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小泉品牌简介 



五代、北宋 

“X”支轴剪 

西汉、唐代 

“交股屈环”弹簧剪 

战国时期 

青铜削刀 

中国剪刀 

剪刀是谁发明的？ 



神话崇拜·打蛇制剪 

打蛇制剪传说 

《西湖民间故事》一书中收录的有关张小泉
打蛇制剪的故事《打乌蛇》 

弯曲如蛇的支轴剪 



剪刀与民俗 

镇恶辟邪 剪纸艺术 寄剪抒情 

置办嫁妆 剪刀潮 剪彩 



张大隆 

落户杭州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传人张祖盈 

剪刀凿花与产品标识 

大关谱新章 
剪刀博物馆 

荣誉长廊 

行业祖师 

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 

政府重视 

新世纪新跨越 
产品及制剪工艺流程 

传媒聚焦 



明·万历（1580年）     张思佳芜湖学艺    “张大隆” 

徽州古城 

徽商故里 

张大隆 张大隆 



  明末（1618
年前后），张思
佳举家迁至杭州
大井巷，开出剪
号 “张大隆”。 

南宋御街特色建筑
张小泉旧址碑 

大井巷57-59号张小泉剪号旧址 在2008年历史街区修复改造
中，被杭州市政府列为南宋御街特色建筑。 

崛起大井巷 

落户杭州 



改号“张小泉” 

落户杭州 

生意兴隆 冒牌出售 

电视剧《飞剪王》中的张小泉及
其夫人像 

闹市中的张小泉剪号 

毅然改号 

（1628年） 



    在长期的制剪实践中，张小泉既认真师承传统，又不断
完善改进，他首创的“镶钢锻制”工艺，很好地解决了剪刀
制作在材料应用学意义上的专业课题。 

镶钢锻制 

落户杭州 

创新传统 钢铁分明 刚柔相济 



落户杭州 

D:/培训/新员工培训/36道工序/36道工序1.mpg


良钢精作（企业文化核心 ）： 

落户杭州 

标准严格 

父师子徒 进口优质钢 

选料上乘          做工精致 

龙泉、云和 



   “镶钢锻制”与“良
钢精作”，不仅使“张小
泉”在业内崭露头角，同
时也奠定了其长足发展、
恒久不衰的坚实基础。 

落户杭州 



张小泉近记（1663年） 

落户杭州 

张近高在“张小泉”名字下加注
“近记”两字，以防假冒。 

张小泉近记访帖 

清同治年间
（1865年）
带有“近记”
字样的张小
泉招贴 



宫剪 

落户杭州 

乾隆题字 



招收学徒  扩大生产 

父师子徒 

自制自销 

进口优质钢 标准严格 

招用徒工 

扩大场地 

资本 

规模 人才 

张树庭扩大生产场地，招收徒工制剪 

热火朝天的制剪场景 

落户杭州 



    光绪二年（1876年），店主张利川去世，其子永年尚
幼，店铺由永年之母孙氏掌管。 

拦轿告状与永禁冒用 

落户杭州 

        清•范祖述《杭俗遗风》：“杭剪唯张小泉，其老店
在大井巷，名张小泉近记。余皆冒名而影射者。要之，杭
城剪刀店，举目皆张小泉。居于斯长于斯者，尚不能辨其
真伪，况异乡旅行者乎。” 

       诗云：“青山映碧湖，小泉满街巷。” 

生意兴隆，利市十倍 同行冒牌，几乎遍市 



清•钱塘知县束允泰为“张小泉”
所立“永禁冒用”石碑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五，孙氏
拦轿告状，痛陈饱受冒牌之苦。 

落户杭州 

《神舟丹阳》中所记载
的束允泰与张小泉剪刀 



    我国的第一部商标法制订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中国最早的商标 

注册于1904年的张小泉六角商标。此商
标为我国最早的注册商标之一。 

带有六角商标的张小泉近记剪号招贴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当时市肆中以八角式内篆与“张小泉”三字相仿佛，希图混充的商标，及带有此类商标的包
装物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海云浴日”商标图案 

    1909年，张祖
盈把新设计的“海
云浴日”商标图案
送到杭州知县衙门，
转报清政府农商部
变更注册并获批准。 

张祖盈变更商标后使用的产品新包装，其下方为变更
六角旧标，使用“海云浴日”新标的详细说明 



印有“海云浴日”商标的张小泉近记剪号包装盒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张小泉近记”为让消费者区别真假产品的声明 

1924年贴有印花税票的张小
泉近记发票，右下角盖有
“张近记”印戳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五花八门的带有近似“张小泉”近记字样的商标、包装及票据 



入选“五杭” 称雄市场 

    清·同治年间，范祖述在撰写《杭俗遗风》一书时，讲
到了杭州独特的手工业产品“五杭”，书中记载：“五杭者，
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也……杭剪唯张小泉”一家。 

“五杭”：旧时对杭州五大知名产品的美称，即杭粉、杭扇、杭剪、杭烟、杭线。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杭俗遗风》，全书分时序、乐善、声色、
婚姻、丧葬、寿诞、排场、俦品、饮食、
女工、名品、备考等十二类一百八十条，
对清代杭州民俗风情、市场名品作了详尽
记述。“张小泉”在该书中被列为驰名品
类。 

范祖述著《杭俗遗风》中有关张小泉剪刀的记载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又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
《杭州之特产》记载，在清·同治年间，
“有浙人服宦于京都，进京时购得张小泉近
记剪刀，分送京都至友同僚，受者咸为赞许，
杭剪之名乃大噪……”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清末举人，著名教育家，浙江
通志馆副总编钟毓龙，在其所著
《说杭州》一书中说到外来游客购
买张小泉剪刀等杭州名特产之盛况：
“……来时除城里城外烧香外，必
购大量之物以归，如王大娘之木梳，
张小泉之剪刀，众德堂、庆余堂之
药物，种种不可悉数。”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武林市肆吟》： 

 

大井对门张小泉剪刀店第一 

利似春风二月天， 

掠波燕子尾涎涎。 

并家新样张家好， 

紧对吴山第一泉。 

      光绪年间，杭州著名方志学者丁丙在其所著《武林坊巷志》
中收录了丁立诚所作描写张小泉剪刀优良品质的两首诗。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武林杂事诗》： 

 

大井巷购剪 

快剪何必远求并， 

大井对门尤驰名。 

吴山泉深清见底， 

处铁锻炼复磨洗， 

象形飞燕尾涎涎， 

认识招牌张小泉。 

疾比春风清秋水， 

不数菜市王麻子。 



世博会大奖 

    早在1915年，“张
小泉”就走出国门，亮
相世界，参加各类国际
赛事，并取得骄人业绩。 

1915年，张小泉所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奖凭。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中国政府馆正殿 

1926年,费城世博会中国馆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剪刀镀镍与68号褒状 

民国时期的张小泉镀镍剪刀 

民国时期张小泉组合包装的镀
镍剪刀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进口理发剪 

镀镍抛光 

68号褒状 



甘博见证“张小泉” 

1919年，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到杭州时，留

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戴着老花
眼镜的店员正站在柜台后全神贯注地“拷油”。
这张照片现存于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曾于2008
年作为中美文化友好使者专程到杭展出。 

西德尼·戴维·甘
（1890年-1968年）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
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 

名人名家与“张小泉” 



首届西博会特等奖 

    1929年10月，首
届“西湖博览会”获
特等奖最高荣誉。 

首届西博会特等奖奖凭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张小泉近记早期招贴摄真影件，其中除载
有参加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26年费城
世博会等国际会展赛事并获大奖等记录外，对
在清末民初时期参加的其他赛事及获奖情况，
也都作了描述。其中有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一
等奖，1915年获国货评定会二等奖等奖项。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浙赣博览会张小泉展区 



试制医用剪 

  1919年，张祖盈受浙江
病院院长韩清泉嘱托，研制
医疗用的剪刀，镊子和解剖
器具。为医用刀剪的国产化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为
日后医用刀剪的生产积累了
宝贵的实践经验。 

早期医用剪刀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韩清泉（1884－1921年），字士泓，慈溪人。

1899至1902年就读于杭州养正书塾、杭州府中学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选派为浙江省官费留

日学生（共15人），初进东京弘文书院普通科学习，

与鲁迅先生同学。两年后，赴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学成回国任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校医。

清·宣统三年（1911年），会同留日同学鄞县人汤尔和

（后任民国初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等人，在羊市街（今

江城路）开设浙江病院，任院长，为国人在杭州自办西

式医院之始。民国元年（1912年）6月1日，在浙江病

院的基础上，创办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翌年更名为浙江

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即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兼任校长，

为我国第一所兼培育医、药专门人才的学校。 

  民国四年（1916年），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专科

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该校以93分之成绩，居全国同

类学校之首，列为特等，荣获“绩学宏仁”之匾额。 

近代史上的国内外殊荣 



    张祖盈（1890年—1978年）张
小泉近代传人，毕业于浙江法政学
校第一期，1909年至1949年间执掌
“张小泉”。 
    在张祖盈掌门时期，“张小泉”
引进先进设备，应用国际技术，在
生产技术的升级、产品功能的开发、
品质质量的提高的同时，市场与生
产规模迅速扩大，至40年代，年产
量已达400万把以上，并积极参加国
内国际重大赛事、会展，荣膺大奖；
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张祖盈 

传人张祖盈 



    1937年，日军占领杭州。“张小泉”也在这场战
争的劫难中遭受重创，厂店被占“张小泉”被迫歇业，
张祖盈避难外埠。     
    抗战胜利，张祖盈重振旗鼓，回杭复业，并出任
改组后的杭州商业剪刀同业公会会长。 
    1945年起，张祖盈曾拜名老中医学习针灸，颇有
造诣。管理店务之余，免费为平民除病祛痛。1978年
逝世，享年88岁。 

传人张祖盈 



剪刀凿花与产品标识 



章太炎与“前”刀店 

名人名家与“张小泉” 



陶行知与剃头刀 

名人名家与“张小泉” 

1987年3月7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有关陶行知与
张小泉剃刀的报道 



集中大生产 

大关谱新章 

杭州海月桥大资福庙前
137号，张小泉制剪生产
合作社旧址。大关路厂
区建成后，此处一直作
为“张小泉”的刀具分
厂使用，直至2010年大
资福庙景区改造时全部
搬离。 

50年代业务合同 



毛泽东讲话 

    1956年3月5日，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更好地保护民族传
统工业，毛泽东主席在题为《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讲话中特别指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
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
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
些。” 

毛泽东用过的张小泉产品 

大关谱新章 



大关建新厂 

    同年，杭州制剪生产合作社恢复“张小泉”名称；统一
筹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项目的国家拨款获批准。 
    新建项目厂址选定在杭州大关路33号，1956年10月份动
工，1957年10月竣工，用地5万多平方米，建有十座生产车间
以及食堂、仓库等完整的配套设施，这在当时全国刀剪行业
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1958年8月1日，杭州市政府正式授牌命名为地方国营杭
州张小泉剪刀厂。 

大关谱新章 



1958年8月1日被杭州市政府正式授牌
命名为地方国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 

大关谱新章 

当年张小泉剪刀厂员工佩戴的厂徽 



建于六十年代的杭州张小泉剪刀厂东大门 

大关谱新章 



大关谱新章 



大关谱新章 



机器造剪刀 

大关谱新章 

    从1958年开始，经过反复
试验、实践，试制成功了代替
手工锻打的第一台跳板锤和第
一台弹簧锤，用于磨削的第一
台砂磨机，用于刻制产品 
标识的第一台电磁振动式凿花
机。 



大关谱新章 



田汉赋诗 

        1962年，著名剧作家、国
歌歌词作者田汉先生在参观完
“张小泉”大关路厂区 后，留下
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快似风走润如油， 

        钢铁分明品种稠。 

        裁剪江山成锦绣， 

        杭州何止如并州。 
田汉，著名剧作家，小说家，诗人，歌
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
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作者。 

名人名家与“张小泉” 



国礼剪 

    1963年9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
美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和
朝鲜，将25套民用剪作为“国礼”，
分别赠送给了这些国家的元首。 

1—5号民用剪礼盒套装 

大关谱新章 



五连冠 

    自1965年到1988年，
23年间，国家共组织了五
次全国剪刀质量评比大赛，
“张小泉”每次都名列第
一，荣膺“五连冠”殊荣。 

2011年，韩国（KBS）国家电视台慕名
到“张小泉”拍摄老字号专题片，要
求复原当年“张小泉”参赛时剪切白
布的场景。张小泉员工把120层棉布层
层叠起，连剪三次，次次成功。 

大关谱新章 



起草行业标准 

    80年代末90年
代初，受国家轻工
业部委托，“张小
泉”负责了我国刀
剪产品行业标准的
起草。 

大关谱新章 



剪刀博物馆 

    1993年，企业自筹资金，
建起了全国第一家剪刀博物馆，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为博物馆
题写了馆名。 



剪刀博物馆 

1994年剪刀博物馆被杭州市精神文明委
员会评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6年剪刀博物馆被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浙江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荣获路易·艾黎工合先进集体奖 

    1997年，“张小
泉”荣获由路易·艾
黎合作事业基金会颁
发的路易·艾黎工合
先进集体奖。 

“路易·艾黎工合先进集体奖”奖牌 

大关谱新章 



驰名商标与原产地保护 

    1997年，“张小
泉”被国家工商总局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为当时我国刀剪行业
第一个驰名商标。 
    2002年，获原产
地注册保护。 

驰名商标证书 

原产地标记准用证 

大关谱新章 



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1991年，“张小泉”被国内贸易部认定为
“中华老字号”。 

2006年被商务部重新认定为全国
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大关谱新章 



首届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100强 

    中国品牌研究院于2006年
8月公布了《首届中华老字号
品牌价值百强榜》，张小泉品
牌在100强中名列第63位。 

大关谱新章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关谱新章 



“非遗”技艺——雕塑再现镶钢锻制 

大关谱新章 



大关谱新章 

施金水 徐祖兴 



大关谱新章 



大关谱新章 





入选经典设计 列为001号 

    英国“PHAIDON”出版社2006年出版
的《费顿经典设计》一书，将杭州张小
泉剪刀收录其中。 

大关谱新章 



大关谱新章 

企业报《张小泉报》 

1978年8月7日出刊的第一期《张小泉
通讯》  

1996年3月30日出刊的《张小泉报》  

2016年6月第938期《张小泉报》  



    在近400年的品牌史上，张小泉斩获荣誉近千，其
中市级以上大奖700余项，现择其中最要者如下： 

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一等奖； 

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 

1915年，获国货品评会二等奖； 

1919年，获北洋政府农工商部68号褒状； 

1926年，获美国费城世博会银奖； 

1929年，获首届西湖博览会特等奖； 

1965年—1988年，在连续五次的全国剪刀质量评比中荣膺“五连冠”殊荣； 

1979年，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1979年，获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签发的嘉奖令； 

197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奖； 

1980年，被认定为国家著名商标； 

1982年，张小泉花齿剪被评为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 

1983年，民用剪热处理线获轻工部科技成果成果二等奖； 

荣誉长廊 



1984年，被评为浙江省技术进步优秀企业； 

1985年，获全国轻工业企业管理优秀奖； 

1988年，被认定为国家二级企业； 

1988年，获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 

1990年，被评为档案管理国家一级先进企业； 

1991年，被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996年，被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1997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为当时我国刀剪行业第一个驰名商标）； 

1997年，荣获路易·艾黎工合先进集体奖； 

2001年，获西博会中国杭州国际五金展金奖； 

2002年，获原产地标记注册保护； 

2002年，被认定为市场畅销产品； 

2002年，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03年，被认定为中国刀剪十大知名品牌； 

2004年，被认定为全国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2004年，被评为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 

2006年，被商务部重新认定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荣誉长廊 



2006年，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被国务院、文化部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被认定为浙江名牌产品； 
200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日用五金行业杰出企业； 
2008年，被评为杭州十大特色潜力行业200强； 
2009年，被浙江省确认为“非遗”传承基地； 
2009年，被认定为金牌老字号； 
2009年，被认定为首批杭州休闲生活体验点； 
2010年，被授予“杭州市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2010年，张小泉锻制技艺荣获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金奖； 
2011年，被授予杭州市工商企业信用连续十年以上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2012年，被认定为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传承基地； 
2015年，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15年，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016年，被评为浙江省制造业网络营销示范企业； 

荣誉长廊 

…
…

 



    三十六行是中国唐代以来对社会主要行业的统称。
清末民初，著名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
“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约计之，曰三
十六行。” 

行业祖师 



    2000年，鉴于“张小泉
剪刀”的突出贡献和在我国
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创始
人张小泉被评为“千年徽州
杰出历史人物”。身为铁匠
的张小泉跻身南宋理学家朱
熹、清代学者戴震、铁路专
家詹天佑、文化巨星胡适、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画
家黄宾虹等30位大家名流之
列，显得弥足珍贵。 

《徽州千年人物》一书中关于“张小泉”的章节 

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 



照壁正面局部（左一为
张小泉制剪造像） 

气势恢宏的黄山市大
型浮雕“照壁怀古” 

大型浮雕凸显“张小泉” 



大关谱新章 



大关谱新章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张小泉”受到了
从毛泽东主席至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历届党和政府主要领导
的特别关注。 
    国家财政部、文化部、商业部，原冶金部、轻工部、国
家文物局等部、委主要领导也都曾亲临“张小泉”视察。 
    政府的重视和用户的信赖，给了“张小泉”长足发展的
强劲动力。 

政府重视 



华国锋签发嘉奖令 

由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签发的嘉奖令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北京
展参观张小泉展位。 

政府重视 



赵紫阳亲临“张小泉” 

1982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亲临“张小泉”视察 。 

政府重视 



耀邦批示 走向市场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新华社编发的《名牌产品杭州张

小泉剪刀销售存在问题》的内参上看到“因商业渠道不畅，张小泉产品造成库
存严重积压；而顾客又因市场缺货买不到剪刀”，当即批示，责成商业部长赶
赴杭州“张小泉”调研处理。 

        嗣后，中央政府即提出了“张小泉剪刀享受产销自主权，可向京、津、沪、

宁、广、渝等十大城市直接供货”等三条意见。这一举措使张小泉率先突破了
计划经济模式，实行开放式经营，走向了市场。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与张小泉直
销挂钩的公司、商店和经销点，销售渠道四通八达，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大好
局面。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胆的举措，“张小
泉”成为了首批市场经济政策的试点企业。 

80年代的张小泉剪刀店 

政府重视 

80年代的张小泉剪刀店 



习近平视察“张小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张小泉”时指出：
毛主席说“张小泉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你
们现在张小泉只有三百多年，今后的路还长。
他表示，“老字号”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习近平视察车间生产 

习近平了解公司情况 

习近平参观剪刀博物馆 

政府重视 



李先念为“张小泉”正名 

        “文革”结束后，“张小泉”
再度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6年10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李先念的直接过问下，杭州剪
刀厂重新恢复“杭州张小泉剪刀
厂”的厂名。 

李先念关注“张小泉” 

政府重视 



国家其他领导人与“张小泉” 

198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视察
“张小泉”。 

政府重视 

198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视察
“张小泉”。 



2007年，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来“张小泉”
调研。 

政府重视 

2007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视察“张小
泉”，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平、省委书记赵
洪祝、省长吕祖善等陪同。曾培炎勉励
“张小泉”要发扬“中华老字号”文化精
髓，运用科技和现代营销手段为企业注入
新的生命力，为“中华老字号”争光添彩。 



政府重视 



新世纪新跨越 

    2000年12月29日，在新千年来临
之际，“张小泉”毅然整体转制，大
胆地迈出了国有企业向投资主体多元
化有限责任公司转变的关键一步，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字号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争取了机会，赢得了时间。 

新千年转制 

1984年5月2日，杭州张小泉工
业公司成立。 2000年，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新世纪新跨越 

二次改制  再添活力 

    2007年11月21日，富春控股集团与张小泉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签订《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标志着“张小泉”二次改制的成功。 



新世纪新跨越 

    二次改制后，在富阳市东洲工业园内征地271亩，建设
张小泉五金科技园。 



新世纪新跨越 

磨削车间 

注塑车间 



热处理车间 

包装车间打标室 

新世纪新跨越 



剪刀自动落料生产线 

新世纪新跨越 

注塑机械手 



【产品荟萃】 



【产品荟萃】 



【产品荟萃】 



【产品荟萃】 



【产品荟萃】 



【产品荟萃】 



【上海张小泉加盟杭州张小泉】 

张小泉在2007年二次改制成功后，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于2012年完成了对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的控股合并。继
而又于2014年收购了原股权持有方的全部股份。上海张小泉从此
归于富春旗下，与杭州张小泉成为名至实归的一家人。 



剪刀制作工艺流程 

新员工培训/张小泉剪刀_Discovery.mp4


        长期以来，“张小泉”一直为境内外媒体所密
切关注，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
视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内媒体，到美国、
英国、新加坡、韩国、日本、摩尔多瓦等境外媒体，
都曾对“张小泉”作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使海内外
更多的人了解了“张小泉”的历史和文化。 

传媒聚焦 



传媒聚焦 



传媒聚焦 



传媒聚焦 



传媒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