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可以延续打造自家品牌的梦想，更
具有沉淀的历史、原创的文化、温馨
的亲情及重生的意义，“希望所有孩
子学会分享，互相嬉戏、尊重和创造
美好生活，让子孙后代继续享受和平、
友谊和繁荣。”

为家乡捐资超千万元
林亮创业致富后不忘回馈社会。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有
一个以林亮名字命名的“林亮教育基
金”，以资助那些成绩优异的中国贫
困生前往该校就读。

“我也是曾经穷过的人，现在
生活好了，在力所能及时，能帮多少
是多少。”1995 年，林亮一次性捐
赠 50 万美元设立该基金。

不仅如此，数十年来，林亮奔
波于南海大地，躬身践行公益，关
注贫困学童的教育问题，为家乡南
海的学校、医院等机构捐资亦早已

逾千万元。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林亮总是

慷慨解囊，但对于自己，他却略显吝
啬。林亮的妻子戚小彬回忆，林亮多
年来为公益事业贡献大量精力财力，
却有一件穿了至少 15 年的打着补丁
的睡衣。还有一个寒冬，林亮情愿省
钱捐赠也不愿添置一件棉袄，他说少
买一件衣服可以多帮几个孩子交学
费，还是别买了。

在林亮的带动下，旅港乡亲邵
亮标首次资助 12 位孤儿求学，并踏
上慈善助学之路。林亮还把合作对象
“孩之宝”企业负责人带回南海，联
合成立“孩之宝 - 永和”教育基金。

“林先生的慈善观念深深地影
响了我们兄妹俩，我们希望能把这种
慈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曾受林亮
资助的黄春劲也从林亮手中接过公益
接力棒，走上了公益之路。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苏绮玲 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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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澳门特首崔世安一行
到访佛山，了解佛山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战略。当天下午，
考察团一行来到位于南海千灯湖片区
的广东金融高新区进行参观考察。佛
山市市长朱伟，市委常委、南海区委
书记黄志豪等领导陪同参观考察。在
参观现场，黄志豪就南海区整体发展
成果，以及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
区的建设等情况向考察团详细介绍。

南海区举办第十二届
华裔青年夏（冬）令营

7 月 9 日，南海区第十二届华裔青
年夏（冬）令营——2018 北美青年夏令
营开营，近 20 位华裔青少年在为期 12
天的活动中，用脚步丈量南海、佛山，
感受祖国变化。夏令营为营员们度身定
做了丰富多彩又极具南海特色的活动，
包括学习藤编、粤菜、舞狮、扒龙舟、
剪纸等传统文化，以及游览西樵山、南
海大湿地公园、千灯湖公园、粤剧博物馆、
烟桥古村等景点。

南海（海外）留学生联盟
成功举办第七届“海英汇”

7 月 13 日 ~15 日，南海（海外）
留学生联盟第七届“海英汇”在高明
区举行。本届活动由南海及高明两区
的外事侨务局、侨联，以及南海（海
外）留学生联盟、高明区留学生协会
首次“牵手”举办，南海、高明两区
逾 200 名留学生参加。活动旨在为留
学生提供联谊交流、提升发展的机会，
增强留学生群体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更推动佛山市留学人才培养发
展和沟通联络工作。其中在 14 日“海
英汇”开幕式上，“南海区‘天桥计
划’”“南海区留学生创业就业研究
战略合作”“南海（海外）留学生联
盟 - 高明区留学生协会合作备忘”等
3 个合作项目进行签约仪式，为留学生
创业、就业、实习、留学提供更贴心
到位的服务。

澳门特首崔世安一行
到访南海

从小立志“工业救国”
林亮出生于 1924 年的香港，祖

籍南海黄岐六联，从小家庭贫困，祖
孙三代挤在板间房生活，林亮与母亲
曾从香港回到南海盐步居住过。1941
年，父亲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杀之
下，国恨家仇激起了林亮心中的民族
情怀，他立志要为国家做事。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一片萧
条，年轻的林亮告别家乡，揣着拼凑
来的 100 港元，只身到香港闯天下。
当时的市场上充斥着日本玩具，从中
看到商机的林亮转行在永新塑胶厂打
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街上见到
了日本的玩具鸭，那是用赛璐珞制作
的玩具——易燃、按瘪了无法还原、
碎片容易割伤儿童。“为何不用聚氯
苯烯塑料来制作玩具？”日本小鸭触
发了林亮的灵感。

1948 年，林亮建议永新塑胶厂
用新型塑胶生产小黄鸭，随后便开始
了自己的玩具王国创建之路。由于质
地坚韧、造型可爱，林亮的鸭仔一经
推出就大受欢迎，一举击败了称霸玩
具行业多年的日本鸭仔，“工业救
国”亦不再是林亮停留在嘴边的一个
口号。

时间推移到 1978 年，内地开
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敢闯敢干的
林亮果断北上，1979 年在东莞成立
了内地第一家玩具厂；1982 年又在
南海投资 30 万元，成立了一家玩具
制造厂。

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原本几
十人的小工厂也已扩充为近万人
的大企业。作为首批在南海投资的
香港企业家，林亮先后在南海投资
2000 多万美元，在盐步兴办多家

企业。此外，他也带动诸多外商投
资南海玩具行业，培育了一大批玩
具行业人才。“当时在我这里打工
的员工，后来自己开公司的起码有
二三十人。其中有一位已经是两家
上市公司的老板。”林亮说。

90多岁高龄再塑“小黄鸭”
步入九旬那年，林亮决心重拾初

心，二次创业。
2011年，在《玩具港》发布会上，

更名为“经典鸭”的“小黄鸭”首次
“复活”并备受热捧，林亮深信，“经
典鸭”仍大有可为。随后，受邀为第
48 届工展会设计吉祥物的林亮与年轻
设计师共同设计出工展鸭，参与此次
设计更让他备受启发。

2013 年，平静的维多利亚港迎
来大黄鸭，引爆集体记忆，林亮意识到，
这是续写“经典鸭”故事的最好时机，
遂于2014年成立得意创作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初，“经典鸭”在香港贸
易发展局旗下的设计廊举行产品发布
会，除了塑胶鸭，还推出手机壳、钱包、
钥匙扣等衍生产品，鲜黄色的鸭子形
象朝气勃勃。

“以前设计创造黄鸭是为了谋
生，到现在算是小有成就不用闯世界
了，很多人都对我继续坚持开拓感到
疑惑。”在他看来，二次创业不在挣钱，
而是向更多人传递“匠心”。

“我的鸭仔并不是一只简单的塑
料玩具，它是有任务的。我希望它带来
的不仅是利润，而是更多文化内涵。”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第九届童玩节上，林
亮向乡亲们娓娓道出了小黄鸭的设计
理念。

他认为，在“经典鸭”身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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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时代南海家书》
三重好礼等你来拿

亲爱的读者：

您好！

本期的《新时代南海家书》收到了，有没有暖到您？

作为南海人奋进新时代的学习平台和弘扬正能量的重要阵地，

为大家提供优质的学习资讯、政策解读、便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

本期除了家书本身之外，我们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拿。

1. 分享故事赢好礼。“礼物已备好，等你故事来”，你和家人

看到这份家书有哪些感慨？里面的哪些内容你非常喜欢？你是如何

把家书分享给身边人的？通过今日南海微信后台分享您和家书的故

事，一经选用便可获得珠江时报特制的精美礼物一份。

2. 集齐月刊赢好礼。到年底家书将推出六期，只要在今年12

月份通过今日南海微信公众号，发来你和这六期《新时代南海家书》

的合影，就有机会获得珠江时报特制的大礼包一份。

3. 参与游戏赢红包。用户通过微信端进入“南海

家”小程序平台，看新闻、听播报、图片汇、微视频、

数字报一应俱全，还可参与互动

游戏，有机会赢取红包奖励。

 

新时代南海家书编辑部

2018 年 8 月 5 日

九旬老伯二次创业
让小黄鸭成经典鸭

南海旅港乡亲、香港永和实业集
团主席、中国玩具界泰斗、香港著名
工业家。

林亮在1948年生产了香港第一
代塑胶玩具小黄鸭，1960年成立永和
实业，生产各款玩具，1987年将变形
金刚玩具引入内地，被誉为“中国变
形金刚之父”。

2015 年 11月，香港工业总会授
予林亮“香港杰出工业家奖”。

档案

被称为“中国变形金刚之父”和“小黄鸭之父”的林亮，是南海乡亲。
从小立志“工业救国”的他，早年用小黄鸭开始玩具创业，并打败了称

霸玩具界的日本鸭仔；改革开放之后，他不忘桑梓回乡办玩具厂，先后投资
2000多万美元，带动南海经济发展，他还躬身践行公益，为家乡捐资逾千万元。

90 岁那年，林亮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用生命践行“梦想未圆奋斗不止”。

林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