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源在哪里？

桃源在陶渊明的序言里，在你的梦里，在他的心里。

桃源红茶在哪里？

桃源红茶在三茗茶仓的手心里，在我们的舌尖上，在刘健的心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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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好种茶。
桃源，地处湘西北，南枕莽莽雪

峰，北倚巍巍武陵，一条沅水自西向
东穿越县城。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
得以吞洞庭湖色，纳湘西灵秀，沐五
溪奇照，揽武陵风光。 举目四望，画
入眼帘，人在画中，成为东晋陶渊明
笔下的人间仙境。

桃源南部的茶庵铺， 更是令人
神往。驶入去茶庵铺的常吉高速，就
如同倘洋于青山如黛、 丹霞如画的
旖旎山水间。 置身其中，神清气爽，
青山蜿蜒、秀水环绕、林木葱葱、茶
园叠翠， 令人心旷神怡， 宛若进入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妙意境。

如画美景，悠悠茶香。 近日，桃
源大叶红被授予 2012 年湖南十大
茶叶创新产品，再一次实现华丽转
身，让世人瞩目。 为了这一刻，她等
待了很久 ，如今 ，她只为你的舌尖
绽放。

加盟商考察桃源大叶红茶叶基地。

桃源大叶红 5 克芽茶。

历 史
桃源红茶沉与浮的碰撞
“南方有嘉木，其叶有真香”。 据传，这指

的就是桃源，就是雪峰、武陵交汇、沅资两水
近乎交臂的桃南山地。

在远古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神奇的茶
叶王国。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
而解之”讲的就是这里；西晋佚名的《荆州土
地记》中所记载的“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
记的就是这里；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初市
场风行的红茶也主产在这里。

在很长一段时期，桃源茶叶是为红茶而
存在。 “上世纪 50 年代起，国家确定了安化
黑茶乡、桃源红茶县的定位，着手发展红茶
产业。 ”桃源县茶叶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称。
桃源县茶业明确定位后，桃源红茶得到快速
发展。 “当时，湖南省外贸公司在沙坪创建桃
源茶厂，主要精制出口功夫红茶，桃源茶叶
销路转好，生产转旺，当时全县新老茶园面
积达到 4.48 万亩，总产量达 901.3 吨，全县
茶叶生产逐渐得到振兴和发展。 ”省茶业协
会会长曹文成回忆说道。

如果一直照这样发展下去，桃源红茶很
可能会在不断的改良中开创出一片天地。 然
而从一开始，红茶就严重依赖出口，这也使
得中国遭受经济封锁后，桃源红茶再一次遭
到毁灭性打击。 由于当时国内民众对红茶的
饮用习惯认知度不高， 红茶便失去了市场。
桃源红茶便也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直到 1969 年， 农艺师卢万俊在深山偶
然发现一株野生大茶树，即“桃源大叶”茶叶
树，它才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发现人”卢万俊先后剪回一些枝条搞
“短穗扦插”， 历时五年多的细心培育和观
察，繁育成功。 其选育品种于 1989 年通过湖
南省省级科技成果鉴定。1992 年通过湖南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叶片肥
大，高产、优质、抗逆性强，是内含茶多酸和
儿茶素等化合物质丰富的优良品种，故定名
为“桃源大叶”。

1992 年，时任太平铺茶厂厂长的吉光腾
与贤内助钟开琼专门推广大叶茶的开发。 腾
琼夫妇咬定“小小一片叶子，蕴藏着巨大的
商机”， 于是成立了湖南腾琼野茶王茶业有
限公司，开始走上大叶茶之路。

2005 年 9 月，湖南省质监局发布实施了
《桃源野茶王》湖南省地方标准，出台了两个
保护桃源野茶王的规范性文件。

2006 年 1 月，桃源野茶王真正成为常德
市第 1 个、湖南省第 5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0 年 1 月，桃源大叶茶经国家工商总
局批准，获准《桃源大叶茶》证明商标。

2011 年，桃源野茶王获评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2012 年， 三茗茶仓正式落户茶庵铺，从
此，它开始在茶业界大放异彩。

“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是这么好的
茶叶，却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喝到，做为桃源

人，我感到太可惜了。 ”三茗茶仓副董事长刘
健说（刘健，桃源县西安镇人）。 于是他着手
联系桃源相关茶业生产企业， 肩负起推广、
销售桃源大叶红茶的重任。

创 新
三茗茶仓引领茶业营销革命

打破固有的营销模式，创造新的销售方
式，来一场湖南茶业产业产、销的革命，把桃
源红茶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三茗的加盟，注定出手不凡。
我们知道，现代茶企都是基地建设、生产

建设、渠道铺设、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模式运营。
可三茗并没有这样做， 经过多次协商，

湖南三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腾琼野茶王
茶业有限公司、紫艺茶业有限公司等企业采
取战略合作方式，创新“专业生产、品质专卖”
的现代化商业运营模式，推广桃源大叶茶。

术业有专攻，一个做产品，做生产，一个
做渠道铺设和推广，分工明确，相得益彰。 “这
样的好处是，共同使力，能让更多好的产品更
快速地投向市场，被消费者熟知。 ”刘健说。

三茗茶仓作为一个市场销售的新贵，采
用国美集中售卖模式的方式经营涉茶类卖
场， 让桃源大叶红茶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
场，开创了桃源大叶红市场营销的先河。

采用这种模式集中售卖可以省掉很多中
间环节， 真正让顾客像逛商场一样选择自己
喜欢的茶类品牌。 正如刘健所说的，“三茗茶
仓要做就做茶业界的苏宁、国美，以终端平台
的模式，集中原产茶业和代理精品名茶，推广
各地名优茶，也让更多的好茶不被埋没”。

在三茗的一套营销系统里， 专注于整合
优质资源，集生产、物流、专卖三位一体并直
面受众市场。 深度保障茶产业销售群体，将分

层解决 “茶好不好？ 茶好不好卖？ 茶在哪里
卖？ ”三大核心要素，资源型的优质整合，引导
茶业领域的新一轮产、销革命。 区别与其他加
盟品牌， 三茗茶仓提供的是先进的整合传播
模式，并围绕整合传播进行全国性的“ATL（线
上传播）＋BTL（线下执行）”整合营销模式。

在品牌保障上，做到顾客至上，不仅要
知道顾客的行为， 还要分析他们的心理，他
们付款的方式，以及他们对连锁企业的信任
度。三茗专业而庞大的“1 对 1 服务”团队，不
仅要自上而下成为企业与经销商的纽带，更
要跟进服务质量 ，以专业化 、标准化 、现代
化、 科学化来降低消费者购茶的心理成本。
商品的质量得到保证的同时，从换位思维角
度，保护消费者的购物心理，软性形成三茗
茶仓专卖的受众优势。 一个品牌要壮大和发
展就必须赢得消费者的拥护，而要赢得拥护
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打造自己的独特优势，品
质保障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销售返利方式上， 三茗实行台阶式
的销售返利模式， 激励加盟商全力投入市
场，达成更高的销售目标。 通过专业的茶行
业研究与策划团队， 针对不同地域的加盟
商，对当地的茶市场、顾客群体和消费趋势
进行深入研究，为加盟商提供最新、最有利
的竞争力保障。

“三茗的这种营销模式，极大地推动了
桃源大叶茶的销售，现在我是特别怕见到刘
总，因为一见到他，他必定向我要茶，可今年
采摘制作的好茶，都已经被他卖光了。 ”腾琼
野茶王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吉光腾、紫艺茶
业董事长金申远笑着对我们如是说。

一场革命，就是一段历史，桃源茶叶，因为
有三茗的加入，刘健的返乡，将进入千家万户。

前 景
迎来红茶产业的发展春天

品质优良的茶叶加上一个良好的营销
模式，桃源大叶红赶上了红茶产业发展春天
的这班列车。

严格的来说，红茶是一个茶类，也是一
种茶叶的加工工艺。 茶叶发源于中国，红茶
的生产技术和饮用文化也由中国传播于世
界。 在我国，红茶的种类多，产地广，按照其

加工的方法与出品的茶形，一般分为小种红
茶、工夫红茶和红碎茶三大类，其中工夫红
茶又以产地的不同细分有十几种派别，桃源
大叶红就属于其中的“湖红工夫”系。

近两年来， 红茶文化在我国有升温趋
势，“红茶风暴”正在孕育之中。 从国际市场
看，祁门红茶、坦洋工夫、正山小种、滇红等
在欧洲已经是家喻户晓； 从国内市场看，城
市居民的饮食越来越西化，红茶加牛奶和糖
的标准英式“下午茶”受到白领和小资阶层
的追捧和喜爱。 众多消费者已养成了喝红茶
的习惯，而青少年更偏爱红奶茶。

据省茶业协会会长曹文成介绍，世界红
茶市场仍有 10-20 年不断增长的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国内工夫红茶市场潜力巨大。 80
后、90 后对西方“红色文化”和红茶消费有时
尚感。 近年来工夫红茶价格高开，青少年红
茶饮料消费倍增。中国红茶总产量在未来 10
年可以定位为 20-30 万吨，其中：内销工夫
红茶 12-15 万吨，突出特色、优质、精品：外
销和工业原料红茶 8-10 万吨，实行高、中、
低档红茶并举，低档为主。 同时“十一五”期
间，湖南茶产业飞跃发展，茶叶综合产值从
100 多亿元上升到近 300 多亿元 ， 增长
200%。 湖南茶叶协会 “十二五” 规划指出，
2020 年将力争使茶叶产业成为“千亿产业”。
面对国际国内红茶市场的现状，桃源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看准时机，结合自身优势
资源，大力发展红茶产业，走创桃源红茶世
界名牌之路，让桃源大叶红“红”起来。

其实上世纪末以来，桃源县南部山区就
开始推广良种种植。 特别是近几年来，县委、
县政府从组织领导、政策扶持、环境保障等
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县政府每年从财政中拿
出 100 万元扶持茶农，成立茶叶专门领导小
组，经常深入茶园、基地调研。 2012 年，桃源
茶叶已建成标准生态高效茶园 10 万亩，产
茶 1.5 万吨，产值 10 亿元，利税 1 亿元。生产
主要分布在太平铺 、茶庵铺 、杨溪桥 、凌津
滩、沙坪、桃花源、牯牛山、西安等 30 多个乡
镇。腾琼、紫艺等龙头企业，综合产值 1.58 亿
元， 利税 2000 万元。 桃源茶业逐步形成了
“一带一区一园”的茶叶生产大格局，正在向
打造我省第一茶叶大县的目标迈进。

我们期待桃源茶叶产业这只雄鹰展翅
高飞，我们更期待三茗公司让桃源茶叶香飘
九洲、誉满全球。

三茗茶仓办公大楼。

三茗茶仓营销店。

桃源大叶红茶叶基地。

（本版图片由三茗茶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