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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過一遍指標，儀器錶顯示一切正常，調
整好座位，繫上安全帶，汪勤金佩戴好耳機，
左手放在油門杆上，準備駕機飛上藍天。今年
剛過而立之年的汪勤金是順豐速運貨運飛行
員，而9年前，他還是順豐速運一名倉管員，
負責快件入倉、出倉掃描登記等工作。改變他
人生軌跡的是順豐速運的「豐翼行動」計劃，
他通過公司內部層層嚴格選拔，由一名倉管員
逆襲成了一名飛行員。

為夢想勤學苦練
汪勤金來自江西樂平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以法學和經濟學雙學位畢業於太原科技大學，
2009年7月，22歲的他與同學一起為了夢想結
伴闖深圳，希望能夠找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
作。在中南人才市場求職時，他偶然發現一家
快遞公司在招倉管員和快遞員，更吸引他的
是，這家叫順豐速運的公司擁有一個名為「千
里馬」的儲備人才項目。懷揣着一份夢想，他
應聘成為一名倉管員。在職期間，他一直以高
標準要求自己，入職的第8個月，他被選為儲

備主管。
2009年，順豐航空成立，開始面向內部員工
招聘飛行員。汪勤金從小就有當飛行員的夢
想，高中和大學多次嘗試，或是因為身高，或
是因為專業是文科類，總是與夢想失之交臂。
這一次，他依然申請參加選拔，經過幾輪篩選
和訓練，他與另外一名內招的同事被公司送往
美國的航校進行培訓。
由於非科班出身，加上英語水平較弱，航校

老師對他們滿是懷疑。面對實現夢想的最後一
次機會，汪勤金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每天
「啃」詞典，觀看英文電影，同時堅持閱讀航
空動力、氣象等方面的書
籍，惡補英語和航空理論
知識。
經過兩年多的培訓，他

於2012年11月學成歸國，
正式開啟了飛行生涯。
身份變了，使命沒有

變，對他來說，自己的工
作依然是準時、安全、高

效地將快件送到目的地。7年來，他駕駛波音
737-300/400飛機安全飛行超過3,800小時，運
送快遞約2.6萬噸。2018年，汪勤金獲得深圳
市五一勞動獎章。
2019年，汪勤金的肩章從「三道杠」變為
「四道杠」，成為責任機長帶隊飛行，他也成
了新晉飛行員眼中古道熱腸的「汪哥」，作為
講師為新入職的飛行員授課，幫助更多的人實
現夢想。
談起在他人眼中的「逆襲」之路時，汪勤金
說：「夢想也許會遲到，但只要你足夠努力，
它永遠不會缺席。」 文、圖：新華社

汪勤金汪勤金 從快遞倉管員到飛行員的從快遞倉管員到飛行員的「「逆襲逆襲」」

香港過去一年多經歷了黑暴事件和新冠肺炎
衝擊，許多店舖生意停擺，失業率高企。

根據最新數字統計，香港失業人數增至近26萬
人，失業率升至6.4%，創近16年來的高位。特
別是航空、酒店、旅遊、消費零售、娛樂飲食
相關行業等，不是結業就是裁員，企業多數不
會擴充及增添人手，大學畢業生搵工前所未有
地困難，中年及近退休年齡的人失業後再搵工
更不容易。好像要恢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貼
錢搵工做的日子了。加上近年來很流行自由職
業，不少人做自僱人士，這些自由工作者可以
選擇自己喜愛的工種、工作時間，曾經令人羨
慕，但當疫情發生後，不少人開始羨慕有固定
職業的人。因為經營環境惡劣時，連正職員工
也會被炒，哪有工作外判給人，形成自由職業
等於失業的局面，失業者如何自救？相信是很
多人在思考的問題。
近年很流行小店創業、上門服務之類，或許
去學門手藝做個體戶比較易維生，而美容健康
養生這些具彈性的行業可能是失業中年女性的
重生機會。於是記者走訪了推動中式健康養生
的福然堂創辦人伍艷玲老師，她的公司是做推
廣經絡養生及學員技術培訓。她與醫療專家合
作，自家研發脈衝經穴激活器材使用於改善亞
健康問題，教導有興趣的人如何使用產品自療
或投身健康大產業行列。目前已經有學員學習
完考試過關後，可以到美容院、養生館工作，
也有人選擇自己開個小店創業，令時下失業人
士多個機會。

致力改善都市人亞健康
這天記者走進福然堂在旺角區的總店，沒有
豪華的裝潢，整體很純樸卻又帶中國文化氣
息。深入參觀，會發現牆上掛着「『企業自
救』抗疫活動贊助人」的感謝狀，以及一些學
員的獎杯，另外還有許多關於他們的經營方針
理念，例如公司的使命：「承傳養生文化和技
術，防病延壽，健康幸福」，願景：「為每個
家庭培養一位健康天使」，價值觀：「自強不
息，厚道載物，成人達己，成己達人」，座右
銘：「團結 誠信 遠見 創新」、「給我一份信
任 送你一份健康」，還有貼上面向大灣區布局

全球的地圖，寫着「線下門店 線上平
台 技術培訓 服務支援 」……看得出
創辦人Elaine 是很有
想法的人。
Elaine從小到大
都注重健康，長

大後在美容、經絡養生、營養產品
行業打滾廿多年，自言學歷不高，
但走遍大半個地球推廣健康產品及中
國經絡養生，累積了豐厚經驗，令她發
現許多人身體問題都是可以透過排毒、排
風、排濕解決的，所以她致力改善都市人常見
的亞健康問題，深信防病患於未然是保健方法
的最上策。於是決定與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研發
「福然堂三寶」，脈衝經穴激活器（中頻激光
綜合治療器）、薰蒸儀及「痛快滾」。她不希
望產品帶來暴利，但希望推廣給大眾，造福大
家，故刻意定較便宜的價格，幾百至幾千元，
讓多些人用得起。
「花幾千元買個治療器回家自用，省卻找人

按摩的錢。也可以用在美容院，我們的產品是
達到國家第二類醫療器材標準的，而且我們會
提供培訓給買家，他們學懂使用後回家也可幫
家人通經絡，全家受惠，這就是我們想推廣的
目標，為每個家庭培養一位健康天使。」Elaine
堅信，承傳養生文化和技術，防病延壽，令人
健康幸福是她的使命。

開拓不同市場克服疫境
「2020年本來是我大展拳腳的一年，我和一

班研發團隊及導師準備發力做養生技術培訓及脈
衝經穴激活器材的推廣教育市場。因為國家推動
發展大灣區，身邊許多朋友鼓勵我回大灣區發展
保健養生大產業，於是2019年成立了福然堂
（深圳）健康科技公司在深圳開業，屬於香港與
內資企業共同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在深圳租了
7,000至8,000呎的地方，花了大筆錢裝修，11
月開幕時還有不少官員嘉賓來剪綵，誰料出現新
冠肺炎而封關，業務根本沒法展開來做，雖然員
工不多，但各方面的支出還是不少。公司沒收
入，還要不斷投入資金研發產品，形成一定的壓
力，」Elaine續說：「在這段時間裏，其實我們
也非常幸運，因為我們的理念得到廣州一個百年
老字號的信任，願意分享他們獨有的中醫藥秘
方，合作生產福然堂三寶的其中一寶『痛快
滾』，產品對消除頸部疲勞非常有效，我樂於參
與，但需要投入資金。」為節省公司開支，她
最後只能忍痛將新裝潢好的地方捨棄，換到稍為
小點的地方，減成本才能保住公司和員工，保持
長遠發展；眼見新裝潢好就要放棄了很心痛，很
無奈。慶幸香港公司地方是自己物業，影響較
小，終於過了一關。
她補充道：「捱過9個月的艱苦歲月，公司

業務目前是喇叭形發展，包括又增加與多2間
公司合作，增加多2條生產線，又多了自家品

牌的新產品，整體是好的開始，很感恩。感激
給我信心和信任的同事，同行業給我智慧和力
量，感激丈夫及家人的支持！」
自強不息是Elaine的信念，疫情期間她和公
司都沒有完全停擺。「我在疫情期間透過線上
互動，同各地區的合作夥伴談開拓新產品市場
的計劃，我在廣西、江西、合肥，大灣區的廣
州、惠洲、江門、珠海，以及台灣、馬來西
亞、美國市場都有合作夥伴，他們都很心急要
我的新產品，向我追貨，追簽新產品代理權，
只要一通關我就會出去開講座跑市場、簽合約
等。內地疫情控制得好，經濟恢復得很快，我
們內地的業務已經開始恢復，內地不少合作夥
伴都期待我回去，可惜香港未能清零，回去要
隔離14日，還是稍等。還好現在通訊科技發
達，線上開會及傾生意都沒問題，但疫下物流
方面仍未暢順，影響郵寄貨運。」
「當初身邊朋友鼓勵我創業，我也相信健康產

業在大灣區很有潛力，然而公司的定位不單止在
香港，而是大灣區及海外地區，這次疫情亦令到
我們明白到開拓不同市場很重要，幾個地區中總
有一個市場能運作正常，那就不會出現全軍覆沒
的情況。」Elaine充滿幹勁和魄力也令記者佩服。

Elaine常鼓勵女士
學習養生技術，技術
學懂了，不去打工也
可造福自己家人，這
也正是福然堂提倡的

「每個家庭應有位健康天使」。「講
實話，我們福然堂推動中藥健康科技，
其實可以幫到更多人就業，我們是國
家衞健委認證的中外合資公司，是中
醫藥行業職業技能規範化培訓項目深
圳市培訓基地，也是中國民族衞生協
會慢病康復專業委員會教育培訓示範
基地。到現在，福然堂技術交流學習
班到今日已經第38期了，最近內地和
香港都多了學員，一來人們更注重健
康保養，二來也是可以做生意創業。
只要完成技術培訓，考取到專業資歷
證書就可以自己創業，或在健康產業
這行就業，健康保養任何時候都需要，
這產業始終都有得做。」
人口老化，人們開始重視養生，

自然需求大，但「聰明資金」又會
加入形成大競爭，如何應付？「我
不怕競爭，人有我有，人冇我有，

因我在行業打滾了幾十年，經驗比
人多。坦白講香港市場已經不是我
們重點爭取，我們目標是大灣區及
全球，市場很大一個人做不晒的，
重要是你有料。我們在香港希望多
培訓懂得經絡養生的學員。」

中醫藥與現代科技結合
「我們取名福然堂有三個意義，

福代表幸福，然是大自然，堂是代
表傳承和發揚中醫養生文化和技術
融於一堂。我們遵循《皇帝內經》
天人合一的養生理念，注重臟腑、
經絡和氣血調養，結合傳統中醫藥
及現代科技元素，特色脈衝經穴激
活技術、穴位薰蒸。闊太試用完薰
蒸儀都讚好有效用，令我們信心大
增。我們的核心業務目前有三大版
塊，教育培訓、連鎖店、線上零
售，以後還計劃做自己品牌的美容
產品及健康食品，從飲食和美容着
手，希望年輕人容易接受中國養生
文化。我的心願是公司的產品令多
些人受益。」
Elaine告訴記者，10年前買的套

裝仍合穿，身形保持很穩定，那她
自己的養生法是什麼？Elaine 答
道：「睡眠、運動和飲食都要注
重，我搬入新界村屋住，堅持早上
6時起床跑步；有時和公司年輕同
事一齊搞戶外活動。人生病源濕
毒，保健養生必須排毒、排風、排
濕。公司的產品我全部都在使用，
每周在家最少做薰蒸2次，健康飲
食，少食生冷嘢，不能過飽。」

有人說不可以睇小女人，她隨時變作你的老闆娘，這只是一種；另一種是不可

以睇小女人，她隨時是統領天下的霸主！這樣說無非是想告訴你女人的魄力、毅

力可以很驚人的。今次採訪的女士福然堂創辦人伍艷玲（Elaine）就是兼具聰慧

和勤奮好學的精神，憑藉能力、毅力開拓自己的天地，奔向自己的夢想王國。她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創業卻遇疫情，但憑信念克服壓力繼續前行。她形容自己人

生的上半場經歷了很多精彩的東西，下半場會全心全力用使命和生命去發展健康

產業，希望會更精彩！ 採、攝：焯羚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把握大灣區機遇拓展健康產業把握大灣區機遇拓展健康產業

伍艷玲伍艷玲疫境自強疫境自強 鼓勵一技傍身鼓勵一技傍身

■■在美國的航校在美國的航校，，教練帶着汪勤教練帶着汪勤
金金（（左左））準備進行第一次飛行準備進行第一次飛行。。

■■汪勤金汪勤金（（左左））在飛機的駕駛艙內作在飛機的駕駛艙內作
準備準備。。

■■汪勤金通過不懈努力實現飛行夢想汪勤金通過不懈努力實現飛行夢想。。

■■汪勤金為新入職的飛行員授課汪勤金為新入職的飛行員授課。。■■剛入職順剛入職順
豐成為倉管豐成為倉管
員的汪勤金員的汪勤金
在位於深圳在位於深圳
布吉分部的布吉分部的
倉 庫 內 留倉 庫 內 留
影影。。

■■伍艷玲管理公司伍艷玲管理公司
的理念是團結的理念是團結、、誠誠
信信、、遠見遠見、、創新創新。。

■■伍艷玲介紹伍艷玲介紹「「福然堂三寶福然堂三寶」」之之
一一——中頻激光綜合治療儀中頻激光綜合治療儀。。

■■香港公司定期香港公司定期培培
訓經絡養生學員訓經絡養生學員。。

■■伍艷玲獲伍艷玲獲「「企業自救企業自救」」抗疫活動贊助人感謝狀抗疫活動贊助人感謝狀。。

■■現場演示現場演示
薰蒸儀的使薰蒸儀的使
用方法用方法。。

■■福然堂獲授福然堂獲授
「「中醫藥行業職中醫藥行業職
業技能規範化業技能規範化
培訓項目深圳培訓項目深圳
市培訓基地市培訓基地」」。。

■■伍艷玲喜歡和公司年輕同事一伍艷玲喜歡和公司年輕同事一
齊參與戶外活動齊參與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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