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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施一样美丽，像兰花一样高洁
——记港商刘崇庆、朱尚华夫妇和其打造的西施兰品牌
有一种兰，叫君子兰。它高贵、清雅、高洁，是花中君子。有人称赞说：
“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从来岩穴姿，不竞繁华美。
”
也有一种兰，叫西施兰。对于它，有人熟知，有人陌生，直到 2016 年 10 月 11 日，当西施兰掌门人朱尚华带领团队在京举行新
三板挂牌仪式的一刹那，这位 75 岁的董事长和她打造的西施兰品牌再度走进人们视野。
“真的好激动！
”昨日，在范蠡故里南阳市北京大道南端的西施兰药业公司，柔美又高雅的朱尚华说起荣登“新三板”依然兴奋
不已，
“没有想到一晃就是 30 年，西施兰还是那么让人喜欢！
”

西施兰的办公大楼像一艘战舰。

西施兰，梦之兰
初冬的南阳，暖意如春。位于卧龙岗上的西
施兰大楼在绿树花草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公司董
事长朱尚华依然难以抑制“新三板”挂牌上市的
喜悦，她面带微笑，向记者讲述了西施兰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我的事业是和丈夫连在一起的，我今年 75
岁了，丈夫刘崇庆 83 岁，我们的老家在广东梅州
市，
现为香港居民……”
朱尚华告诉记者，早在五十年前，她毕业于
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丈夫刘崇庆毕业于武汉同
济医学院。毕业之后，他们结伴回到河南奉献青
春，原是客家人的刘崇庆和朱尚华夫妇对南阳特
别热爱。
他们是幸运的，但也颇多曲折。夫妇俩先后
被分配到了河南省卫生厅地方病防治所工作,之
后又被分配到南阳市工作。
南阳是范蠡故里，是一个像西施一样美丽的
地方，南阳的山水，南阳人的勤劳、善良，给刘崇
庆和朱尚华夫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78 年，随
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从农村到城
市掀起了改革开放大潮。
那一年，朱尚华与丈夫一起到香港与家人团
聚，并取得了香港籍。那时的他们依然是白手起
家，四处打零工，搞贸易，经过了一番周折之后，
最后选择发挥自己的特长——先生刘崇庆搞药
品研究，
妻子朱尚华做商业贸易。
但研制什么药物呢？经过研究，他们把目标
锁定在一种除臭药的研制上。谈及初衷，朱尚华
说：
“ 帮人，不只是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雪中送
炭。”当发现许多姑娘、小伙儿被狐臭所困时，夫
妇俩便决定研制除臭药，因为，他们有一个梦想，

朱尚华（左六）、刘崇庆（左七）与陈联咏（左三）在西
施兰新三板挂牌仪式上合影留念。

西施兰工人在车间工作。

就 是 尽 自 己 的 努 力 ，让 所 有 少 女 都 是“ 香 香 公
主”，
让所有帅小伙都有
“男人味”。
西施兰，梦之兰。不久，他们研制生产的西
施兰夏露在香港应运而生。产品投放市场后，很
受欢迎，不论是男是女，只要喷洒西施兰夏露，即
时臭味顿消，且不耽误洗澡，疗效长达 7~15 天。
西施兰夏露顿时在香港畅销并远销海外，也填补
了当时市场上无除臭药的空白。刘崇庆和朱尚
华夫妇取得成绩的消息也瞬间传递到了南阳。

品。当地工商部门统计，至少有 20 余家黑作坊
假冒仿制西施兰产品。
提及此，朱尚华至今仍感到痛心：
“他们假冒
得太像了，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但效果却大不
相同。假冒产品的泛滥不仅坑害了消费者，还严
重损害了西施兰的名誉，给西施兰造成了重大经
济损失。”
“不行，一定要打假！”朱尚华说，西施兰开始
了打假行动，而这一打就是 8 年。号称“八年抗
战”的打假战役以假冒伪劣产品彻底退出市场宣
告结束，当然几名造假者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
处。
“现在好了，随着国家对市场生产监督的日
趋规范，造假之风最终得到控制。”朱尚华说，西
施兰也因此一枝独秀，一举占领全国各个省市区
市场，
并远销东南亚。
很快，西施兰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被
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国家相关行业协
会综合排名
“市场占有量、同行业销售量第一”。

三十年来“三级跳” 西施兰成驰名品牌
见证了西施兰 30 年发展的副总经理张明欣
告诉记者，从 1985 年 9 月西施兰正式拿到营业执

第一跳，1985 年，刘崇庆
股份制改造。
和朱尚华夫妇携香港西施兰
张明欣说，西施兰的三跳，
公司的西施兰夏露投资南阳
树起的是西施兰的品牌、西施兰
与南阳市一家企业合作成立
人的人格魅力和西施兰的企业
了西施兰联合企业有限公司， 文化。30 年间，包括刘崇庆和
这是南阳市第一家中外合作
朱尚华夫妇的女儿在内的不少
经营性企业。
亲友劝他们放弃南阳到香港、深
当年，西施兰夏露被轻工
圳发展，
但都被他们拒绝了。
业部评为“全国轻工业优秀新
“南阳人对我们太好了，在
产品奖”。1990 年，西施兰夏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那么多的
露成为“十一届亚运会指定产
南阳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渡过了
品”，同时获得“全国民意测评
难关，现在我们的企业发展了，
消费者信誉奖”。2002 年，西
却要走了？那南阳人会怎么看
施兰公司顺利通过国家 GMP
待我们？”朱尚华常这样对员工
认证，成为国内最早完成技改
们说。
的企业之一。
为此，有人曾埋怨朱尚华不
第二跳，2004 年，刘崇庆
知道借招商引资的名义拿地，然
和朱尚华夫妇再次投资，在卧
后转手卖厂赚钱，说她不是个商
龙区新建了香港独资企业
人！朱尚华没有理会，但她从心
——西施兰南阳药业有限公
里说：
“我们回来是做事业的，是
司 ，2009 年 企 业 正 式 投 产 。 回报家乡的，不该我拿的钱，坚
2010 年，西施兰南阳药业有限
决不拿！”
公司吸收合并西施兰联合企
不 仅 如 此 ，西 施 兰 始 终 以
业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涵 “与社会共存、为社会服务”为己
盖药品、保健食品、护肤品、化
任，30 年如一日自发拥军优属，
妆品、日用化工产品、消毒产
长年捐款捐物扶贫济困，奉献爱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
心。董事长秘书田红梅说，多年
分别有西施兰夏露、爽足粉、 来，公司捐赠的钱、物已累计六
百消膏、灵芝孢子粉胶囊、大
七百万元。2016 年 8 月，西施兰
豆异黄酮维生素 E 胶囊为代
还拿出 12000 元救助了 4 名贫
表的系列产品，均以绿色、显
困大学生。西施兰从事社会公
效、环保、使用方便著称。
益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三跳,2016 年 2 月完成

冲刺“新三板” 古稀之年再出征

老家伸出橄榄枝，西施兰花落南阳
1985 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日新月异，招商
引资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一位南阳地区行署
副专员通过南阳在深圳工作人员找到了刘崇庆
和朱尚华夫妇，表达了让他们回南阳发展的意
愿。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思乡心切，双方当
即达成了西施兰移师南阳的意向。
“帮助找地、帮助建厂、减免税收……”朱尚
华说，南阳当地政府当年对西施兰的大力支持至
今让她记忆犹新。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南阳市晶体管厂、西
施兰化工厂支持西施兰完成了试生产，省外贸帮
助西施兰解决原料进口难题，各大媒体纷纷宣传
报道，
西施兰在南阳一炮打响。
办企业需要人手，政府部门不遗余力予以支
持，朱尚华还找来弟弟朱任发任总经理。朱任发
在朱尚华的领导下开辟了医药、百货两个销售渠
道，同时率先于 1985 年在中央电视台插播广告，
是当时全国率先在央视做广告的企业之一。
市场打开之后，与赞誉一起来的还有假冒产

□记者 郭启朝 文图

照至今的 30 年里，西施兰公司实现了“三级跳”，
西施兰也成了中国驰名品牌。

“佘太君八十三岁又出
征”。戏曲里的这句唱词至今
仍然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
而刘崇庆和朱尚华夫妇却是新
翻版的
“佘太君出征戏”。
按理说，年利润 1000 多万
元、年创税 1000 多万元的西施
兰对于古稀之年的刘崇庆和朱
尚 华 夫 妇 来 说 ，已 经 难 能 可
贵。作为西施兰的缔造者、创
始人，这对老夫妇可以无忧无
虑地安度晚年，但夫妇俩却像
年轻人似的，继续冲锋陷阵，勇
往直前，
令人敬仰！
朱尚华说：
“得益于广大消
费者的厚爱，南阳市和卧龙区
政府部门的支持，西施兰的产
品在市场上一直很稳定。但
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年的老字
号企业，西施兰没有理由不去
创新，
不去发展。”
南阳市和卧龙区政府为了
西施兰的发展，特批 90 亩地让
西施兰发展，西施兰也终于有
了一栋 7 层办公大楼，有了宽
敞的车间，有了科技楼，有了专
家公寓。
不仅如此，香港政府为了
扶持香港居民来内地投资，还
特意成立了科技创新署，帮助
这些企业对产品进行上档升
级。
“这些都为西施兰的发展
提供了条件，也激发了前进的
动力。”朱尚华说，西施兰已经
拿出数百万元对产品进行了再
优化，
再创新。

2016 年 10 月 11 日，西施
兰公司经过认真的准备，并通
过中原证券公司的辅导和审
查，
在京顺利挂牌。
朱尚华说，此次成功登陆
新三板给公司今后的发展带来
了崭新的机遇，企业将以“爱
国、敬业、奉献、守法”及“诚信，
严谨，专业，创新”的核心价值
观，在新三板这一崭新的平台
上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继续
保持公司的高增长速度，借助
资本市场获得跨越式发展，回
报广大客户和投资人的信任与
厚爱。
采访期间，正逢卧龙区统
战部长陈联咏，政协卧龙区副
主席、卧龙区工商联主席吕志
荣，卧龙区政府办副主任张胜
奎等领导前来调研。
陈联咏告诉记者，西施兰
人秉承：
“ 爱国、敬业、守法”理
念，三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做
事，认认真真做人，可谓诚信第
一，誉满天下，为广大企业竖起
来一面旗帜。
告别西施兰的时候，突然
发现西施兰的大楼很特别。朱
尚华笑着说，过去觉得它像一
个大元宝，从新三板挂牌之后，
它更像一艘战舰。
西施兰，梦之兰。仿佛间，
西施兰犹如一艘战舰再度起
航。让我们共同祝愿，西施兰
在朱尚华的领航下，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