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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健和离世：水饺皇后传奇谢幕 阴 王中美

让湾仔码头水饺家喻户晓的臧健和，被证实于近日因病离

世，享年 73岁。

她一直被视为逆境中拼搏进取的香港精神的杰出代表，其早

年奋斗的艰辛历程，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

香港外来妹

臧健和的人生在 1977年被切

成两段。

上一段，她在山东一个县医院

做护工，与泰国丈夫组建了幸福的

四口之家。下一段，她和两个女儿

流落香港街头，在当地人的歧视中

踏上逆袭之路。

这不幸人生的切割手，是她的

丈夫。由于臧健和生了两个女儿，

传统观念深重的泰国丈夫另组妻

室。臧健和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女

儿落脚香港。

为了生计，臧健和同时兼职做

着三份当地人不愿做的粗活。在一

家酒楼做杂工时，因腰部意外受

伤，她被炒鱿鱼。即便面临没米下

锅的困境，臧健和仍然拒绝了香港

福利机构的公援金。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吃

救济会失去斗志，孩子做人也挺不

直腰杆。”

命运之神为不屈服的她，送去

了挺直腰杆的机会。养病中，一位

好友前去探望。臧健和为表谢意，

亲手为朋友做了自己的拿手饺子。

一口下肚，朋友赞不绝口：“你做的

饺子这么好吃，去外面卖一定赚

钱。”

无心之言，臧健和听后，心中

却激起了波澜———身体还需调养，

被查出的糖尿病又不能过劳，如果

自己出摊不再打工，身体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

经过细心考察，臧健和选择了

湾仔码头。

那时的香港，没有地铁，人们

往返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主

要靠轮渡。湾仔码头成了重要的交

通枢纽，每天人流不断，各种小摊

贩也应运而生。

一派繁忙中，臧健和看到了生

的希望。

码头上的杂卖区是底层人谋

生的舞台，也是个凭真本事立足的

竞技场。做吃食的手艺，单从客流

就看得一清二楚，有的摊主忙得满

头大汗，有的只能看热闹。

要强的臧健和，只想做其中最

忙碌的那个。她相信，包饺子，不是

高科技，只要功夫到了，抓住更多

人的胃不是难事。

对于卖饺子，她给自己定下三

个原则：高品质，讲卫生，听意见。

馅料，她总是挑选最新鲜、最

入眼的；所有餐厨用品，以医院标

准保持卫生，每天用消毒水清洗；

多观察顾客举动、询问意见、及时

改进；为了让饺子皮变薄又筋道，

她曾连续数夜起床试验。

寒来暑往，臧健和的饺子由北

方的咸、香、腻，变成港粤人喜欢的

清淡、皮薄、鲜香爽滑。

臧健和的摊位前，顾客越来越

多，回头客络绎不绝。她的水饺还

进了写字楼、酒店。

顾客中，有一人是《文汇报》专

栏记者，他偷偷观察母女三人，并

将她们的故事在报端发表。

此后，臧健和“街头水饺皇后”

的大名传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

有人甚至专程从澳门赶来，只

为能吃上一口“水饺皇后”做的水

饺。

吃的人多了，有人建议这饺子

该有个自己的名字。臧健和想到了

让她走出绝境的这个码头，“湾仔

码头”水饺由此诞生。

与日俱增的名气为臧健和带

来可观的收入。她创下了湾仔码头

摊贩中 6小时卖 1000份的最高纪

录。对于事业刚起步的臧健和来

说，这已相当难得。

与大丸百货合作

没想到，随后更大的惊喜从天

而降———日本大丸百货公司老板

要跟她谈合作。当时，这位老板 12

岁的女儿重度挑食，唯独对湾仔码

头水饺情有独钟，一口气吃了 20

多个。

大丸百货是日本最大的零售

集团，在国内外开有数十家连锁

店，在香港也已经营了 20多年。女

儿的表现让商业嗅觉敏锐的父亲

看到了湾仔码头水饺的市场潜力，

他准备让水饺进超市。

不过，双方的合作进展并不算

顺利。最初得知湾仔码头水饺出自

流动摊贩之手，日商决定放弃合作。

但商机令其忍不

住杀了回马枪，以“为

臧健和提供日本公司

牌照”为条件，让她在

大丸公司的工厂里生

产，用日式包装，以大

丸公司产品名义出

售，即贴牌生产。

这遭到了臧健和

的断然拒绝。“进商场可以，但要体

现出湾仔码头的价值。”臧健和虽

没做过大生意，但道理想得通。按

日商的精明打算，臧健和等于把自

己苦心创造的品牌和技术都拱手

于他，自己随时可能被踢出局，以

后再想吃这碗饭也吃不成了。

日商考量再三，最终做出让

步，同意打出“湾仔码头”的名字。

随后的“湾仔码头”，由一台木车变

成了一间小木屋，又从小木屋变成

了厂房。

合作的商场也越来越多，八佰

伴、华润、吉之岛、百佳等大型卖场

都陆续找上门。仅八佰伴香港店开

业第一天，湾仔码头就卖出 4万

元。

借此，湾仔码头水饺占领了

香港大部分的新鲜水饺市场和

30%的冷冻饺子市场。

生意越做越大，臧健和对

“有品质，讲卫生，听意见”三原

则的坚守却丝毫不敢松懈。有

员工形容她很“无情”。

那是在 1986年春，一个厨

师发现面粉不够，便直接掺水，

被发现后还一肚子歪理：“凭老

板的名气，做成什么味道都能

卖出去，随便做做就行了。”

臧健和不寒而栗———味道

在，品牌才在；味道变了，还会是

湾仔码头吗？

那次，她发了有史以来最大

的一次火，全厂人都听到了她

的声音：“顾客永远都不能得罪。

你是我湾仔码头第一个讲随便

做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讲随便

做的人！”此后，再也没人敢在

品质上有丝毫怠慢。凡品质出

现问题，人员一律处罚，饺子全

部毁掉。

自打第一次出摊，焦灼中有

人买她第一碗饺子的时候，她

就深刻体会到：顾客愿意吃你

的东西，你自己才有的吃；顾客

不愿意吃，你求都没用；掏钱的

人都是自己的恩人，理应得到

更好的尊重和爱惜。

也因此，从第一天卖饺子开

始，臧健和不敢忽略每一个反

馈，这也推动了湾仔码头的质

量管理进程。

有一位顾客在饺子皮里吃

出面粉袋子的残线，他写了封

信：“不知道你的饺子什么时候

长线了，下次要再长针就麻烦

了。”

臧健和这才意识到，面粉不

能开袋就用，应该先过一遍筛

子。

从此，湾仔码头的水饺制作

多了一道筛箩工序，保证面粉

的品质。

臧健和在管理上不留情，但

并不冷血，而是在拿捏着情和理

的尺度。更多时候，她宁愿用宽

容唤起员工的自觉和归属感，让

员工主动升起责任心。

曾有一位女工，因操作失误

触碰了管理红线，厂长决定按公

司制度将其开除。臧健和得知

这个女工刚没了丈夫，独自带孩

子来香港闯荡，深知其不易。素

来不插手厂长工作的她，破例向

厂长说情，并向厂长保证女工下

次不会犯错。女工保住了工作，

将感激全部化作工作动力，此后

表现相当出色。

再上台阶

1996年，湾仔码头水饺在香

港已家喻户晓，以臧健和为原型

的电视连续剧《水饺皇后》的播

出，更让她成了风云人物，引起诸

多商业大佬的关注，找臧健和谈

合资合作的电话不断。

其中就有哈根达斯的母公

司———拥有 120 多年历史的美

国品食乐食品公司。

此时，臧健和也发现，工厂的

效率已经跟不上市场需求的节

奏。她需要找老师、找“高人”了，

而且，这个老师必须很会做饺子。

“可是，美国人不吃饺子，也

不做饺子，怎么可能当我的老

师呢？”遭到拒绝的品食乐并未

放弃，又接二连三盛情邀请其前

往美国工厂参观，臧健和被诚意

打动。

在品食乐工厂，臧健和目睹

了现代化的管理和机械化生产、

先进的 HACCP食品安全控制系

统以及操作工人严谨用心的工作

态度。

更让她惊叹的是，仅研发部

门就比一些香港企业的工厂都要

大，每年的研发基金有一亿美金。

臧健和庆幸，老师找到了。

还没等参观结束，她就拍板决

定合作。最终，品食乐“连名带

姓”买下湾仔码头七成股份。

在其强力运作下，“湾仔码

头”快速在上海、广州建起现代

化工厂，进军国内市场，并推出

手工包制的馄饨、汤圆、云吞等

新产品。

1999年，“湾仔码头”水饺

销售额达 5亿元，牢牢占据华东

冷冻食品市场的半壁江山。次

年，臧建和获得第四届“世界杰

出女企业家”殊荣。在 40位获奖

者中，她是唯一一位用中文发言

的女企业家。

2001年，湾仔码头又“意外”

迎来再上台阶的机会———全球第

六大食品企业，美国通用磨坊收

购了品食乐，其超强的资金能力

和冷链优势，帮助湾仔码头实现

了更高速的全国扩张。

彼时，中国商超体系以及冷

链物流设施尚不完备，通用磨坊

以向商超赠送冷柜的方式，使湾

仔码头得以在全国迅速铺货。

同时，通用磨坊利用产品研

发和渠道能力，帮助湾仔码头开

发出适合美国人的炒面、炒饭系

列产品，并顺利进入美国商超。

鼎盛时，湾仔码头在国内外

拥有 15家大型生产基地，产品

出口到东南亚、北美、欧洲多个

国家；在国内则与思念、三全形

成冷冻面点三足鼎立之势，年

销售额超过 15亿元人民币。

从天涯沦落人到数十亿身

家的杰出企业家，有人说臧健

和很有运气———

没做任何广告，却有无数媒

体帮她免费宣传；没有自己的

销售，却把饺子卖到了世界各

地；一步步误打误撞，总像有贵

人帮忙。

其实，臧健和真正的贵人是

她自己———对人生品格的坚

守，对产品品质的坚守。

卖出后的湾仔码头变得十分

低调，很少受到媒体关注，近几年

来更是鲜见报道。随着年纪的增

长和心脏病的压力，臧健和对产

品的生产参与也日益减少。

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

2018年 4月，出席香港中文大

学敬文书院举行的“臧建和堂”

命名仪式。当时的她，坐着轮椅。

如今，湾仔码头仍是这个春

节里中国人的餐桌主角，而臧

健和已不在。

她的离开，结束了“水饺皇

后”时代，但她的励志传奇，仍会

随一袋袋湾仔码头传扬于世。

一位中国台湾人在缅怀臧

健和时说：“湾仔码头也是一个

文化符号，吃饺子并不是南方

人的习俗。(湾仔码头)将两岸三

地串成完整的大中华区，这种感

觉很亲近。”

（综合自《华商名人堂》）香港中文大学敬文书院“臧建和堂”命名仪式

年轻时的臧建和

臧健和与她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