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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茶者说 茶乡视点

茶 香 之 路
□ 郑飞雪

茶乡动态

□ 欣 雨

桐木关岭的茶，好像等了千百年，显
得异常寂寞。一株株茶，安静站着，没有
规划的线条，像离散后的亲人聚在一起，
肩挨着肩，手挽着手，亲昵无比；一山山
茶，没有等级的层次，像散场后的人群，
安祥地走向各自的归途。

水从青青的茶芽尖冒出来，像光的
线条摆动在植物透明的帘幕里，深绿、浅
绿、轻绿，袅动着无声的水气。采下片片
茶青嚼进嘴里，散发出淡淡的苦涩，如崎
岖人生，从缓慢的心气里提炼出毅志。
将满口苦涩悄悄咽下，从心底深处回唤
出缕缕甘甜。清香，风一样吹荡开身体，
整个人空了，如片片茶叶满山满野地飘。

如果说武夷山脉，以掌的姿势推开
闽赣两省地界。桐木关蜿蜒的古驿道，
就像仙掌上细致的纹路，承载着岁月的
凄风苦雨，流淌着来往艰辛的足迹。九
曲溪水沿着武夷山麓分成南北两脉，往
南汇入闽江；往北注入信江。闽江水缠
绵委婉，如福建人精明细腻；信江水清澈
透亮，如江西人平和亲切。水潺潺流淌，
在茶青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脉络：一支
主干，兵分两路；左边山南，右边山北；浓

淡深浅，同属于武夷山脉这片沃土。
勤于跋涉的江西人时常携着家园的

茶籽，撒向关外的山坡上。他们赤裸的
脚丫踩在福建乡土，就像在自家田园里
锄禾拔草一样自在。耕耘的汗水让茶山
一片片浓密起来，一年年丰茂起来。绿
水青山，飘荡着吴侬细语的温软。青青
茶株，飘来阵阵花果香、松花香、翠竹香、
蜂蜜香……土壤特有的香气如一部圣
典，启开了茶农朴素的心智。他们从植
物的芬香里获得了灵感，研制出流传百
年的制茶秘方。河帮茶师和茶女们在制
茶工艺里淬取这天然芬芳，从采青、萎
凋、揉捻、发酵、过红锅、熏焙、挑拣、筛
分、补火、均推等一系列复杂的手艺里，
融进纯朴的个性和温厚的情感。红茶弥
散着淡淡的乡土气息。缕缕香韵，如一
部古老的线装书，把生活典雅的品性一
页页装帧起来，在寂静的天光下，缓缓斟
出流水的晶莹，岁月的金黄。河红茶清
香飘逸，山乡的茶华丽转身，风姿摇曳，
一步步迈向宫廷，走向纷繁的尘世。河
帮茶师到外乡传授制茶手艺，精明的福
建人在茶师传统的工艺里，融汇进本土
更精细的做工。福建地域标识的武夷茶
声名远播，让江西游子梦思魂萦。

一脉山水，传播出两种风情。
茶品的典雅来自于茶树的谦卑。山

上的茶树为热爱的脚步谦让出一条延伸
的道路。桐木关陡峭的茶岭上蜿蜒着一
条狭隘的石级，像绵延的云梯从山脚下
的福建崇安，延伸向险峻的桐木关口，抵
达铅山境内。崇安担的挑夫们肩挑着从
崇安汇集而来的茶叶，沿着这条古驿道
绵延北上，为万里茶道开辟了最初的路
径。据记载，崇安下梅收集的茶叶，盛
时，每日竹筏三百艘。可以想像，那是怎
样繁忙而热闹的茶市呀。几百年前这条
偏僻的古道上，挑夫们的扁担骆驿不
绝。他们腿上打绑、头戴斗笠，汗巾飘
动。古时的担撑根部镶着铁箍，一头挂
着水筒，一头挂着烟袋，走在山路晃晃悠
悠。担撑可以用来换肩休息，也彼此传
达讯息。落肩时，担撑拖在石级上，沿途
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从岭头响彻岭脚，
从山前回荡山后，像河流奔腾不息。挑夫
们从担撑的节奏里听到鼓劲、关心。沉重
的脚步声，粗重的喘气声，关切的招呼声，
是茶的梦想在桐木关的山道上昼夜不息
地追赶。茶在肩膀上漂泊，品茶的人需要
静下心来，用谦逊的手递送给另一双手；
用虔诚的心敬奉给另一颗心；双手传递温

暖，心灵启迪馨香。茶的意境，从丰盈的
水气里袅袅升腾，清香如丝如缕。

信江，这条武夷雨水汇聚而来的母
亲河，孕育着江西铅山的血脉，也滋养着
草木的性灵。水的柔情托起茶叶的梦想
远涉重洋。崇安担的挑夫们进入铅山，
取道信江。茶轻盈的舞步从信江水路款
款飘移。当公鸡唤醒第一缕黎明，深巷
中的狗狂吠起来。早起的人们为远行的
船只悄然准备。江面上炊烟袅袅，云雾
迷茫，河红茶如盛装的新娘被迎上船，大
船连着小船，帆影飘动，远远望去，像天
边浮云朵朵飘行水上。无声的云朵穿过
信江，下鄱阳，过九江；经汉口，沿长江北
上，过呼和浩特，穿越蒙古高原，抵达西
伯利亚，远飘英吉利海峡。水飘送着缕
缕茶香，茶香情韵荡漾开山水涟漪，把东
方谦逊、温和、淡泊的品格传达向西方。

武夷山水孕育的茶，一片茶叶，一段
风雨。

茶叶喜欢静静躺在水里，梦一样如
痴如醉地伸展，这与茶叶漂泊的历程相
关。茶叶历尽艰辛，走过万难险阻，清澈
的水始终是茶叶的依托、深情的怀恋。
茶叶消溶在水里，温为一壶暖暖的茶汤，
久香不散。

本报讯（记者 杨洋 文/图）近日，记者从蕉城区
茶叶协会了解到，2018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评估结果出炉，蕉城“天山绿茶”2018 年中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达16.73亿元。

蕉城区是中国名茶之乡、全国重点产茶县，现有
茶园面积 13.3 万亩，年产量 13272 吨，在全国各大城
市设有茶庄、茶楼、茶店等茶叶销售网点 800 多家，
茶叶已成为蕉城区农村特别是山区主导产业和农民
脱贫致富的主要收入。

蕉城区茶历史可溯源到商周时期，唐产“蜡面
茶”，宋产“团饼茶”，明清出“芽茶”等贡品，天山茶对
外交流广泛悠久。唐初高丽僧元表将“支提茶”传到
韩国，清末三都澳设“福海关”，成为当时茶叶出口主
要港口，被誉为“千年禅茶始发地，万年茶路始发
港”。境内野生茶树资源丰富，是中国茶树同源“演
化区域”。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天山绿茶具有“香
高、味浓、色翠、耐泡”四大特色而驰名。近年来，蕉
城区通过新品种推广改良，引种金观音、金牡丹、紫
玫瑰、金冠茶等品质优良，所生产的天山绿茶、红茶、
白茶、乌龙茶，深受市场欢迎，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
标 1 件、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4 件，“全国名茶”等
荣誉称号100多次。

据蕉城区茶叶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具有公益性、地区性，是由政府主导，为区
域当地使用者服务的公用无形资产。每年的茶叶品
牌价值评估活动及结果，已成为我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的风向标和衡量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年
度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尺。近年来，蕉城区委、区政府
和茶企对茶叶品牌建设与保护十分重视，特别是
2009 年，蕉城区政府授权区茶叶协会成功登记“天
山绿茶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通过举办名特茶评
比等系列活动，在良种茶基地建设、标准化生产、清
洁化加工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蕉城“天山绿茶”品牌参加评估活动以来，其公
用品牌价值连年攀升，2016 年为 11.17 亿元、2017 年
为13.4亿元、2018年为16.73亿元。

在海拔500多米的霞浦县崇儒乡坪园村高山上，有一片面积130多亩的“黄叶种”茶园。据介绍，“黄叶种”茶树为省
茶科所选育新品种，不仅收益高，还因其独特的色泽，极具观赏价值，开春以来，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图为茶农正在
采摘“黄叶种”春茶。 夏斌 摄

本报讯（郑望 林耀琳 文/图）今年第一季度，
福安全市共采摘春茶茶青 7600 吨，在总产量与去年
持平的情况下，茶叶整体价格有所回升，毛茶每公斤
均价达 40元左右。随着下一阶段气温的稳定上升，
茶青产量将有明显增加。

春茶开采以来，福安市大量新茶上市，位于福安
坂中桥头的茶叶一条街，每日车水马龙，来交易的茶
农、茶商络绎不绝，呈现出一番繁忙景象。第一季
度，福安市累计产春茶毛茶 1500 吨，实现产值 2.13
亿元，同比增长3.6%。

今年，福安市以打造“中国红茶之都”为新的起
点，推进茶树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申创坦洋工夫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打造坦洋工夫标准牌、健
康牌和文化牌，加快社口坦洋工夫城等茶叶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全面提升茶叶产业化水平。与此同时，
进一步通过茶文化活动，以茶为缘、以茶会友，扩大
交流，助推茶旅融合，致力于打造一个最具福安特色
的集红茶文化、茶叶交易、品牌展示、特产销售、电子
商务、人才培训、民俗风情、休闲购物、旅游文化为一
体的红茶之都新名片，实现福安茶产业跨越发展。

立夏已过，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天
热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喝冷饮来消暑。
其实喝茶也能起到消暑的作用，而且饮茶
比喝一般饮料更有益，在炎炎夏日，冲泡一
杯清茶，让茶香弥漫开了，静享夏日悠闲时
光……

夏季喝茶的好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茶叶是不含添加剂的天然饮料

在茶叶的制作过程中，没有加入任何添
加剂，它的色、香、味的形成只与原料品质和
制作机理有关。而其他许多饮料，为了改善
其感官性，增加色香味，在制造过程中往往
需要添加诸如色素、香精、糖精、防腐剂等化
学物质，我国目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多达
二百余种。有关专家建议，要少喝含有化学
添加剂成分的饮料，多喝天然饮品，而茶叶
就是一种较理想的天然饮品。

饮茶具有散热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

盛夏酷暑之际，饮茶的降温止渴作用远
远胜过一般饮料，这是由于茶叶中的多种有
效成分所起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茶汤里的
咖啡碱对人体控制下视丘的体温中枢的调
节起着重要影响，同时茶中的芳香物质本身
就是一种清凉剂，它们在挥发过程中能从人
体皮肤毛孔里驱走一定的热量，夏天喝热茶
散热降温效果最好。茶中的咖啡碱还有利
尿作用。另外，茶汤里的茶多酚、氨基酸、水
溶果胶质、芳香物质等可以刺激口腔粘膜，
促进唾液分泌，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

饮茶可以预防胃、肠消化道疾病

炎热的夏天，饮食稍不注意卫生，细菌
便会大量繁殖，夏天是消化道疾病的多发
季节。科学研究表明，茶叶具有抗菌、杀
菌、改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功能，饮茶既可
以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又可以促使有益
细菌增殖，提高肠道的免疫能力。

饮茶可以补充钾盐和水分

夏天气温高，人们流汗较多，体内大量
的钾盐会随着汗水的排出而丢失，同时由
于消耗体力使体内新陈代谢的中间产物如
丙酮酸、乳酸及二氧化碳等积蓄较多，导致
体内酸碱度失衡，代谢紊乱，心率失常，从
而易引起疲劳、困倦、食欲减退、乏力甚至
头晕等症状。茶叶是含钾食物，科研人员
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出铁观音茶汤中钾
的平均浸出量为每克茶汤 10 毫克左右。
夏天通过饮茶可以补充钾盐，有助于保持
人体内的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平
衡，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代谢活动，所以夏
天出汗宜饮茶。

“天山绿茶”公用品牌
价 值 达 16.73 亿 元

打造“红茶之都”新名片

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茶农采摘春茶。

玉林茶园

蕉 城

本报讯（郑文敏 汤文娟）炒青、揉
捻，翻炒、抖散……鲜嫩的茶叶魔术般地
变直变紧变细，茶香四溢。近日，周宁县
浦源镇鲤鱼溪茶香弥漫，该县茶业局、茶
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手工制茶能手”
展示活动在这里举行，16 家茶企的手工
制茶师纷纷亮出绝活，龙争虎斗上演了
一场激烈而精彩的斗茶好戏。

比赛现场，各路制茶能手在炒茶锅前

一字排开，随着锅内温度的不断升高，只
见制茶师将茶叶快速入锅，娴熟的双手在
温度200摄氏度左右的炒锅中翻转腾挪。
经过一遍遍翻炒、一遍遍揉捻、一遍遍抖
散茶团，周宁高山云雾茶浓郁的清香扑鼻
而来，许多群众和游客纷纷驻足观看。“第
一次看到手工制茶，感觉非常新鲜。”来自
厦门的游客陈丽娜好奇地说。

“现在基本上都是机械茶，手工茶越

来越少，学这门技术的人也越来越少。”
福建省苏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制茶师陈
水金一边制作手工茶一边说，他认为，与
机械茶相比，手工茶喝起来味道更香。

活动中，身着汉服的少女现场展示
茶道，众多群众、游客围坐在茶具前，品
尝着周宁高山云雾茶，尽享其醇香甘甜；

“采茶女们”用周宁天然矿泉水代代康冷
泡周宁高山云雾茶，为群众、游客带来缕
缕清香。

周宁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之一。近
年来，该县县委、县政府把茶产业作为生
态文明的绿色产业、茶农增收的富民产
业来抓，通过实施营销、宣传、文化诸多
手段，打造“周宁高山云雾茶”公共品牌，
利用“政府搭台、文化开道、经贸唱戏”等
形式，精心策划组织和参与全国、省、市
重大茶类活动，还以斗茶、品鉴等方式，
举办茶产业恳谈会、“周宁高山云雾茶”
杯斗茶赛、高山茶品鉴会等茶事活动，利
用茶叶评比、展览、展销平台，以茶会友、
以茶招商，大力宣传推介，拓宽茶叶销售
渠道，提高茶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周
宁县已发展茶园 10.8 万亩、茶叶企业及
合作社 130 多家，2017 年产茶 1 万多吨，
产值达 3.52 亿元，茶叶远销山东、广东、
上海、北京等地。

周宁：手工制茶能手“斗茶”亮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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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饮茶益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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