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大授牌“晋丰厚”为湖南黑茶加工技术创新
产学研究结合基地。

融湘晋文化 传百年
——— 记’2011湖南茶业“十大杰出人物”候选人、湖南省安化县晋丰厚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谌小丰

磨利剑，奠定茶业基础

谌小丰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出色
的企业家，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文化大革命
期间，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被迫背井离
乡，流浪在木子、杨林、柘溪、龙塘及新疆等
地，靠人工制作砖瓦养家糊口。 正是在此期
间，小丰同志读了大量的企业管理、历史知
识及报纸杂志， 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头脑，逐
步掌握和积累了一些办厂经验。 加之他勤奋
学习，信息灵通、胆识过人，尤其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 他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
在他的带领下，酉州村先后办起了酉州塑料
厂、酉州砖茶厂、酉州茶行、酉州饲料厂、酉
州选矿、东坪化工厂、安化烧碱厂等企业，为
农村剩余劳力开辟了就业门路，村办工业的
兴旺发达， 促进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受
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被评为省、地、县、镇
先进个人， 并先后被县授予农民企业家，地

区授予企业家、劳动模范，省授予先进个人、
十佳农民企业家、 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
号，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省农民企业家协会
常务理事，多次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

安化是湖南主要产茶县之一，但因多种
原因，加工能力薄弱，品种比较单一，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 面对这种境况，通过冷静思考，
谌小丰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
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就是赛质量、赛信息、
赛管理，他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扬长避
短，面向市场，背靠资源，扩大生产门路，不
断改善经营管理，使企业在竞争中求得了较
大发展，带领全村走上了一条富有本土特色
的种植、加工相结合的茶产业道路。 为使本
村农民脱贫致富，久富稳富，逐步由农业村
向工业村迈进，为加速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公而忘私的谌小丰，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处处为大众着想。 1984 年他个人与

酉州居委会联办的一个砖茶厂
一半产业 （30 万元 ）全部无偿
交给了酉州村委会。此可谓：自
古雄才多磨难， 经历了千辛万
苦的谌小丰也因此奠定了他创
业的基础。

承祖业，大兴安化黑茶

安化黑茶， 产自湖南安化
县而得名。 安化黑茶至晚产于
15 世纪后期，通常经由湖北运
销北方和西北。 由于安化茶滋
味浓厚醇和，且量多价廉，西北
那些领取官茶引票的茶商，都
越境至湖南采购私贩。 经过茶
商和市场的长期甄选， 安化黑
茶逐渐兴盛起来。 晋、陕、甘、
鄂、 湘等省籍商人， 各成一行
帮，到安化采购和制作黑茶。资
本雄厚的晋、陕、甘茶商，还在
安化建有楼阁， 设立行帮组织
和商业铺面。 资江沿岸各处，都有因此而人
丁旺盛商业繁荣的市井，如黄沙坪、酉州、苞
芷园、小淹、边江、唐家观、雅雀坪、东坪、桥
口等地。

湖南省安化县晋丰厚茶行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晋丰厚）是一家集茶叶生产、科研、销
售于一体的老字号企业，旗下有“晋丰厚”、
“兴隆茂”两个百年老茶号。 茶行始创于清朝

嘉庆 15 年（即公元 1810 年），由山西榆次巨
商常万达家族与安化茶叶世家———谌家联
合创建， 太祖母贺老儒人时生意达到全盛，
拥有 4 个茶行，5 个字号（晋丰厚、兴隆茂、诚
记、宝聚兴、美记）。 公司主要生产金花散茶、
金花花卷茶、陈年砖茶、手筑砖茶等产品，20
世纪 90 年代前,产品主销晋商开辟的万里茶
路，远销晋地西北各省、俄罗斯恰克图等地，
被边疆人民称为健康之茶，有“宁可三日无
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200 多年风云变幻， 当年行走在万里茶
路上为安化带来茶马盛世的数百家晋商茶
号，如今已难再觅迹，作为整个安化历史最
悠久的湘晋合创黑茶品牌，“晋丰厚”几经风
雨，始终坚持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
精神理念，融入商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儒
商哲学。 “晋丰厚”肩负着传承和推广安化黑
茶文化和晋商先辈信义精神、儒商文化的义
务与责任。

在百年的茶路辉煌中，“晋丰厚”不仅将
安化黑茶推向蒙古、俄罗斯等国家，也将黑
茶文化等中国传统茶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晋丰厚”作为安化历史最悠久的湘晋
合创黑茶老字号品牌， 传承祖辈光辉事业，
兴盛安化黑茶产业责无旁贷。 上世纪八十年
代，“晋丰厚”第六代传人谌小丰沐浴着改革

的春风， 继承
先祖的手工砖
茶和“千两茶”
压制技术 ，带
领当地人民成
功致富， 开办
了酉州茶行 ，
砖茶产量占到
了全国边销茶
总产量的近十
分之一， 行销
新疆、甘肃、山
西 、 青海 、内
蒙、 陕西等西
北各省区 ，甚
至吸引蒙古 、
俄罗斯等国外
茶 商 竞 相 争
购。 安化县酉

州村也因此由全县最穷的村子跃为全县最
富的村子，谌小丰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开放第
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他也因此得到到了党和
人民的肯定， 当选为县
人大代表、 省农民企业
家协会常务理事， 先后
被授予县农民企业家 ，
地（市）优秀企业家 、劳
动模范， 湖南省十大优
秀乡镇企业家、 全国劳
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 并光荣地参加了建
国 40 周年国庆观礼。

“厚德载物，诚信为
本”， 晋丰厚以此为本，
在大力发展晋丰厚黑茶
的同时， 不断为中国茶
文化添光添彩。

为了安化黑茶的兴
盛发展， 谌小丰贡献了
自己无悔的青春！ 他将
祖辈传承的晋商文化与
自身的湖湘本土特色黑
茶融和，以茶为介质，以
中国儒家文化为根本 ，
立志将晋丰厚打造成为
安化黑茶第一文化品牌，借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 推动安化黑茶产业的又一次跨越腾飞！
在“安化黑茶”辉煌的历史画卷上，谌小丰篆
刻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

求创新，升级产业工艺

如今，年逾花甲的谌小丰，仍然为安化
黑茶的产业升级做着不懈的努力。 金花黑
茶工艺创新的研究， 是这些年谌小丰带领
晋丰厚茶叶科研团队钻研突破的战略性课
题。 千百年来，安化黑茶以“西北少数民族
群众生命之饮”而造福无数人民，其中茯砖

茶凭借独特的发花工艺，砖内普茂
的金花一种过去只在千年灵芝上
偶有发现的益生菌 （学名 “冠突散
囊菌”）。

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等采
用现代提取分离技术，分离获取茯
砖茶的各种有效成分，借助国际先
进高通量筛选技术在分子水平上
充分证明茯砖茶中存在具有显著
降脂减肥和降糖功能的特意成分。
传承安化黑茶传统加工工艺，晋丰
厚在研究改进茯砖茶之余，不断寻
求突破创新，21 世纪初， 晋丰厚在
祖传千两茶工艺基础上成功研制
饱含“金花”的金花千两茶。 湖南农
业大学刘仲华， 施兆鹏教授说：安
化黑茶的根本出路在散装茶发花，
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谌小丰带领
晋丰厚茶叶科研团
队 在 2009 年 推 出
晋丰厚天字号系列
金花散茶产品 ，突
破黑茶散茶不能发
花的瓶颈 ， 填补了
国内外空白 ， 并通
过 了 省 级 成 果 鉴
定。 至此，晋丰厚率
先实现在安化黑茶
所有形态产品上都
发出珍贵 “金花 ”，
领 跑 金 花 黑 茶 行
业 ， 为湖南安化黑
茶的更广泛推广奠

定坚实的基础。

抓品质，推广健康茶饮

当今世界， 茶已被各国
公认为健康饮料， 其消费量
仅次于水。 作为一个在制茶
行业待了几十年的老前辈，
“晋丰厚”茶行第六代传人谌
小丰根据多年来的制茶经
验， 与我们一起分享黑茶的
独特之处与品茶之道。

据测定，黑茶中茶多糖
含量最高、活性最强，而茶多
糖能够降低血糖、血脂，有抗
血凝、抗血栓的作用。研究证
明具有显著降血压效果，它
还能改善大脑血液循环， 增加氧气供给，改
善大脑细胞功能的作用。 也有改善视觉、降
低胆固醇、调节激素分泌，解除氨毒，增进肝
功能，活化肾功能，改善更年期综合征等等
作用。 黑茶中的茶色素有明显的抗菌作用，
对心脑血管疾病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黑茶
因采制原料较老，矿质元素含量比其他茶类
高，氟对预防龋齿和防治老年骨质疏松有出
色效果， 硒能刺激免疫蛋白及抗体的产生，
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并对治疗冠心
病、抑制癌细胞的发生和发展有作用。 黑茶
中富含的茶皂素具有溶血、降胆固醇、抗菌、
抗凝活性、镇静活性、抗癌活性和降血压等
功能。

黑茶泡上多次，其味道仍然甘甜。 黑茶
在贮藏中其风味品质变化各自遵循着不同
的特点，主要从感官色、香、味品质来评价：
香气变得更加优雅醇正，刺激性降低，香气
饱满而不艳；滋味变得较滑口生津，饱满而
不刺激；汤色变得更加明亮，色度往深的方
向发展。

获殊荣，不骄勇往直前

在无悔付出与坚守的同时 ,“晋丰厚”也
相继获得系列辉煌成就:

2007 年 5 月 18 日的湖南长沙国际茶博
会上，晋丰厚金花千两茶系列产品赢得了来

自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地区消费者的青
睐。

2007 中国（东莞）茶文化节晋丰厚金花
千两茶喜捧“茶王”奖。

2007 年湖南省第八届“湘茶杯”名优茶
评比中晋丰厚金花千两茶系列产品分别获
“金奖”和“银奖”。

2007 年晋丰厚以金花千两茶制作的迎
奥运茶火炬更是被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茶
产业专家委员会收藏的唯一茶火炬。

2008 年元月晋丰厚“金花千两茶的研制
与开发”获“安化县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09 年通过市级科学成果鉴定获“益阳市科
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2009 年元月湖南省安化县晋丰厚茶行
有限公司被湖南黑茶权威机构湖南农业大
学确定为“黑茶加工技术创新产学研结合基
地”。

2009 年晋丰厚成功研制金花茂盛的黑
茶散茶—金花天字号系列产品，这一专利技
术突破了黑茶散茶不能发花的瓶颈，并通过
了省级成果鉴定。

2009 年 10 月， 晋丰厚金花天尊被中国
茶学会评定为优质茶。

2009 年 11 月晋丰厚荣获“金芽奖”中国
黑茶杰出品牌荣誉。

2010 年被评为省高级黑茶制茶师。
目前，他创办的公司在北京、山西、广东

和湖南长沙等地建立了营销中心，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

半个多世纪的丰富人生经历，并没有使
谌小丰丧失固有的内质，反而将其雕琢得更

加深刻、沉静。坚韧的性格，不苟同、不言弃
的禀赋，注定他会再度绽放迷人的醇香，如
同晋丰厚封存二三十年的万担陈茶， 随着
“黑色旋风”的袭来，必将成为茶商追捧、消
费者青睐的焦点。正如黑茶界功勋的赞誉：
谌小丰是“20 多年来安化黑茶界一种不可
忽视的存在， 如果要写新时期的安化黑茶
史，没有他就是不完整的。 ”

谌小丰表示，安化黑茶，乃人类健康之
饮。因此，他愿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安
化黑茶产业中，以自己的成果，助力安化黑
茶产业与地方经济的兴盛与腾飞！

“晋丰厚”第六代传人、全国劳模谌小丰。

茶韵
闵昌红

“晋丰厚”老照片。

“安化黑茶，中国独有；中国黑茶，安化独尊。 ”
谈及安化黑茶，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全身

心投身黑茶事业的人，他带领村民办茶厂，兴茶业，奠定了当地茶产业发展
的基础，他将祖辈传承的黑茶工艺发扬光大，带领团队努力钻研，创新金花
黑茶，助推安化黑茶产业的全面升级。 他就是湖南省安化县晋丰厚茶行有限
公司董事长、2 项金花黑茶制作工艺专利发明人谌小丰。 他从事黑茶行业三
十多年，在茶叶科研、加工和贸易上开拓进取，不断创新，为推广传播湖南茶
文化，推动安化黑茶与时俱进作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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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丰厚”在厦门茶博会。

“晋丰厚”品牌形象店。

本版照片由晋丰厚茶行有限公司提供

“晋丰厚”系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