑起了“价格战”。最终蔡

衍明的“旺旺”以绝对的优势拿

下了台湾 90%以上的米果市场

份额。

投资大陆

“旺旺”的成功也让蔡衍明

成为了台湾家喻户晓的企业

家，但蔡衍明并没有因此而停

止自己的扩张之路。

很快，蔡衍明就把自己的目

标放在了大陆的市场上。“旺

旺”进军大陆市场的时候蔡衍

明并没有像其他台商一样选择

中国沿海经济比较领先的城

市，而是选择了有政策扶持的

湖南省。

有了政策的扶持，让蔡衍明

在大陆的起步生意节省了很多

的成本，“旺旺”很快就在湖南

建厂投产了。

为了打响“旺旺”在大陆的

第一炮，蔡衍明设计了一个营

销战略。他并没有把第一批生

产出来的产品拿出去卖，而是

把这些产品免费赞助给了上

海、长沙、广州等地的学校，送

给学生们免费试吃，受到了学

生们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蔡衍明开始在各种

媒体上铺天盖地地投放了“旺

旺”的广告，使得“你旺我旺大

家旺”的广告词爆红。一时间，

市场上的“旺旺”产品就被抢购

一空，当年就为蔡衍明创造了

2.5 亿的收入。

在随后几年里，靠着政府招

商引资的热情，“旺旺”开始大

规模建厂投产，生意越来越好，

在米果领域再无人能撼动。

长沙、南京、上海、北京、杭

州……他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

了 400 多家营业所、30 多个生

产基地和 80 多间工厂，合作经

销商超过一万名，贡献了大量

的税收和就业。

随着生意越来越繁荣，蔡衍

明开启了“旺旺”在香港的上市

大计。为了不让投行和私募瓜

分公司利润，蔡衍明做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自己贷款私有化。

2007 年蔡衍明以个人名义向高

盛、瑞士银行等 12 家银行联贷

8.5 亿美元，用于购回“旺旺”在

新加坡股市 26.35%的流通股

份。几个月后，“旺旺”登陆港交

所，蔡衍明才还上了这笔巨额

贷款。而蔡衍明这次私有化案

例也被业界公认为是亚洲规模

最大、杠杆比例最高的巨额融

资案例。

历经了几十年发展的旺

旺，再次迎来了新辉煌。2019

年蔡衍明也再一次进入了《彭

博社》评选的全球 500 大富豪

排行榜台湾省第一，成为了中

国台湾省首富，让年过六旬的

蔡衍明再一次成为了人生大

赢家。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蔡衍明的爱国情怀是发自

骨子里的，他深知没有国家就

没有自己今天的成功。而蔡衍

明也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的爱国心。成功后的蔡衍

明在中国台湾省开设《旺报》

和中天电视台等媒体。据蔡衍

明说，自己办媒体的目的就是

设法化解台湾人对大陆的误

解。

在报纸版面上的最显眼处，

蔡衍明一直都刊登着“两岸好，

台湾才会好”，以及“九二共识”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等内容。

为此，蔡衍明的这些媒体经常

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闹事，要

求蔡衍明道歉。

但蔡衍明不仅不道歉，还带

着员工高唱《大团结一定赢》，

拿喇叭和这些人对骂。甚至还

被卑劣的台湾省政客们打压，

最终导致中天新闻台被吊销了

执照，转战网络。但蔡衍明依旧

不后悔，仍旧多次在公开场合

称“我是中国人，当然亲中”。

对大陆不加掩饰的亲善态

度，也让蔡衍明受到了“台独”

势力的打压。但他丝毫没有改

变立场，反而加大了对大陆的

投资。

产业涵盖酒店、金融、地产、

养老等各个领域，甚至建立了

一家拥有全科门诊的大型综合

医院———湖南旺旺医院。

2008 年汶川地震，旺旺医

院免费接待伤员来湘救治，为

四川医疗分担压力。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形势

严峻，旺旺医疗队星夜驰援武

汉，成为第一家支援湖北的民

营医院。

雅安地震、玉树地震、天津

爆炸事故、河南暴雨……旺旺

参与的公益慈善事业不胜枚

举，每一次大灾大难面前，旺旺

都给予着这片大地深情的回

馈。

爱国，始终是旺旺的底色，

也是旺旺家族的传承。父亲蔡

衍明如此，儿子蔡旺家亦是如

此。

身为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

乳饮事业部副总裁，蔡旺家丝

毫没有奢侈作风，而是非常接

地气。他是旺仔形象的原型，每

天早上，他会发微博大喊一声

“旺旺！”，由此开启新的一天。

2022 年 3 月，上海疫情来

势汹汹，资源和运力极度紧张。

蔡旺家展现出了社会责任感，

旺旺的价格不升反降，团购 20

份就起送，无疑给市场注入了

一针稳定剂。当得知高校学生、

街道防疫工作者物资紧缺时，

他第一时间调动在沪资源，先

后向多家学校和街道捐赠食品

饮料等物资，用实际行动贡献

企业的力量。蔡旺家说，这是一

位爱国企业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担当。

（选载自《中国经济周刊》

《时代周报》《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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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