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วเิคราะห์ผลงานนกัเข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วกิรม  
กรมดิษฐ์ เรือ่ง“ผมจะเป็นคนดี” 

--- ผลกึภมูปัิญญาจีน
เทพี  แซ่มัด * 

  บทคัดย่อ

 หนังสือเชิงอัตชีวประวัติ “ผมจะเป็นคนดี” ของคุณวิกรม กรมดิษฐ์ เป็นอีก
ผลงานหนึ่งที่ได้เผยแพร่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ชีวิตการเจริญเติบโต การ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เป็นคนดี 
ความสุข ความประสบผลส�าเร็จ ความกตัญญูรู้คุณ โดยได้สอดแทรกถึงจิต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ความ
เป็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ดั้งเดิม ซึ่งวิกรม กรมดิษฐ์เห็นว่า มนุษย์นั้นมิใช่เกิดมาเพียงเพื่อตนเองเท่านั้น 
แต่ควรที่จะเกิดมาเพื่อท�าลายเกราะแห่งชนชั้น เชื้อชาติ  ภาษา  ศาสนาและขอบเขตทาง
วัฒนธรรม เพื่อจักได้ช่วย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พัฒนาด้านความสามัคคีของสังคม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หลังจากท่ี
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าเร็จแล้ว เห็นควรอย่างย่ิงว่าต้องรู้จักตอบแทนครอบครัว ตอบแทนสังคม ใน
ความส�าเร็จของคุณวิกรม กรมดิษฐ์นั้นมีส่วน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ในด้า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
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เน่ืองจากปัจจุบัน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มีการขยาย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ระหว่าง
ประเทศ ส่งเสริ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บบดั้งเดิม จึงควรค่าต่อการให้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อย่างจริงจัง

ค�าส�าคัญ : อัตชีวประวัติคุณวิกรม กรมดิษฐ์  บุคคลส�าคัญ 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แบบดั้งเดิม 
 นักเขี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 อาจารย์ประจ�า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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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智慧的结晶 ------论泰国华裔
作家邱威功的《做一个好人》

麦春梅

摘要

	 邱威功的自传《做一个好人》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表达了他关于好

人、关于幸福、关于成功、关于感恩的意见，其中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邱

威功认为人不能只为自我，而要打破阶级、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界限，谋求

社会的和谐发展，成功之后更要回报家庭、回报社会。邱威功的成功及相关的思

考，有一个中国文化的背景，这在当前中国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弘扬传统文化之

际，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关键词：邱威功人生经历；重要人物	；中国传统文化；泰国华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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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泰国最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华裔后人，邱威功在他58岁之际，成就了人生中
关于财富、冒险、静修、出书等梦想。他说：“梦想就是我们的目标，有了目标就能筑就通向成功的道路。没有
什么是做不到的，不在今天，那必定会是将来。”	1有梦想，就有动力。他的畅销书《做一个好人》，展现的就
是他不断的追梦、不断地进取的人生经历。出任过中国外长的李肇星在这本书的序中这样评价邱威功：“记录了
一位成功者的人生感悟，并从作者不同时期的人和事中帮助读者一起去认识人生，探寻真理，分享自己的心
得。”	2邱威功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他成功和进步的重要因素。

一、“好人”的经商与写作
	 邱威功出生于一个大家庭，他有二十三个弟妹。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兄妹亲情最为珍贵。他的母亲吃
苦耐劳，敢打敢拼，在二战期间学会了经商。战争结束后，他母亲营销大米和干货，这是当时泰国最紧缺的物
资。还开办了运输公司，很快便成为北碧府响当当的女企业家。

 1、童年时期

	 少年时的邱威功胆子很小。那时的泰国社会动荡、强盗横行，尤其是在邱威功家乡北碧府一带，枪
声、搏斗剧烈搅动着这片土地的每一处神经，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在铁轨边
上，一名卡车司机被人当场射杀。不远处，10岁的他目睹了整个过程，吓得目瞪口呆、浑身战栗。在那个“残忍
和卑劣”的年代，人们对于争端的解决方式直接而残暴，不可避免地酿成了不少惨剧。这些惨剧使邱威功明白了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他在自传《做一个好人》中这样写道，“生命极其短暂和匆忙，较之于有价值的人生，这些人真是枉
到人世间走一趟	。”3

	 在经商氛围浓厚的家庭里成长，邱威功的商业意识比一般人都来得早。5岁那年，一个昏暗的傍晚，
他在奶奶家瞅着姑姑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每个人的面前都堆放着50分一枚的硬币，所有人都在快乐地数着
钱——那是卖炒豆换来的。他们的笑容在微弱的灯光下被放大。那一刻，懵懂孩童心中的那份激情就像火炬一下
被点燃了，照亮了四周昏暗的一切。
	 他开始学习卖炒豆，进而研究做买卖的策略。在电影院门口，他拎着篮子到处寻找顾客，“不敢大声
叫喊，只能来回踱着步，靠着屏幕亮光和小贩推车上的煤油灯光，来集聚力和勇气。”终于喊出来的时候，放开
嗓子的那股劲儿，让他既兴奋又害臊，血液喷涌上，却又充满自豪。4那一夜他赚到了25分。这是他有生以来的
第一笔生意！后来，他又创造了一
天50袋炒豆的最高销售记录，很快成了小团队中的“金手”。邱威功又琢磨起其他增收的方法，揣摩着怎样才能
让自己成为老板。他从姑姑那里全盘接收了卖炒豆的行当，开始单独投资，摆起了路边摊。这一年，他只有8岁，
可能是当时泰国最小的企业家了。
													从5岁，至13岁，那些星光灿烂的夜晚成了邱威功做小老板的骄傲回忆。又过了两年，当他准备去
台湾念书时，手中已攥有一万泰铢。这是个小小的奇迹，也是他迈向未来生活的第一笔资金。

 2、少年时期

	 1971到台湾上大学，是他人生转折点。父亲跟他断绝关系后，他无法筹钱来付学费。他设法与台湾教
育主管部门联系，决定从大二起把所学专业从农机系改为机械工程系，终于得到了奖学金。他又开始琢磨泰国有
什么商品是台湾需要的，台湾有何东西能卖给泰国。有一家珠宝店向给他提供了大量戒指、耳环、手镯、项链、
胸坠，价廉物美，他利用暑假开始做生意。他对商品加以改进，比如在黑宝石边上镶钻，这很受台湾女士的欢
迎，以至于齐齐公司向他进口了上千公斤的黑宝石。他成功地将人生的危机转变成黄金机遇。
	 1975年大学毕业后，邱威功回国开办了V&K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此后，他在泰国开发了
三个工业园区，在越南开发了两个，产值达7000亿泰铢，拥有20万员工。
	 1997年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邱威功。那年整个泰国几乎破产，他欠了几亿美元的债。但邱威功
没有跑路，他跟贷款银行打电话沟通，“只要我没死，就一定全部还清欠款。靠着以往很好的信誉，银行帮我降
低利息成本，渡过难关。”	5他动手缩减业务，拍卖资产。只要有进账，除了日常必需的开销，剩下的全部还给
银行。2005年，他终于还清了欠款。
	 50岁那年，邱威功撇下了手中的亿万财产，出家修行，希望通过佛教来解除心里的一些困扰，也是为
了回报母亲的恩惠。在泰国，这是一种重要的礼仪和美好的风俗仪式。家中如果有男孩，这个家就是幸运的	。
孩子出家为僧，寄托着长辈们的美好祝福。邱威功希望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关爱自己的孩子，学会用理智来解决各
种难题，努力培养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的优良品德。
	 他要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写出来，与世人分享，于是开始了潜心的写作。他在泰国国家森林公园附近买
下了一个农场，在其湖中央建造古朴的小屋，四周簇拥着浮动的大朵水莲，弯折的小径通向山里。他一个月中有

1	胡元：《邱威功：付出与“成功”的不同定义》，搜狐读书频道，2013年5月20日。
2	邱威功：《做一个好人：一位福布斯富豪的创业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3	同上51页。
4	邱威功：《做一个好人：一位福布斯富豪的创业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2页。
5	刘源：《泰国富豪邱威功：最大的爱好是赚钱》，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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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这里度过，饿了就采摘山中的野味烹调，困了就在莲花的淡淡清香中酣然入睡。他希望安静的
环境能够使自己的心静下来，能够在这里做自己所喜欢的。“我觉得过去的那些经验，不管成功或是失败，都可
以让大家来学习。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会非常受用。”	1迄今，他已写了15本畅销书，	其中自传《做一个好人》	
发行量超过800万册，荣登泰国畅销书的榜首，也受到泰王喜爱。国家电视台以此为蓝本改编成电视剧《Fire	
Amata》，寓意永不熄灭的燃烧之火，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受惠于中国文化
	 邱威功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显他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与他的华裔身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
奋斗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思想的启迪，作为自己磨炼意志、迎战困难的精神动力。

 1、自强不息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刚健自强，有利于培养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孔子
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又指出“生”和	“义”不能兼得之时，宁可“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些都可以发展出一套为了理想而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邱威功的华裔身份，使他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人生哲
学的熏陶，形成了他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品质。据他自己回忆，他少年时代无论从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还
是从七年级升初一，或是初三毕业继续求学，无一不是克服一般孩子无法想象的困难而完成的。他要苦苦央求父
亲甚至下跪才能够继续学业。有时候他想，如果某一天告诉父亲自己懒得去学校或者不想再上学了，恐怕是很能
让父亲高兴的事，因为他父亲只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家里的壮力，认为孩子读书越多就越难使唤。因此父亲总是
给邱威功安排超过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力所及的一大堆任务，造成他学习时间严重不足。收割的季节，他更要
花很多时间干农活。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去市场买菜，帮厨娘做早饭，收拾店铺准备开张营业。待这一切都做完
后，他才可以吃饭洗澡、穿上校服走去上学。邱威功说：“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
地的事功，需向薄冰上履过。”	1他的经验表明，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耐心地一步一步
地坚持走到终点，就可能面临失败的结果。

 2、崇德重义

	 中国的儒家看重德与义，因为儒家的理想是建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的德治和以礼治为核心的
社会秩序。从建立秩序的程序上来看，除“先富后教”外，还要求“反求诸己”，从修身逐步推至齐家、治国、
平天下。“士志于道”，这是对儒家的代表“士”的道德要求。所以，儒家除了强调五伦外，更重视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这实际上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协调要建立在这“八德”的基础上，重视个人的道德
信誉和互利的关系。邱威功的事业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恰当例子。
	 邱威功的公司一天天发展，要跟外界打交道越来越多，一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够，必须找人来合作。他
很尊重同事们的看法，鼓励他们创新。欲将取之，必先予之，他将心比心，用自己的真心换取伙伴的真心，互相
支持，互相帮助。他的原则是轻松快乐，创造共同的利益。他把人力资源开发看做是公司业务的重中之重，致力
于开掘个人的潜能，让每个员工能自觉维护公司形象。他营造公司内部的良好人际关系，关注员工各种利益和各
项福利。对工作出色的员工，他大力提拔，认为只有这样，公司才能保持高效的业绩，才有经营利润，才能得到
外界的认可和尊重。公司稳定发展了，员工也能获益和发展。
	 邱威功的安美德工业园区（Amata，泰语是不朽的意思）除了为国家创造大量的外汇，还提供了数十
万个就业机会，让当地民居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他在越南的安美得工业园区有300多家工厂，总产值1000
亿泰铢，成了泰国的近邻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样板。
	 邱威功说：“我们打破阶级、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界限，毫无歧视、毫无偏见地为大众谋利
益，，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因为人类五万年前来自同一个种族。”
	 “如果当初我失手杀死了父亲，或者在经济危机面前失去勇气和力量，我是不会走到今天的。直到今
天我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能将梦醒与现实集合在一起。我的理想坚忍不拔。给了我巨大的动力，	让我下决心
勇往直前，	毫不畏惧的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能逃避问题，相反，必须	依靠现有的资源找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这些资源就是理性，坚韧，勤奋，远见和决心。我们要周全的考虑问题，	以我们人生的经验，知识和智
慧做引导，一步一步向前走，要想到人是万物之灵，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做不到的。”3邱威功的这些
话，给儒家的崇德重义思想做了很好的注释。

  3、顺应自然

	 邱威功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不局限于儒家。佛的追求来世与道的顺其自然，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
系，但两者在超越世俗、不拘泥于个人得失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佛家讲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重视每时
每刻的修行，在今生今世、此时此刻就要发善念、修善行。中国的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邱威功
出生在泰国，佛教的观念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而道家思想也通过他的华裔背景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
些思想对邱威功的意义，主要是使他能在个人奋斗中持一种包容而超然的姿态，顺应自然，来应对事业所提出的
挑战。
	 修佛法就是修心的过程。中国的禅宗和密宗特别提出明心见性、即身成佛之说。所谓见性是指证得自
身的自性，也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和如来智慧。众生之所以迷失了自性，是因为无始劫以来被贪嗔痴业力的

1	同上
2	刘源：《泰国富豪邱威功：最大的爱好是赚钱》，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
3	邱威功：《做一个好人：一位福布斯富豪的创业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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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塘所遮蔽，所以神秀大师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就像镜子脏了，要把尘土擦净，才能现出其光明
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五欲六尘太多，积重难返，所以明心见性绝非易事。
	 51岁那年，邱威功来到泰北英踏侬的森林里替心修行佛法，希望通过佛教的道法，来解除心里的一些
困扰和问题。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纯粹、最简单的日子。摆脱了大堆的世俗繁琐，他每天都漫步在森林深
处的羊肠小道上，用这样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寻找真我，了解生活的真相。他的这段修行经历，使他找到了一片属
于自己的空间，一种探求生命本质的生活方式，一种与世俗脱离的生存状态。他说，这种生活“不仅是单纯的度
假，而是与社会、人类，与所谓的享受做暂时的告别。因为在我看来，要想做好人，需要有这样的环境，才能清
白、纯净。”1这样的修炼，让他更加深刻地领悟人生真谛，不再为物欲而奔忙，也学会了知足常乐。
												邱威功结过婚，但没有孩子。他认为脱离日常琐碎的生活状态，才能更集中精力于自己所从事的商
业。邱威功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能自我控制。他常会和他的弟弟、公司的副总裁威奔通话（他的弟弟管理着公
司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并且发电子邮件给自己的秘书，告知她自己的最新安排。他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
当，召开一个接一个的头脑激荡会、高级管理人员战略会议等。他设定一些目标，激发大家实现。这种非正统的
工作方法一直持续着。公司成立20年，邱威功创建了泰国最大的工业园------安美德工业区。园区内有900多家
企业，几乎囊括了世界500强的所有企业，总产值达300亿美元。在湖中的屋子里，他开始撰写自传类性的系列丛
书。与此同时，他还集中精力运作安美德基金会，旨在培养泰国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人才。他说：“我不需要在一
些经济领域被大众关注，不需要让别人去追究和体味我到底是谁，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258岁的邱威功体验
过人生百味，享受了不同生命阶段的乐趣。未来的日子，他准备环球旅行。为此，他建造了可以移动的办公室一
支拥有10个人的车队，从2014那年3月1号出发，走6至8个月，一路往北，夏季启行，冬季回归。从曼谷到金边、
广西，再到蒙古	“在车上我就写书，看我想看的地方，吃好吃的东西，拜会一些特别的朋友，就像蝴蝶一样，
看遍整个世界。”	3他把这样的旅行视为日常修炼的方式，从中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做到了身在世俗，但又不
被世俗的平庸之见所蒙蔽。

三、践行中国的智慧
									《做一个好人》既是一部自传，也是中国智慧的一个总结。这种智慧通过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表现为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它是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的升华，是他的人生信
仰的核心，对人们具有启示的意义。

 1、崇尚奉献与发展个性

	 邱威功的父亲唯我独尊，不重视子女的教育。而邱威功能够有今天，恰恰得益于教育。“如果我不是
因为在台湾大学学习机械的话，今天不可能做得这么好。如果随父亲的意向去走的话，自己今天最多是个富有的
农民。”	所以邱威功非常重视教育。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承担了教育自己的二十几个
弟妹的责任。他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家庭会议，有意识地把自己各方面经验传授给他的弟妹们。邱威功告诉记
者，并不是每次会议都由自己主持，每个弟妹都有机会轮流负责。这样的家庭会议，举办了二十几年。他说“自
从开始使用这样的方法之后，发现他们之间就不会吵架了。”4一个家庭，如果家长软弱、不负责任、不讲原则，
缺乏计划性和公平，	不讲道德，	不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个家就不能长久保持温暖和谐。家庭就像一个小单位，	
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先经过培训和考核，	才能向外发展，社会上与人共事。
													现在，邱威功的众多弟妹都有了孩子，他作为这个家庭的长者，也担当起教育侄子侄女的重任。
因为家庭教育的成功，邱威功的众多弟妹都对他非常尊重。当邱威功需要弟妹们时，他们也从不推辞。邱威功常
说，在管理方面，他把东西方的理念糅合在一起，取其精华。他比较喜欢日本式的管理体系，	因为员工对公司
高度忠诚，	有奉献精神，不会轻易更走人。同时他也看重知识和能力，强调效率，不讲关系。他喜欢以业绩判
断一个员工，	当然这要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他	不喜欢将个人关系掺杂到工作当中，	或因讲情面而耽误
工作。
													注重中西经营理念的结合，实际上包含了在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基础上汲取西方的尊重个性的思想。
中国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否定人的个性，它只是强调人的个性要从其利他的、为家为国的目标上来规范，而西方的
个性主义思想则从邱威功身上加强了在其利家为国的方向上张扬人的个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儒家智慧的新发
挥，邱威功在商业经营上的巨大成功明显得益于这种智慧，从而	把个人向家族和社会的奉献与个人在为家族谋
利、为社会奉献的过程中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获得了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

 2、回报社会与完善自我

	 邱威功对成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我所取得的成就一定要能为大家所用，如果仅仅是自我的满足，
那我觉得没有太多意义。因为经济基础只是种外在表相，所谓真正的成功，一定是可以分享的。握紧口袋不松，
再多钱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5他认为“成功”，也是付出。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他与美国大自然保护
协会合作建立中国云南滇西北自然保护区，将私家花园贡献出来帮助20多对新人完成浪漫婚礼。在自传中，邱威
功告诫家人学会自我牺牲，不自私自利，懂得以集体利益为重，尤其是让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有更多的机

1	韩阳：《泰国富豪邱威功》与北京读者分享如何做好人》	，北京《出版参考》2013年第18期。
2	王端云：《泰国安美德集团董事邱威功一行来我市考察》，张掖日报，2013年9月版，第1页。
3	邱威功：《前进在梦想征途上》，SZN的博客，2010年10月15日。
4	傅立钢，在零与零之间更多回馈社会[N].	中国贸易报，2013年10月24日。
5	韩阳：《泰国富豪邱威功》与北京读者分享如何做好人》	，北京《出版参考》2013年第18期。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61

会。权贵并不榨取穷人的利益，我所获得的利益一定要取之有道，对别人要有情有义。如果家里人有谁是通过欺
骗或损害别人而得到利益的话，他是不能接受的。	
	 人生一切从零开始，而离世之后所有的一切又回归于零，但在零与零之间我们应该做出更多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情。	这是邱威功的慈善理念。
	 怀着这样的心境，邱威功在1995年创办了自己的慈善机构---安美德基金会，捐献出1.1亿美元用于文
学、艺术、环境等领域的推广和保护和。他帮助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完成了大象种族优化繁殖的试验，每年选择一
名杰出的东南亚作家颁授百万奖金，为艺术家捐献500万泰币，建筑华丽的Amata	castle供艺术家展示作品。面
对种种赞誉，邱威功平淡以对，说“这是个饮水思源的过程。”1												
	 邱威功表示将来有一天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出。一方面，他是富可敌国的地产大亨，喜欢冒险、刺
激，名贵跑车、私人飞机是他手中掌控“玩具”；另一面，他是众人仰慕的慈蔼长者，乐善好施。在不同的生命
阶段中，他有着不同的生活梦想，也享受着不同的生命乐趣。邱威功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他很惊讶地看
到这个乞丐拿出了《做一个好人》，说是因读了这本书而变得乐观。邱威功很感动，立即把《做一个好人》的价
格从37泰铢降到20泰铢。他写书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希望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与人分享。他把奉献社会与自我完
善结合了起来，并把向社会奉献视为自我完善、追求人生根本价值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邱威功的心中，还有更加壮阔的计划：将东方文化与价值观推向整个世界。或许这又是一条充满荆
棘的道路，但对于一名创造了不少奇迹的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他再次成就梦想的启始。
	 他是在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四、结语
	 劳动创造了美。幸福是清泉，	是绿洲，	是无私的付出，	是生命的惠泽。
	 邱威功的自传《做一个好人》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表达了他关于好人、关于幸福、关于成功、
关于感恩的意见，其中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邱威功认为人不能只为自我，而要打破阶级、种族、语言、
宗教和文化的界限，谋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成功之后要回报家庭、回报社会。他的成功及相关的思考，有一个中
国文化的背景。这无论对泰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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