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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女孩蔡沂轩是石狮

市留学人员暨归国创业人员

联谊会副会长，从8岁开始，蔡

沂轩就到菲律宾留学，从中国

到菲律宾，再到新加坡、英国、

德国，留学海外多国，不同国

家的文化与成长环境赋予了

她与众不同的设计天赋。回

乡创业后，响应石狮侨商践行

“一带一路”号召，2016年在菲

律宾设立了LK置业有限公

司，经过三年打拼，公司已经

在菲律宾拥有一席之地。日

前，记者采访了这位年轻的设

计师。

当前“故宫热”“敦煌热”急

速升温，颇受关注。近日，由

鹿口品牌设计、良品铺子、敦

煌博物馆合作开发的一款敦

煌风的中秋月饼礼盒上线，主

创者之一就是石狮女孩，归国

创业人才、LK鹿口品牌设计创

始人兼执行总裁蔡沂轩。

参与设计中秋月饼礼盒源

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蔡

沂轩认为，传承不是简单的复

制，而是让传统文化“潮”起来，

“活”起来。

回国创业成就梦想

蔡沂轩从八岁开始，就到

菲律宾留学，从中国到菲律

宾，再到新加坡、英国、德国，

留学海外多国，不同国家的文

化与成长环境造就了她不服

输的性格，也赋予了她与众不

同的设计天赋。2009年，蔡沂

轩获得英国诺桑比亚大学品

牌战略管理硕士学位。受父

亲爱国情怀的熏陶，蔡沂轩一

直有个目标：回国创业。学有

所成后，她将十余年海外所学

的知识带回祖国，回到家乡成

立了福建省鹿口建设工程公

司，创立了LK品牌设计。

蔡沂轩将海外学习的知

识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事业上，

短短的几年时间，其设计团队

就达到400余人。管理这样的

团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

公司，蔡沂轩有时像一个大姐

姐，对设计师团队严格要求，

有时像个小妹妹，可爱依人。

在工作之余，蔡沂轩还带领自

己的团队投身到海内外各项

公益活动中。正是凭借专业

的策划能力和平易近人的亲

和力，公司蒸蒸日上，2018年

10月，蔡沂轩顺利当选为“石

狮市十大杰出留学人员”。

设计也需要匠心精神

创业者、海归、设计师……

蔡沂轩说，她喜欢当一名纯粹

的设计师，“在国外，说你是艺

术家，大家会觉得没什么，而

当你自我介绍是一名设计师

时，大家的目光是不一样的。”

“设计犹如工匠，是有灵魂

的。比如说一幢别墅，建筑本

身是静默无言的，但设计师的

介入，却能淘炼出谁是真正秉

承初心的实力派。”蔡沂轩对

空间设计有着清醒的认识。

空间设计要与自然、时间、人文

“共融”。每一次近乎苛求的细

节追求，每一次精益求精的空

间设计，都是LK品牌设计团队

为实现品质工程以及美好生活

所做的不懈努力。匠心精神是

一种用心和坚持，无论是对居

家的设计还是品牌的策划，蔡

沂轩都力求尽善尽美。

“因为热爱，就会坚持去

做。”这是在采访中，蔡沂轩说

得最多的话，她的设计一直在

路上。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诠释崭新的设计理念，蔡沂轩

每年都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交

流，寻找灵感。当设计项目涉

及庙宇时，她就前往印度，深

入了解宗教文化以及当地建

筑特色，与世界名家一同探讨

碰撞火花。博物馆更是蔡沂

轩的最爱，每到一个地方，她

都要花时间到当地博物馆用

心品味一番，感受文化与设计

融合的魅力。

尽管走了很多的地方，但

蔡沂轩对家乡的古建筑依然情

有独钟。“无论是红砖古厝还是

寺庙，一看到古构建，眼睛就不

由自主地亮起来，这个可以用

在设计中，那个也可以用在设

计中，感觉自己应该是佛系的

一员。”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蔡沂

轩笑了。正是有这种发自内心

的热爱，LK鹿口设计的涉猎范

围越来越广，包括空间、品牌、

视觉等多个方面，满足不同客

户的需求。

公益唤醒良知

“公益不是看你捐了多少

钱，而是你唤醒了多少人的爱

心。”对公益活动，蔡沂轩一直

是不留余力。

回乡创业这些年，蔡沂轩只

加入两个协会，一个是石狮青商

会，一个是石留联。蔡沂轩更愿

意提及的是参与协会的公益活

动。每次从菲律宾回来，蔡沂轩

都会去看望一些老人，哪怕听听

他们说话，“感觉都是极好的。”

蔡沂轩认为，公益的核心就是唤

醒良知，唤醒善良，你参与，你就

充实，同时，公益还可以改变一

个人，因为一个人的心发生了变

化，世界才会变化。“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蔡

沂轩每年都会留出时间参与

到公益活动中。石狮市婷婷

儿童院，石狮市慈爱老人院，

南安市向阳乡帮扶活动，寿宁

县下党乡帮扶活动，都留下蔡

沂轩的身影。

“但愿有一天，自己可以尽

绵薄之力，打造一家让老人们

过得舒心的养老院，没有商业

目的，只有颐养天年。”采访

中，蔡沂轩掷地有声。

“一带一路”倡议给
了青年人更多的机会

在菲律宾的华人90%以上

祖籍地是福建的，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推进，泉州与菲律宾

的联系日趋紧密。“其实，一开

始，也没想太多，就是帮帮朋

友。”正是这种无心插柳的心

态，蔡沂轩帮友人的设计得到

了友人的高度评价。口碑相

传，LK品牌设计得到了菲律宾

不少人的认同。时常往返家乡

与菲律宾的蔡沂轩也积极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蔡

沂轩在菲律宾创建了LK置业

有限公司，将中国先进的技术、

人才、设备带入菲律宾。

信愿寺是菲律宾最大的华

人寺院，蔡沂轩与LK团队充分

运用独到的设计创意，为信愿

寺成功策划了2019年新春活

动，通过如意平安卡、信愿寺福

袋、义工T恤等产品，营造浓厚

的祈福文化氛围，倡导文明敬

香、环保礼佛、有序参访的理

念。这是蔡沂轩在菲律宾施展

才华的一个缩影，她参与设计

的项目远不止这一个，包括与

菲律宾顶级建筑师合作的别墅

等项目，许多地方都倾注了她

对事业的热爱，并积极发挥在

国际合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当今社会女性扮演了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时代商业化

的发展也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

机会和发展。”总结三年多时间

来在菲律宾的经历，蔡沂轩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给了青年

人更多的机会，只要投身其中，

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归

国创业这些年，蔡沂轩竭尽所

能将海外学习的知识融入到自

己的设计事业上，同时积极投

身于海内外各项公益活动中，

不断为祖国奉献留学人员的人

才优势，彰显海归创业女性的

“她力量”。图为石狮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林天虎为蔡沂轩
授志愿者服务牌

（记者李琳毅胡丹扬）

本报讯 8月23日，在厦

门市驻厦办事处主任联合会

会长曾为东，秘书长黄武汉的

陪同下，白俄罗斯投资的中白

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部副总经理侯长青一行

造访厦门市泉州商会，就白俄

罗斯的投资情况进行初步交

流。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元

首在2016年9月的会晤中，两

国决定建立相互信任、合作共

赢的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双方全天候友谊，携手打

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据介绍，中白工业园位于

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州斯

莫列维奇区，连接欧亚大陆，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

点，总面积112平方公里。园

区由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元

首共同确立，是中国和白俄罗

斯两国间最大的经贸合作项

目，也是白俄罗斯参与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项

目。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

侨联顾问、中国侨商联合会

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许荣茂曾在今年五月率领中

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到白俄

罗斯考察，其间就到中白工业

园区考察过，作为“一带一

路”的标志性项目，中白工业

园区也是中国企业进入白俄

罗斯的桥头堡。侯长青表

示，中白工业园区对白俄罗

斯的技术、农牧、木材、制造

业等多个领域项目合作和

文化交流比较熟悉，同时对

投资优惠政策有比较深刻

的了解，园区愿意为泉州企

业进入白俄罗斯牵线搭桥。

与会人员认为，中白工业园

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和平

台，将为泉州企业产品进入

欧洲提供有利条件。

（记者李琳毅）

到白俄罗斯投资

中白工业园区愿意为泉州企业牵线搭桥

本报讯 8月28日，受祖籍石狮的

白山市委常委、副市长许友滋的邀请，

北京石狮企业商会一行分别走进长白

山人参种植联盟基地、吉林省利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国药肽谷有限公司

等实地考察。出席此次活动的有北京

石狮商会党支部书记杨新辉，常务副

会长、天津分会会长颜露露，商会常务

副会长、河北分会会长郭景聪以及郭

国伟、苏伟鑫、纪奕航、洪缘缘、王锦安

等商会骨干。

近些年，吉林省主动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在全面对接东北振兴战

略及国家相关重大规划中围绕吉林省

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产业优势重点

领域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

作。许友滋首先对商会的到访表示感

谢。他说，长白山区是世界最大的人

参产区，其人参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七成左右，白山市长白山人参种植联

盟为进一步提升长白山人参生产组织

化程度，提高长白山人参质量安全水

平，加强参农抵御种植风险能力起到

了推动作用。吉林省人参产业刚刚进

入成长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振

兴人参产业迫在眉睫，白山市也正在

为全面推进大健康产业和吉林人参的

高质量发展做出全面细致规划。许友

滋表示，经贸合作是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的基础，白山市将立足优势产业

技术和产能转移需要，采取务实措施，

着力扩大经贸合作规模及提升贸易质

量，打造良好的营销环境，希望各位有

识之士能发扬爱拼敢赢精神，共享发

展机遇。

颜露露表示，此次考察，收获颇

丰，北京石狮企业商会将会积极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会员企业，把科

研、生产、种植、管理以及行业整体的

力量都集中在一起，特别便于发现种

植人参在生产加工，以及后期市场开

发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能够整合全行

业的力量来一起发展人参产业，期望

商会与白山市能有更多的商务合作。

在白山市期间，北京石狮企业商

会一行还到靖宇县参观考察，并为靖

宇县那尔轰学校捐赠了74套教师正装

和311套学生校服。图为许友滋与颜
露露互赠纪念品 （记者李琳毅）

北京石狮企业商会
到吉林白山市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