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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武吉班让”

1960  年，我出生在“10  英里”一带，那里当时

叫“椰山尾”，也就是现在的武吉班让正华新镇。

家里 12 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七。爸爸驾德士，

每月收入几百新元，要养活十几口人非常不容易。妈妈

是家庭主妇，为补贴家用卖杂货，也卖鸡蛋。我们省吃

俭用，全家人每天就靠几块腐乳和一罐梅林菜心罐头勉

强度日。

我看到妈妈很多时候只夹半块腐乳配稀饭吃，尽管

生活困苦，内心不苦，大家还是愉快地分享着妈妈偶尔

煎的两个鸡蛋，这是一种带着欢乐与温馨的分享；稍微

有钱时，我们才能够吃到猪脚炒米粉。

直到今天，我还会常吃梅林午餐肉、肉酱和菜心罐

头；早餐有时仅以咖啡乌就着康元苏打饼干吃，回忆着

童年时光。

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不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管刮

大风下大雨，即使生病，都可以那么坚持地早起床，长

大后经历了这么多，才明白，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不

是工作，而是生活、责任、亲爱、奉献、付出、传承与

伟大。

叫醒父母亲的不是闹钟，不是工作，

而是生活、责任、亲爱、奉献、付出、

传承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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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鸡蛋 给猪冲凉

中学学校假期时，十三岁的我已在二舅的农场拾鸡

蛋，半夜赶鸭子进笼子，清晨把鸡蛋拿到巴刹去卖。那

时打工不算工钱，全靠二舅给红包。在农场最喜欢的小

动物是小鸭子，很怕一同成长的鸭子长大，因为鸭子一

长大就要送去屠宰，心情很低落，还会伤心掉眼泪。

在农场捡鸡蛋时，试尝过母鸡刚下的蛋，温温软

软、热腾腾的，很新鲜的香味。

农场里的猪饿了脏了都会叫，我给它们冲完凉，它

们会摇尾巴表示感谢！然后呼噜呼噜睡觉，所以到今天

我都很喜欢猪，觉得它们很单纯，很可爱。

我把在农场打工的钱，省下 80 元买了台脚车，这样

可以骑脚车去看外婆，顺便给她 10 元红包，外婆会很开

心，和外婆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中三辍学 为多赚 2 元冒险爬高

从正华小学考入华侨中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等爸爸领到工资才有钱缴学费和买课本，家境贫穷让我

根本没法专心读书。

1975 年中三时，为了减轻父母亲的负担，我辍学了！

可惜不到法定工作年龄，找份固定的工作都很艰

难，结果去戏院扫地或做杂工，每月赚取几十块。

16 岁时，当建筑材料搬运工，原定每天早上 8 点半

做到傍晚 5 点半，但我时常加班到晚上 9 点，只为每月多

领加班费赚过百元补贴家用。

工头说，谁敢爬高，日薪可从 8 元调到 10 元。为了

多赚 2 元，我就答应去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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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扛着木头爬到 4 层楼外墙时，由于没有爬高的勇

气，双脚吓得直发抖。当下感悟到：钱得来不易，钱得用

性命来换，从小就知道生命的可贵，生命得来不易。

我没有后悔当初辍学的决定，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承

受与磨练，造就我今天的耐力与承担。

创办罗敏娜家具

1984 年，新加坡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很多

居民从甘榜乡村迁入政府组屋，带动家具市场的需求。

抓住时机，我开创了“荣春发”，就是之后的罗敏

娜家具的前身。一时间，“荣春发”在组屋区享有美誉。

1986 年，“荣春发”在武吉巴督和义顺开了两家分

店，企业初现规模，我按照自己所制定的商业规划选择了

热闹繁华的市区，并在汤申路 Novena 教堂对面开设旗舰

店，起名“罗敏娜”。

随着经验增加与产品升级，罗敏娜家具很快打入中

等市场，“罗敏娜家具公司”也随之诞生。过后还创立

了“卡迪朗优质”（Castilla  Premium）高级家具、“现

代雅居”（Modern Living）、“白色经典”（The White
Collection）、“自然生活”（Natural  Living），面向不

同的消费群体，而且保持了罗敏娜在本地家具业的领先地

位，成为高素质的新加坡优秀零售品牌。

伴随着这些品牌在新加坡的名气越来越响，开始进

军国际市场，先后在中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开设分店。

与百年历史善济结缘

选择善济，因为慈悲；选择接受，因为放下；选择承

如果你是大海
不在乎那条船



担，因为因缘；选择付出，因为感恩；选择大爱，因为生命。

我加入善济医社董事局之前，当时这家有百多年历史

的慈善医社，已到了濒临关闭的绝境。好朋友张锦泉先生

再三邀请我加入，三次我都拒绝了他。

最后一次他严肃地说：“如果你不接手善济，善济就

要关闭了”。这句话触动了我内心的决定。感恩生命的赐

予、慈悲、大爱、同理心，让我经过再三思虑，决定加入

善济，让百年善济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因为善济是可以让很多人解除病痛、保健养生、增长

寿命，给社会带来和谐，给家庭带来幸福的一个慈善中医

平台。

幼时，我因家境贫困，不得不早当家，到社会上谋

生，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缓解家庭经济的窘境，从那时起

已经体会到人在困境中是多么需要他人的援助与帮忙，从

小就很穷，知道穷的滋味。

选择善济，因为慈悲；

选择接受，因为放下；

选择承担，因为因缘；

选择付出，因为感恩；

选择大爱，因为生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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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会眷顾并善待那些真诚且有能力，肯坚持打拼的

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慢慢地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慢慢

地走出贫困。

可是，社会上还有很多是遭受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

或是身受恶疾纠缠、丧失工作能力贫困的人，他们需要及

时救急、救济，不能等，不能慢慢地来。所以慈善是不能

等的，当下就必须马上行动，发挥作用，我就是从这里感

悟而来的。

解救他人的燃眉之急是第一步，之后还得跟进，还有

许多后续工作要做，不能让个案就到此为止，要帮助他们

彻底脱离困境，过着健全的生活。所以，我把慈善当做自

己全部的责任与事业。

2008 年，善济医社只有 4 名员工，在 610 芽笼总社，

每天服务  26 位病人。截至  2020年  7 月，善济医社共有

95 位员工（全职、兼职）。

目前，善济医社在全岛有 14 间分社，为大众提供免费

中医问诊，每天服务大约 1400 人次。

在过去六年里（2014 年至 2019 年）善济总共服务了

约 1,926,338 看诊人次，发出的药帖有 3,634,566 帖。

未来五年（2020 年到 2024 年）看诊人次估计将高达

250 万人次，发出的药帖估计为480万帖。

2018 年善济 15 间分社服务了 37,596 个人，共服务

440,342 看诊人次，发出 834,866 施药帖数。2019 年 15 间
分社服务了 27,580 个人，共服务 507,903 看诊人次，发出

的药帖为 983,017 帖。

我组织志同道合的团队，发下宏愿，踏实地慈悲为怀，

大爱同理，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去实现，广结光明的善缘。

如果你是大海
不在乎那条船



早在 2008 年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我和几位

好友在新加坡发起《让爱川流不息》电视赈灾筹款活动，

筹得 1000 万新元的善款支援灾区。这笔善款帮助灾区筹

建七所“中新友谊小学”及一座桥梁，每年让上万名新生

获得求学、获取知识的机会，也了解慈善与奉献，感恩回

馈，加强中新友谊的长存。

二十多年来为文礼社区及低收入家庭、乐龄人士主

办及赞助春节分发红包午宴活动，超过八千位乐龄人士

受惠。主办“慈行孝义感狮城”大型演唱会，免费邀请

6000多位乐龄人士欣赏演出并分派礼包。我也大力地提

倡弘扬孝道，培育孝心、尊重和回馈，十多年来动员了

上万名义工在全岛分发 40 多万朵手工康乃馨。善济医社

也已为 3,073 名年长者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向低收入家

庭和租赁居民及年长者分发了 2 万个爱心礼包，5000个
粽子，13,700 盒低糖少油单黄 halal 月饼，还分发超过

25,000 支助步多功能雨伞给年长者，同时主办了多场音

乐分享会招待 9000 名年长者，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和种族

和谐。

二十多年来，我所举办的慈善活动无数，个人捐款

及社会赞助的社区与慈善机构活动数额款项达1亿元。

慈善是一种责任

慈善是一种责任，有能力的人应该帮助没有能力的

人，有钱的人应该帮助贫穷的人，每个人的命运本身就有

着不同的变化与过程，它很坎坷。

我觉得，人必须要有智慧地生存下去，不应该用小

聪明的方法去对待智慧，对待一切，对待生命的价值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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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你再有钱，赚到了又很吝啬，不舍得用，又有什么意

思呢？而且你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等于是“生

活照旧，生命结束”。

过去心不可得，当下心不可得，当下是无常的，好好

珍惜当下的存在与因缘。

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我明年做的事情，后年做的

事情，都是一样的，即使能够生存下来，生命也没有什么

意义，只是在过活中，没有发挥生命的意义与存在。

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那么就决定它的宽度，让

它更有意义，更加精彩，在生活的过程中，每个瞬间，每

个发生，每个经历，每个瓶颈中改变、提升自己，让生命

从此与众不同，为世人造福。

我觉得应该时刻去提升自己，改变自己，用你所拥有

的关系，你所拥有的经验与智慧，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好，环境有所改善。

慈善是一种正道光明，也是专业行为，它不只是简单

的捐款捐物，慈善需要慈悲、智慧、人才、管理、效率、

坚持永续经营。

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增强了自己的人生

理念与感恩心。这是我们平时所感觉不到的，只有真正地

去用心参与了，当我们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看到他们脸

上灿烂幸福笑容的时候，心底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喜悦、

光明与慈悲！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这个道理。

捐钱与行善大多是个人行为。慈善是团队和社会行

为，让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慈善事业的目标在于文化和社

会重建，在于建设文明和谐社会。行善是发自内在的善

心，不论事迹大小。慈善包含道德的成分，着重道德的体

如果你是大海
不在乎那条船



现和行事的成效，对他人、对环境、对社会、对未来的

光明，有着正面、正能量的影响力。

慈善是一种回馈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慈善的精神

是分享、感恩、承担、共益、造福社会，分工合作，不

分你我，创造和谐社会，幸福家庭，不分种族，不分宗

教，人人有责。

企业要获得社会尊重与认可，不仅是靠盈利，而是

承担社会的责任，遵守商业准则，保护大自然，不破坏

大自然的正常生态环境，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增强使

命感。用大爱慈悲的情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经商

追求的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将利益扩大，慈善是将财富进

行分配，通过分配方式实现社会同理公平和生活基本保

障。

善济做的就是与人为善，把希望与光明带给社会大

众。

“善济医社、社会企业、社会经营、服务社会”

长期以来，善济积极参加各社区、团体、联络所等的慈

善活动，宣扬健康意识，鼓励保健活动，聘请专业的理

发师到每个分社，定期为老人家剪头发、分发多功能雨

伞、日常用品、食品礼包、生活手提袋等等。为回馈社

会，善济的平台也积极为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安定而努

力。社会文明、社会进步、社会安定，人人应该珍惜，

人人应该爱护，彼此关爱，友好相处，共同创造繁荣、

大爱、同理的世界。慈善必须永续经营，为了让更多的

国人了解善济医社，在年轻人心中种下慈善与光明的种

子，同时也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国人能够得到帮助，感

受到社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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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祝福”传递着善济人

对“善”的坚守，配合国家建设，创造和谐社会，积极推

动“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善与国同在，济与民

同心”的宏观信念。

三次跌倒

我人生跌倒过三次。

第一次创业投资三万元，三个月就亏完了。

第二次是我投资房地产，遇到金融风暴，损失惨

重。

第三次失败是受了一个合伙人的影响，做错了决

策，事业受损。

原本打算就此把公司卖了，另作打算，然后去做一

些其它的事情，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但后来冷静下来想

想，三次跌倒并不是永远的失败，它是一个提升人生理念

的经历与过程。

每个人都会在不同年龄阶段负担着各种责任，随着

我们“能力、心态、素养、思想、经历、看法、过程与境

界”的不断提高与改变，所担负的责任也不一样。责任是

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它伴随着每一个生命的始终。我们要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无论好坏，承担全部的结果与发生。

挫折与瓶颈让我想明白：用平常心面对

生命，用宽容心面对埋怨，用慈悲心面

对人生，用感恩心面对生活，用大爱心

面对世界，用同理心面对未来。

“

”



我有时候还蛮感激这些挫折与瓶颈，它们给我今天

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挫折与瓶颈改变了我，

造就了今天的我，让我谦卑、理智、沉淀，更加能够理

解生活的真谛与真缘。

它们让我想明白：用平常心面对生命，用宽容心面

对埋怨，用慈悲心面对人生，用感恩心面对生活，用大

爱心面对世界，用同理心面对未来。

看感情、友情和婚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如天下乐。

兄弟之情，永生难忘，友谊之心，天地之间。

我常常分享说：二十个人一起登山，能有百分之十

的人坚持到终点，已经很了不起了，总有一些人会在半

途离开。其实，不用责怪他们，他们现在想离场，以后

他们还是会有机会再次进场。他们现在想离场，可能是

他们在能力、能量、理论、思想方面尚且不一致，可是

我始终坚信，只要我做的事不是为了自己，是对的、无

私的、光明的，最终总会有人支持与鼓励。

真正的朋友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不论身在

何处，总是处处关心，时时慰问。

做人做事，哪有一帆风顺的？人生没有圆满，圆满

的就不是人生。

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挫折与困难是自然的，也是必

然的。遇到困难是一种学习与提升，我当时会不耐烦和

不能够接受的心态，过后也终于接受了，承担了，放下

了，往往在第一时间比较不容易接受，过后觉得“无缘

不来”，也慢慢给时间冲淡磨平了，也没有什么好耿耿

卓顺发心路历程



于怀，放不下的。

人的一生，无论成败，都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父

母辛苦的养育之恩，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诲，爱人的默默

付出、支持与关爱，家人的谅解与温馨的陪伴，兄弟的

相助，朋友的支持，团队们的齐心协力，贵人的扶持，

社会大众的认可与厚爱，大自然的恩赐，时代的赋予，

包括那些给予我“机会”自我提升和成长的“善知识”

们。因为有了这些的发生与对待，反而促使自己提升了

光明、内涵和修养，令我茁壮地成长，坚定明确地走向

更光明宽阔的康庄大道。

我们成长的每一步，都有贵人指点；我们生活的每

一天，都有人帮助。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渡过一个个难

关，一步步走向成功，创造并享受着光明的生活。感恩

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以智慧来处理是非，恭敬来接

待他人，道德来修养身心，慈悲来做人处事。

谈人生的感恩

我一直行走于慈悲与慈善之路，对身边的每个人都

心怀感恩：辛苦养育我的伟大的父母亲，默默支持我的爱

人及家人，身边的好兄弟、朋友和团队们以及社会大众；

甚至对于那些提升和令我成长的“善知识”，我也心怀感

恩。

生命无限，本来无我，坦然承担，无喜无忧。 

生命得来不易，感恩生活，珍惜生命。

生活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命是大爱同理，发光

发热。

学会感恩，不只是心存感恩之情，还要在行动上做一

如果你是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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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懂得感恩的人。心怀感恩，幸福才会常在，感恩生命的

礼遇，感恩与家人相伴的日子，感恩与朋友相聚的时刻。

我认为分享是一种博爱的心境，思想的深度，生活

的信念。因为只有当你懂得了分享，你才能找到生活的意

义与价值，才能明白生命存在的内涵。每一种人生的幸福

与快乐都需要与他人分享，才能让它成为有价值的光明。

我以感恩的心，承担的责任，怀着分享的喜悦与大

家分享我的经历、经验与感怀，希望当你面对选择时，可

从中得到启发；面对困难挫折与考验时，从中得到勇气面

对、坚持、克服；当你沮丧时，从中得到温暖与安慰。与

大家共勉之。

　

慈善事业受到总统、总理和部长的肯定

2015  年 1  月 25  日，陈振声部长在“关怀与分享

日”称赞善济：“感谢善济医社的贡献”。

2015 年 12 月 18 日，许宝琨部长在《善济的故事》

一书中分享道：“《善济的故事》在回顾自身百年发展

历史的同时，更记载了这 114 年漫漫历史长河里所涌现

出无数善心人士‘奉献爱心，不求回报’的感人故事。

善济不仅仅是中医诊所，它更是一个培养爱心、凝聚爱

心、传播爱心、提升爱心的地方。作为诊所，它能解决

的问题是有限的；但作为爱心策源地，它所激发和凝聚

的爱心又是无限的。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日益现代化发展

的国家里，这间小小诊所里释放出来的光亮，点燃了许

多无助年老患者的希望。”

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建国

五十周年以来的物质财富积累，心灵财富增长及制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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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优化。愿更多的人加入到快乐行善的队伍，让我们的

社会洋溢着爱的气息。

2016 年 12 月 17 日的“善爱善济感恩晚宴”，黄志

明部长在致辞中分享说：“善济医社百余年来不分种族、

宗教、国籍，一视同仁，为社会大众提供免费的中医诊断

治疗，造福了不少人民，估计已经达到百万人次。太棒

了！这些都是由卓顺发博士领导的。从 2008 年开始，善

济大力发展向居民提供低价中医服务。我们刚才看到的，

善济已经有了 12 间诊所，即将扩展到 15 间，包括榜鹅

北的一间。我听说，目前善济每天平均服务超过 1000 人
次，真的是帮助到了许许多多人，带来了重大的改变。看

到这些，我十分感动。”

2017 年 5 月 14 日，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兼基层

组织顾问李显龙总理担任主宾，在后港 8 道大牌 681（邮

编 530681）为“善济温馨五月感恩母亲节”主持了开展

仪式。同时出席送花仪式的还有：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

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盛港西单选区国会议员、交

通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宏茂桥集选区

议员、殷丹博士、颜添宝先生、杰乐先生、洪鼎基先生

及后港基层组织顾问李宏壮 BBM 和社区领袖等。出席的

嘉宾有：梁苑集团主席梁佳吉 PBM 先生、南安会馆主席

陈奕福 PBM 先生及董事同仁。

李显龙总理在面簿（Facebook）上发贴文，祝愿

天下母亲和准妈妈“母亲节快乐”。他写道：“今天上

午，我与宏茂桥市政理事会议员和义工们一起向盛港南

社区的母亲和居民分发一万朵粉红色康乃馨，很开心看

到很多母亲和她们的家人享受他们温馨美好的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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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善济医社奉献的爱心花朵。善济医社是一个社会公益

慈善机构，一百多年来，不分种族、宗教、国籍，一视

同仁为社会大众提供免费的中医看诊服务。我也感谢宏茂

桥集选区和盛港西公民咨询委员会支持这个伟大的母爱项

目，你们今天给很多人带来了欢笑。”

善济医社赞助人、现任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博士在

2017 年 7 月 8 日出席“善济爱心之夜”致辞时赞扬，善济

医社 116 年来为社区服务，不分阶层、种族、宗教，一视

同仁为社会大众提供中医理疗服务。

在《放下》电视专访节目中，哈莉玛总统表扬说：

“卓顺发是个杰出优秀的人，他充满热忱和活力，具有过

人的精力和恻隐之心。”

现任总统、前国会议长哈莉玛阁下说：“我们刚刚谈

到要在马西岭区设立一个分社，他就在一年内把马西岭的

分社设立起来，他是一个很有热情、非常投入和具有奉献

精神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具有这种素质的人了。”

她说：“我希望他能够继续为善济做出贡献，为这个

社区做出最棒的工作。他不仅仅是筹募善款而已，他会亲

临分社，确保装修工程进行顺利。卓顺发绝对是一个尽职

尽责、具有同情心和奉献精神的领导者。” 

2017 年 7 月 28 日，在“新加坡易缇秀爱心慈善晚宴”

上，人力部长林瑞生先生致辞说：“对任何一个组织，如果

在十年内，把这个受益的人数从每年几千人，增加到每年几

十万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正常人的意识里，这简直

是天方夜谭。但是在新加坡有一个组织，它终于做到了，它

就是善济医社。

为什么别人做不到，而善济就做得到呢？我相信，这

是因为善济的精神和理念：提倡健康生活、幸福生活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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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提高与增进中医药的发展，参与新加坡慈善救济工作

的使命。宽容、大爱、慈悲、感恩、祝福的价值观。善于

国同在，济与民同心的信念，以及推动慈善事业致力于服

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所以别人做不到的，善济做到了，而

且将会做得更好！”

2018 年 3 月 31 日，王乙康部长特别邮寄一份感谢信

予我，感谢我用心照顾社区居民以及为社会的付出。感恩

王部长对我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2019 年7月7日，由我发起的《善济全民爱心夜》是

百年历史的善济医社首次举办电视筹款，晚会筹得 736 万
的善款。现场共有 1300 多人共襄善举，现场直播加重播的

收视人次高达122万。

善济医社赞助人哈莉玛总统担任活动主宾，总统夫婿穆

罕默德先生、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张思乐先生、义顺

集选区国会议员郭献川先生、后港区基层组织顾问李宏壮先

生 BBM、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

邱元兴先生、慈善理事会主席余福金博士 PJG，BBM，PBM、

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席符喜泉博士太平绅士 JP、公益金主席

陈永祥太平绅士 PJG，JP，BBM(L)，BBM，PBM 伉俪、文

化、社区及青年部副常任秘书（关爱新加坡行动）洪合成博

士 BBM 伉俪、国家福利理事会（福利会）执行理事长沈锦源先

生 PPA(P)，PPA(P)(T) 等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展望未来

做慈善需要理论基础、系统管理、发展方略等专业知

识。它是一项长久坚持的社会事业，尤其是慈善领袖，需

要高度的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洞见。

如果你是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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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未来能设立慈善交流中心，开设慈善公益事

业课程，与大家分享慈善公益事业的心得与经验。设立公

益慈善研究所，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公益慈善的管理体制

和法制法规等；同时举办分享会，结交不同层面的善心人

士，大家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热衷慈善的心态，让来自

不同领域的朋友进行善知识分享与交流慈善事业，增加服

务社会的机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在赡养孝敬自己的

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社会上

的年长者也曾经为他们的家庭、为社会努力过，付出过。

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年老了，放弃他们，我们应该负起责

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关爱与认可。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

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通过慈善平

台让他们学会做人的道理，懂得尊师重道、孝顺、尊重、

分享、承担等，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项伟大、光明的

慈善事业中。

顺慈悲愿，发善济心。希望让更多众生沐浴阳光般

的温暖，感受精神的滋养。 

  

“
”

路，越走越好，

路的尽头才是真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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