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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香港各界举行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

动，街头巷尾悬挂起国旗、区旗，鲜艳的中国红，

成了整个城市亮丽的底色。

与此同时，一段粤语版《水调歌头》在央视播

放，将喜庆团圆的气氛瞬间拉满。

朗诵这首《水调歌头》的人，叫伍淑清。

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面对镜头时展现出的

从容气质和优雅谈吐，让很多人对她的身份产

生了浓烈的好奇。

而当人们真正了解到她的经历之后，才发现

她的故事是如此令人动容。

还记得 2019 年的“乱港事件”吗？

西方外部势力与乱港分子相互勾结，蓄意制

造事端，打砸抢烧，搞得香港乌烟瘴气。

暴力乱象充斥街头，机场停运、交通瘫痪，大大小

小的门店冷冷清清，对经济民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到了 9 月份开学，乱港分子又将魔爪伸向学

生，鼓动不谙世事的学生们罢课游行。

眼看学生们成为乱港分子的“工具”，就在这

时，一个人站了出来。她就是伍淑清。

作为香港美心集团大小姐、中华基金中学创始

人，伍淑清与牵头罢课的学生会面。

她以强硬姿态表示：“乱港分子干的是伤害国家、

搞乱香港的事情，绝不容许这类歪风邪气入校！本校

学生、职工凡参与者，立即辞退，绝无商量余地！”

之后，她又安排学校播放爱国影片，从鸦片战

争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最终，学生们取消罢课，声援学校。

伍淑清干了一件大好事，却也因此成了乱港分

子的眼中钉。他们抵制、攻击伍淑清和美心集团，

美心集团旗下的几百家店铺，不断遭到暴徒的破

坏，损失惨重。

但伍淑清毫不退怯，反而更加坚定地与乱港分

子作斗争。

她自掏腰包，与何超琼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以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身份替香港发声，揭露香

港骚乱的真相。

“乱港分子高举‘人权’大旗，实则干着破坏公

物、暴力对抗警察、伤害市民人身安全、煽动学生

罢课等卑劣勾当……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从不

同维度打击香港企业，制造白色恐怖。”

在伍淑清看来，面对乱港分子和网络暴力，如

果人人自保，反而不能保护自己，只有大家齐心协

力，才能保护香港不受破坏。

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妥协半步，伍淑清就是

这么强硬。

对祖国的热爱，大概是从伍淑清的父亲那辈开

始，就已深深地刻进了骨子里。

1948 年，伍淑清出生于香港一个爱国华侨世

家，祖籍是广东台山。上世纪 50 年代的香港，处于

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洋人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对中国人充满歧视。

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因工作需要，经常到香

港著名的“新巴黎”法国餐厅就餐。但他慢慢发现，

自己总是被安排在墙角靠近厕所的位置。

他向餐厅讨要说法，餐厅负责人却拒绝为他更

改座位。一气之下，伍沾德决定创办一家中国人自

己的高档餐厅，取名“美心餐厅”。

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美心餐厅逐渐发展壮

大，分店遍布全港，成为涵盖中菜、西菜、日菜、东南

亚菜、快餐、西饼等在内的饮食集团。

伍淑清可以说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在外人看

来伍淑清已然是“太子女”———富豪的女儿。

父亲非常注重对伍淑清的爱国教育，伍淑清小

时候听的从来不是童话故事，而是中国历史、抗日

战争，据她回忆，大概是从 8岁开始，就有了要为国

家做一些事情的想法。

1967 年，19 岁的伍淑清从香港嘉诺撒圣心书

院毕业，前往欧美留学，读工商管理专业。

临行前，父母特别交代她，给家里写信一定要

用中文，否则他们不看。

1978 年，中国改革开

放，伍淑清第一次踏上祖国

大陆。

广播里回荡着邓小平

的讲话：“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

伍淑清感觉到，这是国

家开始重点发展经济的信

号，自己终于可以为国家做

些事了。

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商

机：中国民航的班机，食物是

冷的，旅客只能勉强对付两

口，实在难以下咽。

为什么不成立一家航

空食品公司呢？下飞机后，

伍淑清把想法告诉父亲，父

女俩一拍即合。

然而，当时大陆并没有

合资企业的先例，商谈过程

并不顺利，一时落入僵局。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

建交，开通直飞航线也纳入

了日程。在通航筹备阶段，因

航空配餐，中国人再一次感

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傲慢。

美方明确提出，中美航

线的配餐，必须符合国际标

准。这对当时还在用保温

桶、暖水瓶盛放食物饮水的

中国民航而言，实在是一个

无从下手的难题。

美方“贴心”地提建议：

可以到东京停站配餐。

邓小平听了，坚决不同

意：中美直航，却到日本配

餐，岂不成了国际笑话？

与此同时，日本航空和

瑞士航空也乘虚而入，提出

与中国合作，成立航空食品

公司。

但他们提出的条件非

常苛刻，完全是趁火打劫：

日方要求日本航空在北京

首都机场拥有优先起降权，

瑞士航空也企图从中牟取

暴利。

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

人，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里，陷入了困局。

胶着之际，香港美心集团

被推荐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得知伍家的爱国背景

后，邓小平只问了一个问

题：“他们会不会做面包？”

美心集团作为当时全

港最大的餐饮集团之一，面

包自然不在话下。

于是，在邓小平的批准

下，伍淑清代表的美心集

团，与民航总局成立了中国

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

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因享有“外资审字（1980）

第一号”批准文件编号，北京

航食被称为“天字第一号”，

而担任董事长的伍淑清，也

被誉为“001小姐”。

这家成立于祖国艰难

时刻的“001 号企业”，维护

了大国的尊严，也拉开了外

资进驻大陆的帷幕。

夫妇二人用这种方式，

提醒着即将漂洋过海、远涉

他乡的女儿：永远不要忘记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在国外，常常有人问伍

淑清：“你是日本人吗？”每

当这时，伍淑清总会感到一

种难以容忍的屈辱。为什么

他们总把自己当成日本人？

就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吗？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我是中国人！”

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

她发奋学习，用两年半的时

间，以全“A”的优异成绩，修

完了大学四年的全部课程。

学校破天荒地将每年

唯一的“杰出学生”称号，授

予了这位来自遥远东方国

度的女孩。

她用自己的实力，赢得

了周围所有人的尊重。

1970 年，美心餐厅到日

本世博会参展。伍淑清这位

富家小姐、海归学霸，从基

层做起，在展会上做起了服

务员。

每天高强度的劳动，要

始终保持面带微笑、热情周

到。营业结束后，还要到其

他国家的展台交流学习。

半年的工作经历，说长

不长，说短不短，却对伍淑

清一生的事业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让她领悟了日本餐

饮业“顾客至上”的精髓。

她回到香港，负责打理

“星光”“翠园”两家餐厅，很

快将其打造为香港美食名

店。尤其“翠园”，更是成了

来港游客的打卡胜地。

就在伍淑清准备在香港

餐饮界大展身手时，一则来自

大陆的讯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继北京航食之后，伍淑

清又先后在大陆创办了富

华食品有限公司、北京航空

地毯厂等十多家合资企业，

尽自己所能，在商海中为祖

国效力。

她先后被评为香港“十

大杰出青年”“优秀青年企

业家”“十大拿破仑商业奇

才”等，成了享誉国际的商

界巨子。

忙忙碌碌中，她走过了

人生七十多载，不曾婚嫁。

或许，她早已将自己毕

生的情感，奉献给了挚爱的

祖国。她膝下无子，却帮助

了无数青少年，帮助了无数

失学、失明、失智儿童。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

回归祖国，举国欢庆之际，

伍淑清保持着难得的睿智

和清醒。

她说：“香港虽然回归，

但香港人心的回归并不会

一蹴而就。让香港青少年更

多地了解祖国的文化和悠

久的历史，培养他们的爱国

爱港情怀，是教育的重中之

重，也是我念念不忘的事。”

于是，香港回归的第二

年，伍淑清成立“中华青少

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会”，

带着首批 900 多名学生来

到大陆。

她带孩子们在天安门

广场观看升国旗，到卢沟桥

“七七事变”遗址凭吊，让孩

子们切身体会国家的伟大，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课本上

的模糊印象。

十数年间，她累计耗资

上千万港元，共组织 1 万

多名香港学生到大陆参

观交流，培养孩子们的国

民身份认同感，并多次前

往西藏，成立“中国西藏

儿童健康教育基金”，改

善西藏残障儿童的生活

状况。

当父亲通过媒体，得知

女儿 5 年内踏足西藏 30 多

次时，心疼不已。他问女儿：

“你的身体吃得消么？”

她回答：“香港和大陆

很多有识之士都加入了我

们，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2020 年 5 月 17 日，伍

淑清被评为“感动中国 2019

年度人物”。

颁奖词这样写道：

四十年前，你说有件事

值得做；

四十年后，你说有些事

必须做！

逾古稀而不辞，虽千万

人而往。

超越港岛的远见，不让

须眉的担当。

爱青年，更爱香港，是

美心，更是良心！

寥寥数语，正是这位优

秀的爱国企业家，自改革开

放投身大陆以来，对祖国真

挚热爱和无私奉献的真实

写照。

出身豪门，生活低调，

没有精致的妆容和美丽的

华服，一身朴实衣着，散发

着别样的魅力，这就是伍淑

清身上的、感动中国的无限

力量！

如今，伍淑清已是 74岁

高龄，仍一直维持着高强度

的工作状态。她每天凌晨 1

点后才会就寝，不到 6 点半

就要起床，除了打理公司业

务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公益和慈善事业

上。

正如她在当选“感动中

国 2019 年度人物”时所讲：

“真正有责任感的企业家都

明白，经商的终极目的，不

是金钱数额的累积，而是切

实改善社会，践行‘达则兼

济天下’的儒家箴言！”

（张艺千 吕明霞 来源：

新华社、人民画报、香港商

报等）

批评“乱港事件”

爱国华侨世家

改革开放

无私善举感动中国

与少数民族孩子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