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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清茶，兩岸情緣」，這是福建省長蘇樹
林在今年3月率團造訪台灣凍頂烏龍茶產地─南
投縣鹿谷鄉時發出的感慨。這番感言，在福建漳平
永福鎮可以找到最好的註腳。自1995年，台商謝東

慶攜帶40萬株台灣高山茶苗在此地成功落腳後，當
地現已集聚了40多家台灣茶農企業。永福也成為馳
名兩岸的 「大陸阿里山」。

與政府規劃出一塊區域專供台商發展不同，永
福台灣農民創業園是基於當地的地理氣候和人文環
境，在 「以台引台」的過程中發展壯大。2008年2
月，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高山茶產業規模的永福，
升格成為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

如今，創業園內，已有落戶台資農業企業59家
，常駐台商490多人。其中高山茶企業48家，種植
面積 5.5 萬畝，是大陸最大的台灣軟枝烏龍茶生產
基地，其產量為台灣高海拔茶園總量的近五分之四
。近年來，永福高山茶回台參賽中屢屢獲獎。今年
2月，永福高山茶更成為北京 「故宮貢茶」。

好品質離不開技術的支持。漳平台商協會會長
、鴻鼎農場開發公司董事長李志鴻就說， 「茶園從
種植到加工，哪個環節都離不開科技。」

譬如為了提升茶的口感與香氣，李志鴻從台灣
引進 「茶樹喝豆漿」的技術。從2009年起，茶園將

用鮮黃豆磨成的豆漿，發酵稀釋後對茶樹進行噴灌
；黃豆渣則混合蔗渣、羊糞等，待冬季大寒時開溝
掩埋。 「喝」了豆漿的茶樹，茶葉飽嫩度提高，可
採周期也由原來的六七天延長到十多天。

從2004年起，李志鴻已經在永福種了8年的茶
。談及兩岸優勢整合，他深有體會地說： 「在地球
村的時代，產業的發展除了競爭以外更強調優勢整
合。」

譬如讓茶樹 「喝」豆漿的技術源自台灣，但因
人工成本太高卻無法在當地實施。李志鴻指出，台
灣農業的優勢，在於台農素質高及園區管理先進，
但卻具有土地稀缺、勞動力成本高、市場小等制約
瓶頸，而這些正好是大陸的強項。

「合作整合沒有輸家，對抗沒有贏家。」李志
鴻笑稱， 「很多人認為永福高山茶是台灣高山茶的
山寨版，但我認為，永福高山茶是升級版，是
iPhone 5！」

展望未來，李志鴻充滿信心， 「台灣高優農業
的發展遠景、台灣農民的另一個春天都在大陸！」

今年 77 周歲的李瑞河，出生於台灣茶農世家
。他曾用三十年時間，將 「天仁茗茶」打造成為台
灣茶業第一個馳名世界的品牌。然而 1990 年，台
灣股市大崩盤，李瑞河旗下的 「天仁證券」一下子
賠進去30億台幣，苦心積累的財富瞬間歸零。

面對絕境，曾在海軍陸戰隊有過三年磨練的李
瑞河，獨肩扛起全部責任。他變賣了名下所有股票
和房產，保住了天仁茗茶。這一戰，李瑞河雖然失
去了財富，卻在業界和親友間贏回了信譽。

30億台幣買大陸門票
之後兩年多的時間裡，李瑞河一邊 「療傷」，

一邊找尋未來之路。起初，他曾配合李登輝的南向
政策，到東南亞等國轉了一圈，但始終放不下自己
本業的他，覺得並不合適。

抱着 「茶是中國的國飲，還是應該到大陸發展
才有前景」的念頭，李瑞河把眼光轉向了海峽的另
一邊。礙於當時台灣當局的政策，李瑞河以美國天
仁公司的身份轉投大陸。

1993 年 2 月，李瑞河帶着 100 多位親友湊的
5000萬元新台幣和兩名技術骨幹來到福州，接手福
州北峰壽山鄉的優山茶場。同年下半年，受漳浦縣
領導邀請，他回到祖籍地發展。1994年4月23日，
天福漳浦茶葉加工廠開建；5 月 1 日，天福茗茶在
福州的第一間直營店開張。

不到五年時間，李瑞河的事業不僅再度攀上高
峰，還助他返回台灣，拿回了天仁集團總裁的寶座
。如今，天福茗茶在大陸的直營店發展到 1200 多
家，在海外也有100多家。2011年9月，天福茗茶在香
港主板上市，成為大陸第一家在港上市的茶企業。

李瑞河從不避諱自己在大陸的成功。每每遇到
台灣朋友向他打聽在大陸投資的事情，他常常開玩
笑地說：放心到大陸投資吧，進入大陸市場的門票
我早就用30億台幣買下了。

談到自己的成功之道，李瑞河概括為 「四本二
心」。 「四本」指本業、本尊、本錢、本事； 「二
心」則指專心、用心。

李瑞河一一為記者解釋開來： 「本業」，就是
做最熟悉的老本行。我出生茶農世家，從 17 歲起
就從事茶業。如果到大陸換了行業來做，很難做到
最好； 「本尊」，就是本人親自把好產品質量關。
我每天都要到品保室，品鑒每一批產品，並定級、
定價； 「本錢」、 「本事」，自然是沒有本錢做不
成生意，沒有本事做不好生意。 「二心」是我在大
陸投資成功的關鍵，就是專心做事，用心做事。據
悉，李瑞河每天幾乎都要工作十五、六小時。

投資大陸是李瑞河人生中的第二次創業。五十
八歲的人，一切從零開始，需要的已是非凡的勇氣
。而在那個年代，選擇在一海之隔的大陸發展，還
要有搭準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脈搏的識見。

三大心願 圓夢漳浦
李瑞河說，曾有許多親友、股東勸自己，大陸

處於社會轉型階段，法制尚不健全，風險大。但在
他看來，台灣與大陸同根同種，同文同俗，容易適
應與融合。同時，兩岸雖存在差異，但改革開放後
，大陸進步極快，向市場經濟轉化是必然趨勢。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也一定是中國茶的

世紀。」
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李瑞河大膽引進台灣先進

的市場營銷策略，並與大陸的現實相結合，走出了
一條兩岸合作的成功道路。

而大陸也給他提供了展示才能的廣闊舞台。李
瑞河說，自己在台灣時就有三大願望：建茶博物館
、茶學院，以及在高速公路上建一個茶業服務區。
如今，他的這三個願望，都在漳浦實現了。 「漳浦
是我圓夢的地方，讓我更加愛茶、愛鄉、愛中國。」

牽起兩岸情

採訪李瑞河原本約在上午十
一點，時長一個小時。但由於要陪同北京來
的領導參觀天福茶博物院，他遲到了十五分鐘。
見面後，李瑞河不僅連聲道歉，還當即表示，遲
到十五分鐘，以延長採訪半小時為補償，從自己
兩個小時的午休時間中扣除。他說： 「做人和做
生意一樣，都要守信用。」 短短幾句話，已讓本
報採訪組一行領略了這位 「世界茶王」 的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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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有座阿里山 本報記者 陳 昕

合力打造品牌 提升競爭力
本報記者 陳 昕

「經營銷售是大問題！」這是走訪台商茶農時
，採訪組聽到的最多聲音之一。漳平台商協會會長
、鴻鼎農場開發公司董事長李志鴻就對大公報記者
表示，台農大多不懂營銷，通常只負責生產及品質方
面的工作，而大陸農民本身還要扮演商人的角色。

除了 「先天不足」，台農還要應付大陸這一廣
闊而較陌生的市場，銷售難度更是 「升級」。李志
鴻感慨道，單就台灣高山茶而言，茶的品質絕對不
輸於其他茶。但是大陸名茶極多，較之武夷山的大

紅袍、安溪的鐵觀音、西湖的龍井等，台灣軟枝烏
龍茶並不為消費者所知。加之口感特殊，很難打開
大陸廣闊的市場。為此， 「很多台商都希望大陸的
政府方面能出台完整的政策，幫助他們解決銷路問
題」。

確實，政府對於台農的扶持，不能僅局限於資
金的投入，更有待制度的創新。如：指導台農如何
正確投資打開市場，出台相關政策幫助台農解決市
場份額的問題；引導高山茶產銷合作社的建立與良

好運行；舉辦文化節慶推廣台灣高山茶品牌等。
但除了政府適當的扶持外，台農台商自己也要

學會謀求出路。在經營銷售問題上， 「茶王」李瑞
河創造的天福茗茶就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榜樣。獨到
的見解與發展方向，統一的品牌和銷售策劃，加之
政府的扶持補助，使得天福茗茶已然成為目前世界
最大的茶葉綜合企業。

反觀永福，永福台灣農民創業園內現有48家種
植高山茶的台企，這就意味着有48個品牌的高山茶
。如此多而散的茶葉品牌，對於台灣高山茶在大陸
的發展必會產生不利因素。如果合力打造 「永福台
灣高山茶」的品牌，走高山茶產業集團化發展道路
，提升市場競爭力，統一營銷策劃，相信將會在兩
岸的雙贏路上越走越遠。

六十年的茶業人生，李瑞河用一片
葉子贏下了世界，成就了世界茶王的事
業。今天，已是耄耋老人應該退休的李
瑞河，卻悄然扮演起了另一種角色──
兩岸和平的使者。

採訪結束，走出李瑞河的總裁私人
貴賓接待室。門口掛着一排李瑞河與兩
岸高層交往的照片吸引了記者的目光，
李瑞河指着 2005 年在韓國 APCE 高峰
會上與胡錦濤主席見面的照片對記者說
：我當時對胡主席說，我叫李瑞河，是
台灣茶農，現在福建漳浦做茶，我的天
福集團在大陸發展得挺不錯。希望胡主
席有機會來看看我們，給我們鼓勵。

接着，李瑞河又指着 2010 年 2 月
12 日胡主席在漳浦台農創業園接見他
的照片介紹說：我首先給胡主席送上那
張在韓國APCE高峰會見面時的照片，
問總書記還記得我嗎？我邀請您到漳浦
來看望我們，今天您真的來了，您是一
位守信用的人。接着，我又邀請胡主席
到台灣走一走，胡主席笑着說： 「我一
定記住你的邀請」。

最後，李瑞河指着一張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與他交談
的照片說：那是與胡主席見面一個月後，在台灣出席國
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的宴會上，馬英九主席向我詢問與
胡錦濤主席會面時的情況。我回答說： 「我已代表本黨
向胡主席邀請早日到台灣走一走」，胡主席回答說 「我
一定記住你的邀請」。馬英九和吳伯雄當即表示支持和
讚揚。

這些年來，李瑞河一邊在大陸經營着他的茶業王國
，一邊在為兩岸和平發展盡心盡力。他先後幫助連戰、
林豐正、江丙坤、吳敦義等國民黨高層人士在漳州找到
祖籍地、對上族譜，還陪同吳伯雄到閩西龍岩故鄉祭祖
，甚至還在兩岸高層間往來傳遞互信、互敬的信息，扮
演着兩岸和平信使的重要角色。

「茶，和諧之飲：茶和身心，茶和社會，茶和兩岸
，茶和天下」這是李瑞河對茶的深刻理解。在天福茶學
院主樓前旗杆下的一塊基石上，刻着李瑞河的一句話：
願茶香飄揚四海，締造一個和平和諧、富而好禮的大同
世界。這或許就是李瑞河一生的理想與追求。

▲▲20102010年年22月月1212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漳浦台農創業園接見李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漳浦台農創業園接見李
瑞河（右一）時，李瑞河翹起拇指誇胡總書記是守信用的人瑞河（右一）時，李瑞河翹起拇指誇胡總書記是守信用的人

▲ 「世界茶王
」 李瑞河旗下
的天福茗茶，
在大陸已擁有
1200家直營連
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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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河（中）邊泡茶邊向本報記者介紹自己 「四
本兩心」 的成功之道 蔣煌基攝

▼李志鴻（中）向記者介紹鴻鼎公司的高山茶
蔣煌基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