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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社会主义经营模式                                
陈凯希入选《大观经典》

丰厚派息及热心慈善，这是社会主义“共享剩余价值”的
体现，陈凯希和海鸥集团在竞争诡谲的商业环境中，独
树“社会主义旗帜”，不以大压小，不以富欺贫，不以权
失诚，不以势逐利，毫不辜负小股东及员工的支持，堪为
表率。

作者序：陳圓鳳
风行媒体传记工作室总编辑 《大观经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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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章写政治评论多年，政治新闻本来是我最感兴趣的，

也经营出“一票”读者群。后来转换跑道到商业杂志当了十

年主编，专访成功企业家及华商领袖，从中研究及观察发

现，马来西亚华商在移民历史和政治现实背景之下取得的成

功，与港台及中国企业家相比，展现出一种“南洋华商”独

有的成功模式，非常具有传播价值。

为此，我决定执行一套写作计划，成立“风行媒体传记工作

室”，为马来西亚杰出的华商企业家和企业“立传”，将他

们的奋斗及成就写进历史，弥补政治现实不公的遗憾。

为企业及企业家立传

和外国企业家出书写书的情况相比，马来西亚的老板们很少

想到要“立言立传”，这点，对我国企业教育的传承是种遗

憾。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本地成功企业家的成就绝对可

以立于国际商界平台上。

另一方面，我认为老板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出书”是可以

产生持续效应的品牌工程。对内部而言是企业教育，可以凝

聚向心力及荣誉感，对外则可以成为企业面向广大顾客及

社会的“承诺”，这种“承诺”绝对比各类型的广告更有效

益，且成本更低。

机缘巧合下，我与“大观出版社”结缘，这家出版社致力推

广本地作者的作品，并且坚信对本国读者而言，国内企业的

成功故事更有意义，基于这点共识，我们决定联手打造《大

观经典》书系。

我们首先推出一本“企业传记“和一本“企业家传记”，分别

是《SENHENG成长之动力——企业文化》及《郭鹤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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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都得到读者们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郭鹤年》中英文版自

出版后就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盛行不衰，已经再版三次，销量

得到各大书局的认证。

这两本书深受市场欢迎，印证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国成功

企业及企业家是有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读者渴望从本土

的成功实例中，寻找与自己相通，可以共鸣的成功因素。外

国的首富固然有魅力，但是，毕竟国情不同，譬如本地企业

很难效仿李嘉诚，却可以直接从新兴电器的成功历程中，找

到自己也可以切入的优势。

新兴电器是本地最大的电器零售通路公司，创办人林金兴先

生出身贫穷，白手创业，好学上进。当对手还沉浸在削价的

营运模式时，他大胆率先走品牌路线、推动资讯化改革、人

力资源改革及管理改革，现在的竞争优势已经远远抛离对

手，以百多万会员为强大的后盾，国际著名电器产品供应商

都得依靠他们的通路。新兴电器的成功秘诀就是数十年如一

日奉行“勇于挑战，讲求诚信及感恩回馈”的企业文化，这

三个因素铸造的营运模式有持续成长的生命力。

《SENHENG成长之动力——企业文化》的出版是新兴电器

企业品牌工程最成功的一笔，供应商、竞争者和顾客都竞相

传阅，而本书也成为内部教材，新进员工人手一本，彻底了

解公司的企业文化，并百分之百的遵循。董事经理林金兴先

生表示还想再出第二本，我们正在筹划内容，也许不久后就

可以跟读者见面。

《大观经典》提倡为富有德

郭鹤年的成功则非常有代表性，最能展现传统华人爱国爱家

的情操。立足于出生地马来西亚，对中国亦怀有特别深厚的



凱希八十 无畏无悔

10

血脉感情，相信自力更生的力量，也怀抱儒家文化的君子胸

怀。他的“商德”皆有据可考，不是浪得虚名。

《郭鹤年》这本书的畅销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主人翁郭

鹤年在市场享有良好声誉，是我国民间最受尊敬的企业家，

他虽然移居香港却仍然保留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在中国发展

事业却从来不忘回馈本国社会，富而有礼，在首富的光环下

从不炫富而乐善好施，低调谦虚。

《郭鹤年》自出版以来就高居畅销书榜，我写作的重点是依

据《陶朱公商讯》中的名句“礼文相待，交往者众”，突出

郭鹤年的成功之道是“为商有德”及“为富有德”，非常感

谢读者对这个观点的支持。

《大观经典》的撰写对象必须符合几个要求，首先是如郭鹤

年那样“为富有德”，个人财富多寡与企业成就反而是次

要的，我们希望传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优良统价

值观，攀比财富，对物质过度的吹捧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成

功的人，应该同时在言行中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一个富有的

人，更应该拥有与社会同甘共苦的胸怀。

写完郭鹤年后，我们就着手研究下一个立传的对象，陈凯希

很自然走进我们的视线，当时，他宣布要捐出所有财产，是

我国第一位做此宣布的企业家，就冲着这点，我们认为陈凯

希足堪入选“大观经典”，巧合的是，为陈凯希“立传”，

也是我萌生已久的念头。

海鸥社会主义特色

身为媒体人，我对陈凯希是相当熟悉的，也长期关注陈凯希

和海鸥集团所展现的“社会主义”精神与面貌，这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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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态中的异数，毫无疑问，与其他公司不同，他们代表

另一种成功的风格，有很鲜明的“海鸥社会主义”特色。要

认识这点，你首先要了解陈凯希曾经为社会主义理想“抛头

颅，洒热血”背景，对此，我从小就知之甚详，这还得从我

外婆说起。

外婆是我们家里最有政治头脑的，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会

逐时代之洪流，成为当年社会主义的前锋，也许，会成为陈

凯希的战友。

我从小就听外婆唸叨劳工党，牛头党和陈凯希这几个名词，

从她的描述中，依稀可以看到在那个社会主义风起云涌的年

代，劳工党曾经掀起几乎改变马来西亚历史的政治运动；可

惜，时代的巨轮转得太快，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劳工党

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

因为外婆的叙述，我对劳工党产生兴趣，马来西亚左翼政治

运动成为我迄今一直关注的课题，而陈凯希的大名就烙印在

脑子里。记得外婆说他口才很好，坐着三轮车，拿着喇叭，

一路演讲，引来群众一路拍掌围观，就像明星那样引人瞩目

和崇拜。

当我进入媒体界工作，初见陈凯希，就感觉他与外婆话语中描

述的形象如严丝合缝般契合，我曾经很高兴的跟外婆说我见到

陈凯希，她笑笑说时代不同了！外婆是有读报纸习惯的人，当

时，她也知道陈凯希已经投入商场，生意做得还不错。

近年，有一次家里新年大扫除，我赫然见到好几樽灵芝酒

和巴戟酒的老瓶子，瓶子虽老，图色犹新，那是早年我给父

亲买的新年礼物。那时候刚刚离校工作，薪水有限，过年要

买礼品回家，灵芝酒和巴戟酒竟然成为我的首选。背着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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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包袱沉甸甸的，在长途巴士车上还得特别注意别把酒瓶

子摔了。我记得我这样背酒回家背了很多年，直到海鸥连锁

店在居銮开业，父亲想喝就自己去买，不再需要我从吉隆坡

买回去给他。

就像这本书里陈凯希说的，海鸥企业从一开始走的就是薄利

多销的路线，灵芝酒瓶身如艺术品优美，还含有三十多种药

材，最早的售价也只是二十多元，所以我当年才买得起啊！

现在，我家那几樽灵芝酒瓶，就成为供在神案的花瓶，非常

应景。

海鸥从创业到现在，中药保健酒一直是零售门市的畅销品，

多少家庭里，还收藏着这些精致文雅的酒瓶子呢？这是一份

对往昔岁月的旧情怀，长存于心。

流言蜚语中展翅高飞

早年，在海鸥赞助的许多马华文学文化盛典的场合上，总看

到陈凯希拿着一杯黑狗啤谈笑风生的劝酒，笑声朗朗。我曾

经拿了几张陈凯希这样形象的照片给外婆看，她眯着眼睛看

了半晌说：“他也老了！”我觉得陈凯希当时正当盛年，但

是，外婆印象中的，是他烈火烹油的青年时代啊！

喝黑狗啤时代的陈凯希，风采最盛，是海鸥代言人和形象大

使。在陈凯希成功商人长袖善舞的形象推动下，海鸥名气大

盛，渐渐成为华社关注度非常高的公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这家公司赞助很多华社活动，慷慨好义，当仁不让。

媒体人如我，可说是海鸥成长的见证者，也一路旁听着市场

上对陈凯希的种种“评论”，其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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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陈凯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信仰社会主义的劳工党总秘

书，他变得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这个说法随着海鸥蒸

蒸日上的业绩而流传甚广。

当时听到这种说法，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陈

凯希显得很落魄，海鸥业务不振，那么，“那些人”又该怎

么说？难道陈凯希就必须被资本主义打败才符合“那些人”

的标准？

不管“那些人”说什么，都无法阻止海鸥展翅高飞的势态，

就像许多中小企业一样，经过数十年夜以继日的奋斗，经历

种种艰辛之后，海鸥从一间没有背景，资金短缺的小公司，

发展成上市公司，再后来，就是现阶段的海鸥集团，已经成

为股市派息最高的公司之一，企业声望如日中天，其中直销

业务更是笑傲市场，一枝独秀。

与此同时，陈凯希在华社文商活动的活跃度也越来越高，海

鸥持续赞助许多活动，尤其陈凯希特别致力于“促进马中友

好”，有“民间大使”这个称号。他经常出现在华文媒体的

镜头之下，成为华社民间最熟悉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当

然，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了解陈凯希曾经的社会主义背景，

而只认识他是海鸥集团的老板。

随着年龄渐长，陈凯希俨然也成为华社名人中的“前辈级”人

物，没有顶着任何勋衔，不是拿督也不是丹斯里，但是，也跟

一众拿督丹斯里并肩为贵宾，大家都称呼他“陈先生”，我一

直也是这么称呼他。就这么一个“简洁”的称呼，在芸芸商人

之中，更可以突出他信仰“社会主义”的朴素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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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争议笑骂由人

我在一个距离外关注陈凯希，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有机会见

面，也做过多次不同课题的专访，谈完后总是要请吃饭，一

如既往般热情豪爽。他会借机征询我对一些课题的看法，还

曾经鼓励我写文章支持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这事他可能都忘

记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关心到中国那么远去，但是，对

陈凯希而言，中国所有问题都是他所关心的，我能理解这份

情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与寄托，我只是有点讶异陈凯

希如此执着。

最能表现陈凯希“执着”的，恐怕就是在华商界掀起数年

波澜的“商联控股事件”，陈凯希一个人单挑六位在华商

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起风波牵连甚广，双方的文告占据

媒体重要版面。大家都有一个疑问，陈凯希为什么非要做

这件事呢？这事跟他没有切身利益关系，他何必冒天下之

大不韪呢？

从2007到2012年，顶着讥笑与讽刺，还有质疑及轻蔑，当

然也有更多“沉默”的支持，陈凯希在“商联控股风波”及

所引起的官司中，耗费数百万之巨。对他而言，花钱不是问

题，遗憾的是结果不如人意，他迄今犹愤愤不平，认为正义

没有得到伸张。

另外一件引起华社特别关注的事，就是陈凯希想调解年前闹

得很严重的“董总风波”，他一片好心却惹来一身骚，更因

为捐了一笔五十万的急救款给董总而在网上掀起抵制他的怒

潮，有人号召杯葛海鸥。尽管陈凯希数十年如一日支持华教

及文化活动，却因为支持某一些人而触怒另一些人，被形容

为汉奸，这真是太不可理喻。对此，陈凯希没有太在意，一

副笑骂由人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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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联控股风波”及“董总风波”，都是华社近十年的大事

件，那么巧，陈凯希都是其中的焦点人物。无可否认，也正是

因为这两件事，为陈凯希成功商人的形象添加“争议性”，社

交媒体上持续对他有负面说辞，但是，“风行媒体传记工作

室”和“大观出版社”的团队成员都认为，陈凯希绝对有资

格和郭鹤年并肩，入选《大观经典》。

陈凯希入选《大观经典》书系的四大理由：

第一：辉煌的事业成就

海鸥集团从1975年创业时所集资的16万8千本金，历经四十余

年，发展为市值12亿的上市公司，如此辉煌成就，全凭陈凯

希及他的团队们兢兢业业，自力更生。他们自强不息，奋斗

成功的经历，是马来西亚华商的典范，有正面的激励作用。

第二：卓越的领导能力

陈凯希的领袖魅力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青年时代投入社会主

义运动，代表劳工党为中下层人民的权益请命，在三轮车上拿

着喇叭演讲的形象深入老百姓心中，号召及动员能力极强，并

且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及志气，失去自由八年不言悔。

创办海鸥公司后，陈凯希在资金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义无反

顾挑起领导重担，并以高超的宣传策略成功为公司产品造

势，为业务打下稳固基础，缔造无数个“畅销传奇”，其中

最有名的产品就是灵芝酒，销量迄今长盛不衰。

同时，陈凯希有很强的道德观，奉行社会主义，严以律己，

以身作则，急公好义，信守商誉，以诚待人，善待股东及员

工，为海鸥打造优质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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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主义经营模式

陈凯希和海鸥集团最令人激赏的，就是他们坚持奉行“社会

主义”信仰，以“社会主义”为指导，实践“取诸社会，用

诸社会”的企业文化，力求财富共享，尊重所有商业伙伴。

陈凯希和海鸥最原始的80多位股东，几乎全是前劳工党的

党员，彼此是拥有共同理想的同志，他们为了改善贫困的生

活而创业，数十年来志同道合，不忘初衷，坚持社会主义信

仰，热心慈善，关心弱势，以国家天下为己任。

海鸥在1975年开业时，尽管资金非常有限，亦慷慨捐出四

千元给巴生四间独中，开创企业捐款华教的先例，此后年

年捐款，成为公司的传统，是赞助最多华社文教活动的公

司之一，亦为马来西亚和中国双边友好关系做出很多努力

及贡献。

同时，海鸥领导层，包括董事们都有社会主义情怀，上市后

与所有股东共享盈利，年年派息丰厚，至少50%，2015年庆祝

成立40周年时，更破纪录派息一百巴仙，成为股市的佳话。

丰厚派息及热心慈善，这是社会主义“共享剩余价值”的体

现，陈凯希和海鸥集团在竞争诡谲的商业环境中，独树“社

会主义旗帜”，不以大压小，不以富欺贫，不以权失诚，不

以势逐利，毫不辜负小股东及员工的支持，堪为表率。

第四：净捐财产回馈社会

陈凯希是我国第一位宣布在百年后“净捐财产”的企业家，

他借此贯彻对社会主义终生不渝的信仰，亦抛砖引玉，希望

鼓励更多家庭净捐财产，以免陷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子孙在公堂”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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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希少年飘零，青壮年投入社会运动，大半生都是两袖清

风，甚至食不裹腹。难得的是事业有成时，他也不改简朴心

志，名下绝大部分的产业就是在海鸥集团所持的股权，每年

股息收入也都悉数捐给社会。

陈凯希一生都在实践社会主义，始终认为如果没有众多同志

及小股东的患难与共，海鸥就没有今天的成就，自己也没有

今天富足的生活，他对此充满感恩，于是，宣布净捐财产，

以基金会模式管理，希望能长久回馈及造福社会。

论财产排名，陈凯希还排不上我国华商财富榜，但是，他入

选了2017福布斯亚洲慈善榜，可见若论“乐善好施”，陈凯

希绝对有资格进入我国排行榜，这点毫无争议。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对陈凯希持有负面看法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们在本书的写作

过程中只表扬陈凯希的优点，而故意忽略他的缺点。就此声

明，我们并不认为陈凯希是完人或是圣人，但是，我们更愿

意肯定陈凯希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失分寸，终其一生都坚

守社会主义信仰的纯良心志。

《大观经典》书系并不以财富论经典人物，从我们所作的资

料收集来看，陈凯希和海鸥集团所做的善举皆是有据可考，

他所净捐的遗产也将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光明磊落，

没有暗藏议程。

陈凯希对这本书的出版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不断要求我们淡化

用词，避免过度标榜，他真心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大

家的帮助，他只是尽一个社会主义信仰者的“本份”而已。



凱希八十 无畏无悔

18

我建议他应该自己写一篇序，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考虑请

朋友或是名人写推荐序；觉得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更不好意思

要别人特意为自己说好话。他只表示尊重我作为作者的看法，

此外，就交给读者自己判断，他不为自己辩白，只遵从自己的

本心。

陈凯希性格谦虚淡泊，洁身自守；对社会却怀有济世豪情，像

个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的侠客，如此“好品质”的人，真的很

少了。所以，《大观经典》必须为陈凯希立传，记下他的英风

侠骨，也为时代记录一个热血丹青的身影。

最后，我用《道德经》第七十九章里的这句话“天道无亲，常

与善人”与读者共勉，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里反复

出现这句话，这应该是我对陈凯希言行最深的共鸣。

也再次感谢读者对本书及《大观经典》书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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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三岁时，因老爸遭到殖民主义者扣留并驱

逐回中国，妈妈被迫带著六个弟妹回乡与老爸会

合，只留下大姐,我与强弟，从此就过著飘泊不

定的日子。但是妈妈慈祥的音容笑貌却常常在我

脑海里盘旋，尤其是她的谆谆教导：“要做个有

用的人”随时随地像盏明灯，指引着我前行的路

途，让我提醒自己，避免行差踏错，一定要做个

有用的人，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

陈凯希



童年飘零

少年坎坷

青年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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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颠沛流离 
少有壮志  不畏强权
摘录及整理自朱齐英所著《陈凯希与劳工党》

陈 凯 希 的 童 年 ， 是 马 来 亚 二 战 前 后 社 会 动 荡 的 缩 影 ，
战 火 、 逃 亡 、 恐 惧 、 饥 饿 、 生 离 、 死 别 、 家 破 、 人
亡、亲离……

童年时期全家为躲避战火居无定所，13岁时就与父母分
离，像个流浪儿似的，为了糊口做过许多工作，没有机
会好好读书，小学读了六间学校，但是，生活是最好的
磨练，艰苦的日子将他锻炼成一个战士，贫困的经历培
养了他的同情心与正义感。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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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希（注：后改名为陈凯希）于1937年，在柔佛州居銮明

吉摩路（Jalan Mengkibol）的居所呱呱坠地，父母皆是教师。

陈介希诞生的那一年，为父者陈郁亭，26岁，为母者林茜

绮，21岁，二人在当地距离市中心约8公里的明吉摩小学校

任职教职员，介希是长子。上有一姐绿薇。

林茜绮来自福建，是道地的咏春人。虽然出生于传统家庭，

但却与当时封建社会的女性不同，是新女性代表，因为反抗

媒妁之言而离家出走，自谋生计。林茜绮与陈郁亭都是崇尚

自由恋爱的人，两个趣味相投并且热衷于中国革命情怀的年

轻男女在永春太平小学任教，日久生情结为连理。为了逃避

国民党追捕，就远赴新加坡，1930年，大女儿绿薇出生，后

全家人移居居銮。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半岛，万民流离失所。

陈介希一家人颠沛流离，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每天都在寻

觅新的落脚处，也因此致使陈介希幼年时期错失了接受学前

教育的机会。

躲避炮火 居无定所

就在日军打至居銮以前，陈介希一家人，还有由新加坡来的

二伯一家人，拖老带小逃到附近的大山芭避难。最初他们在

大树下搭棚栖身，后来则与其他难民齐齐住进一间荒置的独

立式洋楼中。即使是独立式洋楼，这么多难民将就地住在一

起也显得拥挤不堪。同是难民，洋楼里的每个人同舟共济，

互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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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当日军在占领了居銮六十哩之处的新加坡后，一场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在2月21日展开。当时的死难人数之多令

人发指，居銮也无法幸免于这场灾难。幸运的是陈介希一家人

受上天眷顾及时逃亡，否则肯定家破人亡，后果不堪设想。

在经过了计划、系统性的镇压和大血洗后，日军成立了军人

政府，所有人都必须遵从日本军政府的严厉管制，尤其是实

施严密的户口联保制度后，每一户人家必须拥有安居证，才

算是合法良民。

1942年底，在大山芭避难的难民们纷纷返回家园，过着苟延

残喘、深居简出的生活。而陈介希一家离开大山芭后，则是

住进开明小学的宿舍里。不幸的是，二伯开疆在山芭感染风

寒，下山后药石不灵，终与世长辞。与二伯犹如父子的陈介

希为此悲痛万分。

此时，陈介希已经是七龄小童，理当是一年级生，却仍未有

机会上学。纵然作为教师的林茜绮为陈介希与陈绿薇启蒙施

教，日日皆有固定的学习时间，但是生性好动，不爱读书的

陈介希，学习进度仍是落于人后。错过黄金学习期的陈介希

懵懂无知，并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只知道温饱才是每天睁

开眼所想到的事情。而生逢乱世，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求学

真是奢侈的事。

日兵骄横跋扈残暴、漫天战火生灵涂炭，抗日军的英勇与人

民的痛苦所显现的巨大对比，战火纷飞的景象一一就此烙印

在陈介希幼小的心灵上，久久无法磨灭。

1945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开始进驻各大小城镇，并成立人

民委员会，实行人民自治，维持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