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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徐美先 ，生于 1949 年 12
月 20 日，雪堰镇潘家人。1976
年 进 入 潘 家 农 机 厂 工 作 。
1991 年创业，先后创办常州万
达物资供应站、常州市兆林商
贸有限公司。2002 年当选为
常州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2014 年创办常州光彩凡人爱
心基金，坚持帮困助学至今。

深秋常州的咖啡馆，徐美先
脱下挺括的藏青色风衣。70 岁
的她，挺拔，平和，说话自带一种
不卑不亢的风韵。从保暖内衣

“俞兆林”，到时尚内衣“猫人”，
当年常州人选择保暖内衣的潮
流，是她引领的。

进出小学校门的那
两场哭泣

徐美先从小就爱读书。书
也读得特别好。她有三个哥哥，
也是个个成绩优异，有两个考上
了大学。

8 虚岁那年，徐美先踏进小
学校门。谁知报完名刚走出学
校门，又被老师喊回来：“你生日
太小，人也长得小，明年再来上
学吧！”小小的美先回家大哭一
场，只能等到来年再上学。

小学六年级的“六一”节，本
是最开心的日子，徐美先和同学
们一起，在学校操场准备进行体
操表演，她排在队伍的最前面。

“突然家里人来了，把我喊回去，
说妈妈没了⋯⋯”徐美先清楚记
得那一天，“我什么也没做，就是
拼命哭，拼命哭。”

“你不要哭了，书还是让你
去读！”爸爸说。

哭成泪人的她，在那年小学
毕业季还是考上了初中——南
宅中学。去学校要走 50 分钟，

“那时没钟，奶奶看到天蒙蒙亮
就喊我，我迷迷糊糊，却发现天
又慢慢暗下去，其实那是黎明前
的黑暗，天真正亮起来之前，总

要先回到一段最黯淡的时光。”
徐美先回忆，“我又揉揉眼睛，睡
到奶奶脚边。”

带着泥土芳香的姑娘

初中毕业后，徐美先回家干
了两年农活。因为读书好在当
地出了名，1968 年恢复课业后，
她又被推荐到前黄中学读高中。

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她十
分珍惜，“我有个简单的想法，每
一门功课，既然课程表上排上
了，那就都该好好读！”两年的
高中，徐美先总是在年级里数一
数二。

“冬天，我只有一身衣服。
藏青棉袄，外头一件白底加一点
红灰的罩衫，穿满一个星期，星
期天再回家洗洗继续穿。”徐美
先说，“我不喜欢照镜子，也不知
道自己好不好看，就是一门心思
读书。”

好员工和好妈妈

1976年，徐美先在家帮忙盖
房子的时候，手臂摔伤骨折，不
能再干重体力活了。几经周折
后，她进了潘家农机厂当了仓库
保管员。

“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很珍
惜。”徐美先对待工作的态度，和
她当学生时一样，踏实，肯干。5
年后，她被推荐到了财务科。工
作之余，还积极自学南大函授会
计专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
评为优秀学员。很快，她又取得
了会计师职称。她的努力得到厂
里的一致认可，被提拔为财务科
长兼主办会计。

那些年，也是她最初成立小
家庭的那段时间。1979年，和爱
人结婚生下儿子的第二年，爱人
因知青回城的政策，到市区上
班。徐美先一个人带着儿子，住
在厂里的宿舍，早晨6点多，先把
儿子送去学校，7 点准时到厂里
上班。晚上孩子睡了，她再裹着
被子加班做账，或者看书学习。

“我很简单，婚姻中双方总是各
有长处，互相包容，谦让。”徐美
先说。

42岁创业，因为“没
有条件歇下去”

“就像小孩学走路，无知无
畏，不知道有那么难，所以有了
肯尝试的勇气。”每当别人称赞
徐美先的成功时，她总是这样
说。

儿子上 5 年级时，回到市区
念小学。徐美先更努力的工作，
同时也城里村里来回赶，她时常
担心儿子的早饭吃了没，丈夫的
衣服有没有换。最终，她做出决
定，辞职回城。“我欣赏传统东方
女性，努力当贤妻良母。”徐美先
说。

在42岁的年纪，主动放弃稳
定的工作，徐美先说并没考虑很
多 ，“ 只 是 迫 切 想 和 家 人 在 一
起。”在家 2 个月，每天早晚给家
人做饭，中午小睡一会儿，甚至
还给哥哥妹妹打了四五件毛衣，
工作十多年来，她从来没有这么
好好休息过。“无职真是一身轻，
但我哪有条件一直歇下去？！”

徐美先一直有一股说干就
干的爽快劲儿。

1991 年，在弟弟建议下，徐
美先开了一家五金店——万达物
资供应站，借款6万元，聘请了舅
舅、公公和另一位老先生坐店，自
己则跑东跑西进货、找业务。这
家小店当年 9 月开始营业，到年
底就做到 18 万元的营业额，第
二年又被街道评选为“优秀企
业”。

一个冬天，就卖掉一
万多套“保暖内衣”

1997年，徐美先在上海的表
弟打来电话，说有一种很保暖的
内衣，要不要接触一下。表弟过
几天又寄来了一张产品说明，泛
黄的纸上，写着“俞兆林牌⋯⋯南
极棉⋯⋯一件抵三件羊毛衫⋯⋯”
那个年代，大家对保暖内衣、南极
棉之类还并无概念，徐美先也是
一样。

“会不会是骗人的呢？”她也
这样想过，但是随即又想，“如果
不去了解，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呢？”

徐美先和老公跑去上海，在
总部“见到了几个老头子在办
公”，告诉他们如果想加盟，交20
万元定金，每年还必须完成 1 万
套的销售额。这样的条件在当
时算很苛刻了，那时经销商还是
代销的多，销完再付钱。20万元
可不是小数目，徐美先坦言，当
时的确很忐忑。但是还是下决
心签了合同，打了款。

国庆节过后，徐美先到上海
拿了货，1400套“南极棉”。这下
她定心了，“货折合人民币也有
近 20 万元，衣服都在，又不怕烂
掉！”徐美先说。

那一年，“十一”后天气仍旧
热，这些货压在五金店中一个多
月，无人问津。一个月后气温总
算降了下来，徐美先的“南极棉”

就在常州卖疯了，“顾客买到后
还要跟我们说‘谢谢’”，一个冬
天就卖出 1.3 万套，一年的销售
任务都超额完成了。

“原来保暖内衣也有
彩色的！”

2001 年 10 月，徐美先和公
司 的 副 总 赶 往 武 汉“ 猫 人 ”总
部。在他们之前，常州已有好几
家内衣代理商去考察过，却都因
为各种代理条件上的商榷，没有
签约。

徐美先来到“猫人”，第一次
看到了保暖内衣原来也有彩色
的，第一次意识到内衣也可以做
得很时尚，第一次见到了“猫人”
的老总——两人的谈话只进行
了20分钟，对方介绍说：“如果做
普通内衣，那我做不过那些老牌
子。我要做时尚的内衣⋯⋯”20
分钟后，双方就愉快地签约了。

直到现在都有人问徐美先，
当时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签了“猫
人”？“选择代理品牌，我一看产
品，二看经营者的理念，两者都过
关了，其他都好商量。”徐美先说。

那一年，常州百货大楼外墙
上挂着的郑少秋（“俞兆林”的代
言人）的形象，换成了舒淇（“猫
人”代言人），常州人也是从那时
开始知道，原来内衣也以“时尚”
起来。

做一个品牌要舍得投入，做
好推广和口碑。这徐美先的“生
意经”。多年来，她一直愿意为
品牌“砸钱”做推广，从 2001 年
开始，每年都投入几十万元的广
告费用。“作为一个代理商，除了

赚钱，也有一种责任在。”

下个月，全家去海南
过冬

“我从没有把生意当生意，
只把它当工作，是为自己创造一
个工作岗位。”总结过去的自己，
徐美先这样说，“我有好奇心，现
在也是，愿意拥抱新鲜事物。”

她和先生下个月要带着小孙
女去海南了。2012年，夫妻俩在
海南置办了一套度假房，直到去
年徐美先开始把事业交托给年轻
人后，他们才有时间去那里过冬。

“我很感恩这个时代，给了
普通人奋斗的舞台。过程艰辛，
但也收获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徐美先说。 徐丹 图文报道

42岁时，跳进“商海”走上创业之路

徐美先：当年，她引领了常州人保暖内衣潮流

本周三，刚刚从上海回到常州的徐美先。

2004年，徐美先（左）在上海的猫人公司。

1999年，徐美先在兆林商贸有限公司开张典礼上发言。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的“共和
国同龄人”专栏，正在寻访在
常州的共和国同龄人，讲述他
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心声。

如果您生于 1949 年，并
乐于分享您的故事，请联系我
们。如果您身边有共和国同
龄人，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我
们的联系电话：86633355；联
系 邮 箱 ：67264749@qq.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