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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理国外文具到发展自身研产销体系

造一支中国人自己的好笔
本报记者

你多久没用笔写字了？
在电脑输入与无纸化办公的时代，文具似乎已经远离了我们，记忆中的
英雄、晨光、真彩、得力等国产文具品牌还是老样子吗？
从代理国外文具，到发展自身研产销体系，30 年的奋斗历程让晨光成为

张鹏禹

家喻户晓的国产文具品牌。不知不觉中，伴随一代人长大的晨光，不仅是学
校旁街边小店里卖的学生文具，亦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
覆盖超过 7.6 万家零售终端，产品远销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向着“世界
级文具品牌”的新目标迈进。

外国消费者体验晨光悦写缓冲中性笔。

“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的历史结束了
书写划圆仪对笔芯进行出厂前的品质检测。

晨光不就是造文具的吗？在不少“80 后”“90 后”的
记忆中，晨光文具曾伴随他们走过难忘的学生时代，步
入社会后，无纸化办公让这个老品牌渐渐被遗忘。如

孩子在用晨光画笔绘画。

让文具有故事、有情感、有态度

笔头加工精度与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
件。图为晨光笔头机。

九木杂物社门店。

中性笔、圆珠笔等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文具，
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常见文具背后蕴藏的科技含量
与技术难度。
2016 年初，一则“中国居然造不出圆珠笔头”的新
闻引起人们关注。文章提到，虽然中国有 3000 多家制笔
企业，20 多万从业人口，年产圆珠笔已达 400 多亿支，但
是核心部件笔头却只能依赖进口。
“一支笔看似简单，单笔头的制造就有 20 多道工序，
别看笔头上这一个小小的球珠，我们有一整个科研团队
在研究它，加工精度和加工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
件。”陈湖雄说。
某种程度上，书写水笔的笔头技术含量比手表零部
件还要高。首先是加工难度大。实验条件下，一支水
笔 ， 书 写 1500 米 的 长 度 ， 笔 头 和 笔 头 座 的 摩 擦 就 达 到
30 万次，要确保二者的匹配，精度要求非常高。同时，
由于材质是钨钢，硬度高、耐磨性强，加工难度大。其
次是质量检测难。手表的零部件是实心的，外部加工
差，可以通过测量器检测出来，而笔头是空心的，检测
难度大，只能通过远红外线加 50 倍显微镜检测。
想要生产出质量始终如一的笔头，必须保证产品质
量的稳定性。在加工过程中，刀具的磨损、机器体温的
变化，都会影响笔头的加工参数。如何消除刀具磨损及
机器体温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需要适时对笔头加工参数进
行微调。比如要保证笔头球珠与球座体间隙在 3 微米之内。
想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好笔，必须在科技研发上下
功夫。从 2002 年，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问世，中国人
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按动式中性笔，到 2012 年，晨光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机制，不断攻克笔头油墨核心技
术，打磨生产工艺，并承担了各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中
国制笔工业基地、中国制笔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以及中国轻工业制笔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均落户晨光。
笔头加工在生产工艺过程、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
检测技术和生产管理等方面要求很高。全球中性笔笔头
加工设备均产自瑞士，晨光引进瑞士笔头加工设备后，
经过多年的工艺改进、笔头油墨的匹配研究、产业工人
的技能提升等，产品品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和提
升。目前，晨光的笔头生产规模和笔头加工核心技术在
中国制笔业处于领先地位。
一支好笔，除了性能卓越外，舒适度也很重要。面
对产品的多元化竞争，晨光研发出缓解书写疲劳、预防
中指书写茧的“舒适握杆”系列。针对油墨污染纸张和
手的情况，研发出告别“小黑手”、让纸面更干净的“速
干”系列。“悦写缓冲”中性笔，首次在中性笔中加入了
前置缓冲弹簧结构，有效减轻书写疲劳，提高舒适性，
产品斩获 2019 德国 iF 产品奖。

回 顾 30 年 创 业 历
程，晨光从代理进口文
具，到自主研发并掌握
核心制笔技术，时至今
日，已成为中国文具行
业的领军企业，乃至全
球最大的文具企业之
一。很多人好奇，文具
那么小的产品，不过是
笔、橡皮、本子，怎么能
做到连续 10 多年两位数
高增长，成长为年营收超
过 85 亿元的公司呢？
我的答案是专注与
坚持。
专注做好造文具这
一件事。亚洲金融危
机爆发期间，我们所代
理的日韩进口文具厂纷
纷倒闭，晨光面临生意
的第一个选择：是做终
端店还是做产品？我们
选择了自己做产品这条
更难的道路，并且一直
扎根文具行业，专注发
展自主文具品牌。
缺技术、缺产品、
缺渠道、缺品牌，从什
么都缺开始，我们踏踏
实实搞科研，攻克并掌
握长期被进口品牌垄断
的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技术瓶颈，目前已实现
中性笔品质媲美进口品
牌。我们在生产中严把品质关，向日本企业学习
供应链管理，不放过任何一个改善点，专注于生
产工艺和产品品质的不断改进。我们始终真诚面
对每一位消费者，专注倾听消费者需求，并基于
消费者的痛点开发出一款款业界认可、消费者喜
爱的产品。
我们从零开始，开拓自有渠道。晨光人几乎
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如今，我们覆盖了 7.6
万家零售终端。在全国，不论一线城市还是三线
城市，不论乡村还是小镇，街头巷尾，学校周
边，都可以看到晨光的门店。
坚持走正确的企业发展之路。文具是一个小
行业，我们生产的是小产品。但在这背后，是近
万名员工和他们家庭的幸福，是我们供应链和营
销网络所覆盖的超过 20 多万伙伴的生计，是每天
100 万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在晨光，我们称所有利益相关方为伙伴，秉
持这个理念，我们得以构筑中国文具行业最强大
的供应链和营销网络。我们关注每一位伙伴的成
长和进步。在工厂，我们培养知识性工人；在运
营终端，我们碰撞思想，分享方法，交流技能。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位合作伙伴找到归属感、价
值感。30 年，不仅打造了一个肝胆相照的伙伴大
家庭，更在文具行业形成“得晨光者得天下”的
品牌效应，造就了文具零售行业的 8 万多个老板。
如何与价值链上的伙伴们实现共赢，我们的
肩头承担着更重的责任。在新零售时代，如何继
续带领伙伴们共同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如何更
好地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在坚持探索
创新。真诚、专注地做更好的产品，更好地在终
端呈现，并寻求与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联结。这就
是我们认定的正确道路。
过去 30 年，我们幸运地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的大环境中发展壮大，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国产文
具品牌，并且走出了国门，让中国制造的好文具
销售到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作为“中国制
造”的一分子，我们还要继续专注地做好产品，
坚持为中国打造世界级文具品牌。
（作者系晨光文具总裁）

陈湖雄

1990 年，在汕头谷饶镇横山村的两间小平房，晨光
文具迈出了创业第一步。
创始人陈湖雄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回忆说：“那时候
经常吃不饱饭。因为家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人多地
少，全家五口人共分到半亩多一点。初中的时候，我是
班里吃不起食堂的五六个人之一，自己打包带稀饭，骑
一个小时自行车到学校，冬天没有任何保温措施，饭很
早就冷掉了。”
辍学创业后，推销员成为他的第一份职业。“在创业
初期，没有资本，没有背景，没有品牌，总之什么都没
有，完全要靠双手去创造。”陈湖雄说，“刚开始真的只
是为了活着，为了吃饱饭。”
做了一段时间推销员后，陈湖雄发现文具行业有相
对比较稳定的刚需。学生对文具需求大，办公用品也有
很大的市场。相比鲜花食品，文具不变质不腐烂，万一
卖不出去积压在手里也不会有太大损失。与新华书店的
接触让他萌生了卖文具的想法。
新华书店遍布全国，书店与卖文具的基本挨在一
起，而且门面位置都是城市改造之前最好的。陈湖雄心
想：如果能让自己代理的产品借助书店卖出去，销量一
定不错。陈湖雄与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新华书店建
立了联系，与他们合作，供应文具。经过几年的发展，
陈湖雄从推销员到销售代理到总代理，通过代理韩国和
台湾文具，做到了两三亿元的贸易额。
转变发生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外文
具供应商的工厂倒闭了。没有了货源让陈湖雄焦虑万
分，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决定——要造自己的笔。
他选择来到上海建立工厂。“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
心，很多老牌制笔企业都在这里，当时又恰逢民营企业
蓬勃发展的机遇期。”陈湖雄说。
1998 年左右，陈湖雄在上海浦东六里建立了筹备厂，
1999 年在奉贤买下 6 亩地正式建厂，正式进入生产销售一
体化的实业阶段。20 多年时间，晨光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
文具生产商之一，光中性笔的产量一年就 50 亿支左右。
开始生产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让陈湖雄意识到，必
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不能老是依赖进口。“墨水和
笔头以前是依赖日本、韩国、德国等进口，其实几年前
我们已经攻克了笔头生产的技术难关。”陈湖雄说。

今，这家以文具生产为主的企业又以崭新面貌出现在年
轻人生活中。
走进北京市大兴区一家大型商场里的九木杂物社，
时尚的装修风格、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进店选购。记者在杂物社遇到北京市民苏女士时，她正
站在货架前挑选充电宝。眼前的充电宝，有的图案精
美、包装精致，有的做成了游戏机手柄模样，创意十
足。“与普通充电宝相比，这些充电宝融入了很多创意元
素，比如我手里的这款，有动物卡通图案和精美的包
装，拿出来充电感觉非常‘萌’。”最终，苏女士选择了
一款包装盒内附有化妆镜和手机扣的充电宝。
这家主打创意产品的店铺改变了人们对文具店的传
统认知。学校旁挂着晨光标识的街边文具店已不是晨光

线下门店的全部，苏女士感叹：“即使长大了也会发现，
晨光文具依然在身旁。”
“九木杂物社的产品种类比较齐全，比如我要买的化
妆工具、帽子、包、玩具，都能在这里买到。整个店铺
的装修风格也很吸引人。”苏女士说。记者看到，杂物社
的收银台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创始于 2016 年的九木杂物社，是晨光文具战略升级
的新尝试。如今，为了拓展新的消费群体，晨光文具开
始切入中高端消费领域，在商业中心搭建新的文创产品
售卖场景，开启了文具行业新零售模式的探索。
与传统的合作加盟与线上销售等渠道不同，实体店
更像一个平台，通过塑造消费场景去拉动更多兴趣爱好
相仿的消费者，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晨光文具副总裁孙

专注做好文具这件小事

没有了货源，那就自己造

璐表示，“文具行业要围绕消费体验打造场景，把体验作
为内核，催生零售新业态。”体验性的重要之处在于，消
费者在场景空间中的体验，直接决定着他们在零售终端
的停留时间。
在功能性之外，晨光设法让产品有故事、有情感、
有态度，跟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晨光文具和国内外众
多知名 IP 合作，比如米菲、航海王、小王子等，推出年
轻消费者喜爱的文创产品。从文具到文创，提高的不仅
是产品附加值，也是品牌知名度。
截至 2018 年底，九木杂物社已在全国开设 115 家门
店，产品覆盖从文创文具到玩具、旅行、包袋、数码、
餐厨、家居等，正在不断快速迭代升级中。
（本版图片为晨光文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