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
司源于百年前名扬东南亚
的“信记”茶行，是一家全产
业链、全茶类连锁企业，经
营的茶叶覆盖中国十大茗
茶。公司定位国茶，秉承

“让天下人享受茶的健康与
快乐”的使命，从铁观音品
类第一做到中国茶专卖店
连锁第一，经过多年品牌建
设及销售渠道拓展，现已成
为拥有千余家连锁店的中
国茶业领军品牌。

八马茶业发展理念是
“一个家族，十大名茶，百年
传承，千店连锁，万家茶香”。

要讲好八马茶业的故事，
还要从创始人王文礼说起。

构建起一个茶业王国

1970年 7月，王文礼出生在安溪铁观音世
家。他的祖父王学尧是国有第一茶厂的首席
品茶师，父亲王福隆是国有第四茶厂的首席品
茶师。当然，王文礼还有一个更为光鲜亮丽的
光环，那就是十大名茶之一“铁观音”跟他家颇
有渊源。

1992年，正是国际茶业巨头“立顿”进入中
国的那一年，王文礼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就
读的是历史系，但他并未像昔日同窗一样进入
中学当历史老师，而是南下深圳，进入深圳法
制报社，成为一名编辑助理。

一次同事聚会上，发现一杯咖啡竟要几十
元。他心想：“我们家乡铁观音的味道一点都
不比咖啡差，为什么两者的价格差这么多？”经
过几个月思考，王文礼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
抉择，一代传奇茶人的故事也就此展开，重塑
人们对好茶的认知。

1993年3月，王文礼从深圳回到福建老家，
在民国时期王氏家族第十代传人王滋培创建
名扬东南亚的“信记”茶行基础上，创立了八马
茶业。王文礼说：“我是读历史的，更能感受一
个铁观音家族传人的责任。”

作为铁观音发现者王士让的第十三代传
人，在铁观音世家长大的王文礼，从小就喜欢
跟父母一起采茶、制茶。

山沟的茶园里，年轻的王文礼端起一杯茶
喝一口，琢磨琢磨，咽下去，再喝一口，若有所
思，然后吐出去，再换一杯，一杯接一杯，太阳
落了又升起。几千次、几万次、十几万次……
谁也不知道王文礼究竟喝了多少杯茶，如今我
们只能看到，那嘴唇上，被茶水浸泡和磨坏的
痕迹。“作为铁观音传人，我总得懂茶吧！”王文
礼一句话淡描。

因为王文礼有过媒体工作经验，在宣传
造势方面颇有造诣，很会“借势营销”。通过
与《中国国家地理》的合作为其品牌背书，不
仅成为国事用茶、世博用茶，而且连续 6年上
榜中国品牌价值 500 强榜单，其目标定位就
是想成为行业中肯德基、麦当劳。

天资聪慧的王文礼很快便挑起家族茶业
的经营重任，秉承“让天下人享受茶的健康与
快乐”的使命，带领八马茶业在安溪 2000多家
制茶企业中，一步步脱颖而出，打造出一家全
产业链、全茶类连锁的“茶业王国”。

从铁观音品类第一做到中国茶专卖店连
锁第一，经过多年的品牌建设及销售渠道拓
展，八马茶业现已成为拥有超 1700家连锁店

的中国茶业领军品牌。

让每一杯茶都是好茶

王文礼表示：“品牌的发展需要品质的提
升，让国茶回归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把茶
叶品质做好。”但保证茶叶品质并不容易，因为
传统的茶叶生产，是项靠天吃饭的手艺活。

自茶树种下的那一刻起，从环境、土壤、采
摘，到晾晒、炒制、成形等每道工序，都会影响
茶叶的品质。另外标准的缺失，不仅让消费者
难以买到品质稳定的茶叶，也限制了茶产业的
现代化发展。

面对现状，王文礼知难而上，突破常规。
他从欧洲酒庄的现代化工艺中受到启发，为八
马茶业制定出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从茶叶种
植、加工，到物流、销售、管理，八马茶业的标准
化体系超过 30项，在服务领域规范了 110多项
标准。

通过种植、采摘、初制、精制、包装等全程
监控，建立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一旦产品出现
问题，责任可追究，产品可召回，实现从茶园到
茶杯的“全程可追溯，杯杯是好茶”的品质承
诺。

王文礼还率先在行内提出中国好茶四大
标准：安全、对口、正宗、稳定。由于市场认同，
这四大标准现在已成为整个行业沿用的规
范。为丰富茶业产品结构，八马茶业还在全国
布局十大名茶基地，将种植生产经验推广到中
国各产茶区，按照八马的标准体系进行管控，
以高品质茶叶、多样化的茶品类满足消费者的
不同品饮需求。

因为懂，所以爱；因为热爱，所以要让中国
茶的市场，在行业低谷与乱象中，逆势上行，做
好一个东方茶品名片，不负其中凝聚的那份国
人信仰。

他指出，“做好产品品质要基于以下两个
前提：第一是消费者对健康意识的重视逐渐加
强，追求健康的饮品成为常态，而茶本身就是
非常健康的饮料代表；第二是国人的文化自信
越来越强，越来越爱国，选择富有民族特色的
饮品就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在这两个前提下，
坚持做好产品，剩下的就是顺着社会发展的大
趋势，助力国茶走进家庭生活。”

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中华数千年的灿
烂文化。王文礼说：“国兴茶兴，与祖国一同崛
起的中国茶，必将诞生伟大的品牌。”创八马，
做好茶，就像是王文礼一生的宿命，他让中国
茶品牌不断地走向世界，让大家爱上福建茶，
爱上中国茶。 （来源：闽商传媒）

让中国茶品牌走向世界
——记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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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门大学陈兰芬教授荣获第十七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成为20位女性获奖者之一。据悉，该奖项
于 2004年设立，主要面向在基础科学或生命科学领域取
得重大发现、重大成果的优秀青年女科学家，是我国科研
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奖项，旨在激发广大女科技工作者
的创新创业创造热情，鼓舞青年女性大力弘扬新时代科
学家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陈兰芬教授是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应激生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骨干、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团队核心成员，入选“闽
江学者”特聘教授、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获得国家自然
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陈兰芬本科、硕士阶段均就读于厦门大学，博士阶段
就读于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在国外求学、工作期

间，她坚信中国将步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回国
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2012年，她离开自己工作了五年
的哈佛医学院回到中国，加入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陈兰芬长期从事免疫相关疾病的致病机理研究，揭
示了Hippo信号通路在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天然免疫宿
主防御与肿瘤炎症微环境重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调控作
用，为免疫相关疾病的诊治提供了重要靶点和科学依据。

她认为，生物医学研究将为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
与生活质量做出莫大的贡献，也为此锲而不舍地在科研
道路上孜孜以求、钻之弥坚。

作为一名青年女科学家，陈兰芬始终坚持奋战在科
研一线。在她看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就必须要“能熬得
住”，有很多人一辈子就研究一个分子，“熬”的就是心态
与行动，只有通过不断查阅文献和反复实验，才有可能揭
开研究对象的“面纱”，真正了解“它”、懂得“它”。

她常说，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里，你不一定可以做到
行业最好，但一定可以通过努力来取得进步，做到最好的
自己。只要热爱这个行业和保持好奇求真的心态，就一
定可以坚持在科研道路上走下去。

陈兰芬坚信，“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2021
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
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在政策上对女性科技
工作者提供了大力支持。

关于未来，她信心满怀。她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心怀“国之大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
个面向”开展科学研究，潜精研思、笃行致远，在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展现巾帼担当。

（来源：厦门大学新闻网 作者：范琳琳 原标题：《全
国仅20名！厦大教授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与机器对话，给抽象的电赋予生命。玩转电控，让
冰冷的机器听话。”陈东梁说，这是电工工作最大的魅力。

陈东梁是龙烟公司卷包车间电气维修工，2018年获
龙烟公司“古田杯”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一届烟机设备电气
维修职业技能竞赛三等奖，2021年获龙岩市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电工组项目职工（教师）组三等奖，2021年获福
建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金奖。

2014年，陈东梁进入龙烟公司卷包车间成为一名操作
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专业学
习，一有空闲就阅读专业书籍，向电气维修工请教，不断地
充实自己，第二年7月取得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

2017年 4月，陈东梁顺利通过车间的电气维修工选
拔，有了属于自己的电笔。此后，他一方面更加积极向前
辈虚心请教；另一方面，利用休息间隙对拆换下来的零件
进行研究、维修，经常在操作台一待就是半天，将自己的
满腔热情完全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工作期间发表2篇
论文、获得2个发明专利以及8个实用新型专利。凭着艰
苦的努力、务实的工作，陈东梁成为业务骨干，得到了领
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在充实理论知识的同时，陈东梁还踊跃参加竞赛，通
过比赛检验自己的能力。电工项目的比赛主要以实际生
产任务为背景，主要考查选手设计编程、工艺规范等能力，
同时将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融入比赛中，重在培养选手
的创新能力。“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是我从不

放弃，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一次又一次，我告诉自己
输了不可怕。”陈东梁认为，只要从每一次的失败中吸取经
验，并多加练习，终有一天会有属于自己的荣光。

作为电工人，陈东梁享受这份工作。在福建省职业
技能大赛电工职业技能竞赛现场，陈东梁通过娴熟的技
术、流畅的操作，面对复杂的操作平台也毫不畏惧，熟练
地使用手中的工具，拧螺丝、接线路、绕电线，一步一步完
成试题要求的控制电路，给现场的评委和观众们呈现了
操作之美、技能之美。

（来源：福建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福建省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
——记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兰芬

与机器对话，给抽象的电赋予生命
——记龙烟公司卷包车间电气维修工陈东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