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历经
12 年风雨的竹淇茶馆用独特的
经营理念和企业风格荣获 2012
湖南“十大特色茶馆”。

历史回放到 2000 年，刚刚起
步的竹淇， 在湖南大胆地开创了
茶馆“自助”形式的饮茶方式。 一
时， 在整个长沙市乃至湖南获得
了极大的反响， 为整个长沙市的
茶馆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
活力。

从2003 年开始，竹淇逐步建
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培
养了一批茶艺师队伍及管理、经
营人才。 目前，竹淇茶馆已拥有
六家自主经营规模较大的茶馆
和两家较大规模的茶行，现有员
工 100 余名，其中拥有初级茶艺
师、中级茶艺师和高级茶艺师共

36 人， 营业面积上万平方米，固
定资产达六千余万元以上。

“竹淇”位于闹市而不“闹”，
以茶为载体，以“一叶总关情，杯
水能修身”之情怀，扎根于湖湘文
化的土壤， 濡染着深厚的传统文
化， 在文化强省的芙蓉国里尽己
力而弘中华之茶道。 践行着一个
国茶馆的历史使命。

她以雄壮的气势和海纳大川
的胸怀屹立于都市， 为都市人提
供了一个良好修养和静心品茗的
胜境。

在竹淇，可真正领略到“潺潺
流水，琴瑟怡人，曲径幽幽，绮户
依旧，流光翡翠，千茗飘香”之神
韵，可品尝出“茶中和、静、怡、真
之真谛”。

在竹淇，她那“道法自然，清

雅幽玄” 的气质无时无刻不在阐
释着竹淇的精神和高尚的追求。
在此品茗，必使人“神定气朗，迁
想妙得”。

在竹淇，使人顿生“竹以虚养
身，茶以德养心”之感，可消除人
们的烦恼， 沉浸在静磬的中华传
统文化环境之中。

在竹淇，她那“禅茶一味”的
品格，不断地引领着都市人“举杯
泡茶如同涵养冲虚”之圣境，让人
走进心性安和的禅定之中。 在此
品茗，使人顿生“茶蕴乾坤，杯显

人生”之大慧，能明“心即佛”之大
道。 虽身处闹市，然在此“观竹赏
茶，偷闲即闲”，此乐何不极焉！

十二年来，竹淇，就像繁华都
市中的一枝绿叶，像一泓清泉，通
过中华茶文化不断地熏陶、培养、
影响着自己的员工和所有热爱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们， 通过中
国的茶文化来树立国人的自信心
和培育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
热爱湖湘文化的情怀。

未来， 竹淇将肩负着国茶馆
的使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竹淇茶馆：以文载道 扬我国饮

何立伟

您如果想知道古代常德的文人墨
客、达官贵人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装
修是什么风格？ 用的是什么家俱？ 有些
什么摆设？ 喝的是什么茶？ 听的是什么
曲？ 呈献给皇帝最珍贵的礼品又是什
么？

走进有着 “三湘第一馆”、“江南小
故宫”之称的大河茶馆，这一切都会有
答案。

大河茶馆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是
全国首家博物馆式茶馆，暨沅洲石雕博
物馆，AA 级旅游景点，全国百佳茶馆。

茶馆占地面积 2600 多平方米，是
集 20 年收藏近三千件沅澧流域古代艺
术品，耗巨资打造的以茶文化为依托以
食文化为发展的展示沅澧流域地方文
化特色的全国首家博物馆式茶馆。大河

茶馆以地域差异
性为依托 ， 以传
播湖湘本土文化
和民俗文化为宗
旨 ， 秉承依托文
化发展经营， 结合弘扬文化的思想，把
民俗文化和本土文化做精做足，以深厚
的文化底蕴成为众多茶人以茶会友、思
考问题的文化寻根宝地和文人雅士享
受民俗文化， 探讨精神生活的交流中
心。 来到大河，可以感受文化艺术和闲
情逸致带来的生活雅趣。

茶馆有可听的文物：被列为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湘北高腔、 常德丝弦；
有可喝的文物：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安化
黑茶，除有很好的保健功效外，还可收
藏保值增值，被誉为可喝的“文物”；有

可看的文物： 三大系列藏品全国之最，
醴陵塑瓷：有“现代官窑”之称的民国熊
希龄任国务总理期间烧制的釉下五彩
人物塑瓷八百多件。 桃源木雕、桃源刺
绣有明 、清时期被誉为 “桃源工 ”的木
雕、家俱、多种刺绣一千多件。 沅州石雕
自南宋就是贡品，康熙十八年被评价为
“古槎怪石、屈玉重金”的沅州石雕，存
世量不超过四百件，该馆收藏有二百余
件，其数量、规格、品种和艺术水准堪称
全国之最。 此外，还有可交易的字画及
古玩杂项一千多件。

江南小故宫———大河茶馆

烟霞峰为南岳七十
二峰之一， 因时常烟云
缭绕、云蒸霞蔚而得名，
烟霞茶院位于海拔 855
米的峰麓， 由湖南南岳
云雾茶业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 茶院前的铁佛寺
始建于南宋， 寺内供奉
的大铁佛和寺前偌大的
数株白玉兰， 堪称南山
一绝。 在铁佛和白玉兰
的接引下， 沿着山路步
入 一 个 曲 径 通 幽 的 别
院， 整个院落由一眼神
泉、108 亩茶园、 一幢民
国故宅和一栋配套厢房
组成，院内水石清幽，竹
树蓊蔚， 名人雅士常荟
萃烟霞，煮茶论道。

烟霞茶院主体建筑
“炎午居”是一所盖着青
瓦， 间以花岗石柱的民
国风格木结构建筑 ，为
1936 年原湖南省省长 、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所建，2006 年由
湖南省南岳云雾
茶业公司投资重
修。 大门前廊的花
岗石柱上有罗步
庵先生敬书的茶
联 ： “指月看茶常
怀鸿渐，吟风得句
细说头陀。 ”楼下
厅堂侧室是供来
客参观的南岳云
雾茶文化展厅，里
面详细介绍了南
岳云雾茶的产地、
特点、历史等各方

面资料。
主楼前就是一畦畦的茶山了，

烟霞峰茶园属于南岳云雾茶的核
心产区 ，这里泥土疏松肥沃 ，土层
深厚 ，有机质含量高 ，年降雨量达
1800 毫米。 你顺着茶山里的石板小
道往深处走，有一眼清澈亮丽的潺
潺清泉，它就是南岳二十四名泉之
首的烟霞峰童子泉，唐代因邺侯李
泌隐居烟霞饮此泉修道而得名“童
子泉”， 相传闻名天下的杭州虎跑
泉就是源自这里。 在宋代因湖南道
转运使沈绅寻访烟霞峰在此取水
煮茶 ，后来升了官 ，老百姓也叫它
转运泉；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有了大
铁佛，寺中僧侣均在此取水就开始
叫铁佛泉了。 泉水内含有多种矿物
质，富含氧离子呈弱碱性。 走进茶
院的后山，探访中华佛教总会第一
任会长释敬安悟道的头陀岩，穿过
一线天 ，登上枕云石后 ，取来童子
泉用它沏上一杯南岳云雾，与三五
好友一起品仙茗、观云海、听松涛、
赏碧霞，你会发现南岳深处的美妙
不可言。

杜甫江阁是为了纪念把生
命最后岁月留在湖湘的诗圣杜
甫而修建的公共文化设施，是长
沙市地标性建筑物，市民公益性
活动场所，长沙乃至湖南省的对
外展示窗口 ， 被誉为长沙的名
片，湖南的客厅。

藏天阁茶馆会所设在杜甫

江阁主阁楼内 ，2009
年正式营业， 营业面
积 500 平方米， 主推湖南黑茶、
湘西黄金茶 、君山银针 、古丈毛
尖等湖湘佳茗，是长沙市唯一一
家临江清茶馆。 现有员工 36 人，
其中 30 岁以下， 员工 25 人，大
专以上学历 31 人，高级品茶师 2

人， 全国十佳金牌茶艺师 1 人，
高级茶艺师 2 人， 中级茶艺师 9
人。 藏天阁始终秉承 “诚信、创
新 、高效 、一流 ”的服务宗旨 ，树
立服务是立行兴业之本的思想，
以服务促管理， 以服务促和谐，

以服务促发展，工作质量和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满意度和美
誉度逐步上升 ，先后荣获 “湖南
百佳茶馆 ”、 “全国百佳茶馆 ”、
“湖南省茶业协会茶馆分会副会
长单位”等称号。

游人谈南岳， 首峰回雁鸣千
秋， 骚客语石鼓， 茶香云雾漫古
城。 甘甜滴滴，润入雁城茶都，书
文卷卷，咏在丹茗居中。

衡阳市丹茗居茶艺馆成立于
1999 年 9 月，经营面积 1200 平方
米，从业人员 40 余人，初、中、高
级茶艺师占楼面员工的 75%，年
税收为衡阳市同行业之首。

该馆自成立以来，以“打造一
流名馆，争创名优品牌”为宗旨，
着力提升经营理念， 铸造了一座
茶艺与文化相结合的丰碑。 多年
来，该馆与文化，尤其与文化名人
结下了不懈之缘， 全国各地莅临
衡阳和本土文人墨客都视丹茗居
茶艺馆为自己的“家”。 在该馆的
大厅，镶嵌着一幅醒目的对联，上
联写：“丹诚待客奉仙品”， 下联
书：“茗馥醉人乐雅居”。充分体现
了该馆的高尚情怀。 馆内丹青书
桂，怡情雅致，茶客来此，心旷神
怡………。 全国著名书法家金保
安先生特为该馆欣然命笔———
“文化人之家”。在这里，无处不体
现着茶艺与文化的珠联璧合。 在
这里， 无处不锤炼着茶趣与文化
素养的茶人合一。

注重提高员工素质。 该馆多
年来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送员工到长沙、杭州等地进行
茶艺师培训。 先后培训茶艺师 30

余人， 仅常胜店就有高级茶艺师
8 人，中级茶艺师 2 人，初级茶艺
师 7 人。

注重综合经营。 该馆在做茶
艺服务的同时，兼营茶叶茶具，其
中茶叶茶具销售占总收入的 40%
左右。

提升行业整体素质。 该馆先
后委派茶艺师和优秀员工 200 余
人到香港、 澳门和全国各地进行
学习、考察和培训。 同时，还免费
为本地同行业和茶艺爱好者进行
茶艺和茶叶专业知识培训， 累计
达 200 人次。

打造品牌名店。 该馆经销的
茶叶均为全国十大名茶和湖南 、
衡阳地方名茶， 其中代理省内名
茶就达 4 个品牌， 有力地促进了
湖南地方名茶的振兴。 同时，积极
参加衡阳和省茶馆协会的各项活
动。 衡阳的一些重大活动、庆典均
有该馆茶艺队参加茶艺表演。 茶
馆被衡阳市人民政府评为 “影响
衡阳市民生活 100 品牌 ”、“衡阳
市最受欢迎好品牌五十强”、“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 2010 年被省茶馆协会
评为“百佳茶馆”。

茶
与
文
化
珠
联
璧
合

—
——
衡
阳
市
丹
茗
居
茶
艺
馆

陆如轩茶艺馆， 背青山而立，
面水泽而居，馆外竹林环绕，门前
有仿古土炉，上置巨大茶壶，门额
金匾， 是茶艺祖师陆羽之大名，书
法大师李铎之手笔， 馆内的古瓷、
字画，更添一份文化气息，诗书作
伴，音乐环绕，看茶艺表演，心情愉
悦，与世无争。

在此茶馆文人饮茶酝灵感，商
家饮茶谈商机， 政客饮茶励心志，
大家都在饮茶当中得到友谊与理

解，团结与沟通，和谐共荣。
自 2001 年开业， 至今生意兴

隆，宾客如潮，政界、商界精英，社
会贤士都会选择来此馆。 茶馆经销

的茶叶 、茶具 、礼品 、瓷器品种齐
全、价格合理，而且实力雄厚，重信
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赢得了
广大客户的信任。

和谐共荣陆如轩

茶陵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
的行政县，这里，“好山千叠翠，
流水一江清。 ”史记“茶陵，陵谷
间多生茶茗焉。 ” 茶陵润兴和
茶庄就扎根在这个老百姓喝着
茶长大、 骨子里透着茶香的历
史文化名城。

茶陵润兴和茶庄坐落于茶
陵县东阳商街 16 栋 12-13 号，
营业面积 1100 平方米，是“品佳
茗 、论古今 、聚茶客 、叙友情 ”
的雅士云集之处，享誉茶乡。

茶陵润兴和茶庄始创于

2008 年，数年来茶庄历经发展，
拥有茶陵茶艺师培训中心、润兴
和专业茶叶茶具店、专业品茗包
厢、茶艺表演队等，成为业内知
名的一家集茶文化交流、商务洽
谈、茶艺培训和茶陵本土特色茶
研究推广于一体的专业机构。

润兴和茶庄以追求卓越、打
造品牌为目标，采用严格的现代
管理理念和培训制度，处处精益
求精。 多年来，凭着细致周到的
专业茶艺服务、以客为尊的经营
理念，成为茶乡茶艺界一颗耀眼

的明星。 先后荣获：2008-2009
年度湖南百佳茶馆 ，2011 年茶
陵县创业先锋等称号。

润兴和茶庄是主推待客型
茶艺和表演型茶艺的专业茶馆。
表演型茶艺主要挖掘茶陵地方
风土人情的泡茶习俗加以整理
并推广，形成特色茶艺。 每套茶
艺将茶文化、沏茶技术、舞蹈、音
乐等完美地结合于一体。不仅能
为每位客人表演茶艺，同时还让
喜爱茶艺的客人学习茶艺，欣赏
茶具、品鉴茶叶，让茶友不仅能

品一杯好茶，还能学会如何沏好
一杯茶， 如何欣赏优质茶具、茶
叶。

润兴和茶庄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茶艺师培养和提高技能的
培训机制，让茶艺师在学到技能
的同时还有归宿感。 同时，茶馆
与业内著名专家学者保持良好
的互动关系， 先后培养了 50 多
名茶艺师，为茶馆的发展储备了
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在长期的合
作中，茶馆与福建、云南、台湾、
浙江、广东、湖南等地的优质供

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确
保了茶馆所经营茶叶茶具的品
质。

润兴和茶庄还经常组织省
内专家深入茶陵深山老林寻找
古茶树，采摘茶叶，挖掘本土优
质茶叶资源， 已初步掌握了 28
棵古茶树资源，并和茶主建立了
古树保护开发协作关系。

目前，茶陵润兴和茶馆借助
茶陵县人民政府兴办“中华茶祖
文化产业园”的政策优势，已走
上成熟稳步发展之路。

好茶好具好地方 润身润心润兴和

2012湖南“十大特色茶馆”

热烈祝贺 2012第四届湖南茶业博览会于 12月 6日 - 9日在省展览馆隆重举行

编者按：

茶馆始于唐，盛于宋，清代是茶馆的鼎盛时期。 湖南茶馆，曾居全国之首，当时著名的茶馆有八角亭的大华斋、南
正街的九如春、育婴街的新华楼等。 １９０６ 年，在湖南商务总会登记的茶馆、茶楼、茶摊有 ２００ 余家。 经过发展，目前，我
省茶馆总数达到了一万多家，其中“白沙源”、“竹淇”等 16 家系全国百佳茶馆。 “白沙源”茶馆是全国十大特色茶馆。
2011 年全省茶馆营业额达 150 亿元。

为充分利用本届茶博会平台，全面宣传、展示、表彰一批近年来我省具有特色的茶馆、茶楼，并通过先进的示范作
用，提升茶馆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认知度，扩大茶馆的社会影响力，使茶馆成为净化、升华人们的心灵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窗口，推动我省茶馆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由湖南省茶业协会、湖南省茶叶学会、湖南日报社、湖南省茶业协会茶
馆分会联合推选出了 2012 湖南“十大特色茶馆”。 本期将对这十大特色茶馆进行宣传、展示，在全省树立榜样，助力我
省茶馆的创新经营、特色经营、品牌经营、连锁经营，为做大、做强、做优茶馆湘军，繁荣我省茶馆行业，展示湘茶魅力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主办单位
湖南省茶业协会
湖南省茶叶学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茶业协会茶馆分会

特色茶馆 展湘茶 力魅

还未走进渌羽， 就能感
受到浓浓的茶韵， 楼外是杨
柳吐丝， 绿草茵茵， 树木苍
翠，石径幽深。 户外公园的青
翠与茶楼的汉唐外景浑然一
体 ，互为衬托 ，相得益彰 ，尽
显古典与现代气质之美。

走进渌羽，入雕栏之境，
傍小桥之侧，闻流水之声，赏
古乐之雅， 让人觉得仿佛穿
越时空，身处其中，感受到一
份快乐与悠闲。 透过茶艺馆
那薄纱掩映的落地玻璃 ，从
那半放半收的窗帘往外看
去，在一片朦胧之中，户外那
翠绿的公园景色尽在眼前 ，
一阵风吹过， 似乎还有一两
枝开放的花儿在轻叩窗门 ，
传递着温馨的气息。 伴随着
那一阵阵悠然飘来的沉香和

缕缕茶香，沁人心脾，
以致于让人不急于马
上坐下点上一杯茶 ，
而是先要闭目深吸 ，
享受一下心灵的片刻
宁静。

漫 步 于 渌 羽 之
中， 扑面而来的是浓
浓的文化气息。 一幅
幅大气的摄影作品 ，
一张张精美的剪纸 ，

更有一位位书画家的精心之
作， 把这里装点得雅致与精
巧，独具东方的神韵，使人感
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
长，体会出传统文化与茶文化
之间的水乳交融。每年在此举
行的文学艺术峰会，各种文化
艺术交流，以及紫砂艺术展示
与交流等活动，更使这里书香
四溢，芬芳满怀，禅意盎然，彰
显出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因此，不管是品茶会友还是商
务洽谈， 这里都是最佳的选
择。它成了这个城市繁忙工作
之余休憩、清闲之地，更是一
个传递文化信息的窗口，在喧
嚣的尘世中，留下一片心灵的
方舟。

渌羽茶艺，静静地吐露着

中国传统文化与茶文化的芬
芳。 茶艺培训，音乐、舞蹈创
作，举办书画、摄影家文化沙
龙。或挥毫泼墨，或吟唱谈心，
至情至性。 茶馆清静幽雅，茶
香四溢，音乐缭绕。 在这样的
环境中， 看窗外花开花落，闻
流水声声入耳。听古筝高吟低
唱，谈纵横古今传说。 回归自
然之趣，听任茶水与时光觥筹
交错。有时邀三五好友在此聚
首， 或与同道茗友一起品茶，
甚至于一个人在这幽然之境，
去静静地品读一本清心的书。
让身心来一次彻底地放松，让
平日的慵懒表露得淋漓尽致。
茶艺小姐朴素大方， 清秀可
人，温文尔雅。熟练的冲茶、淋
壶、斟茶，一切都那么自然而
随意，精心为客人奉上每一杯
茶。 举手投足，如同手里的茶
水一样，清澈而又明亮。

走进渌羽， 感受一份茶
韵，享受一份宁静，聆听茶与
人的对话，细品茶中人生的滋
味，寻找内心的感悟。 渌羽不
仅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之
中，更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给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注入
了一股蓬勃向上的活力。

渌羽茶韵：心灵的方舟

杜甫江阁———藏天阁

水木芙蓉茶庄成立于 1994 年 9
月 8 日， 是耒阳市第一家集生产 、销
售、休闲于一体的功能齐全、规模最大
的茶业企业。 耒阳设三家分店，长沙开
设两家分店。 2003 年组建了耒阳市第

一支女子茶艺表演队， 其中高级茶艺
师 6 名，国家级茶艺师 4 名。 2007 年组
建耒阳市升龙江头茶业有限公司 （原
老江头茶叶有限公司），在江头贡茶原
产地投资兴建了自己的茶叶生产基

地。 茶园 2000 亩，改造老
茶园 300 亩， 苗木繁育基
地 100 亩， 新建厂房面积
1400 平方米，名优茶清洁
加工生产线一条， 大宗茶
生产线一条， 购置茶叶加
工、 包装及检测仪器设备
50 台套。 自产江头贡茶在
2009 荣获湖南第九届“湘

茶杯”名优茶评比银奖，同年被湖南省
茶业协会、湖南省茶业学会和湖南省茶
业协会茶馆分会联合授予“湖南百佳茶
馆”称号，被全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华合
作时报，茶周刊授予“全国百佳茶馆”，
商业饮食服务发展中心授予“中华名茶
馆”， 其中江头贡茶精品 “百草灵”获
2011 年香港亚洲农产品酒会及产品推
荐会指定用茶。

水木芙蓉奉行“以茶思源，以茶会
友、以茶待客、以茶联谊、以茶健身、以
茶入艺、以茶作礼 ”为经营宗旨 ，遵循
“诚信无欺、健康消费、和谐共赢、携手
共进”的经营理念。十八载岁月的成长，
水木芙蓉凝聚了朋友们的温馨呵护和
真诚提携，每一步都承载着朋友们的厚
爱和真情。他们的决心是“无以回报，唯
有做的更好”！

水木芙蓉茶庄：精益求精

2012 湖南‘十大特色茶馆’
名称 所在地 热线

白沙源茶馆 长沙 0731-85118866

烟霞茶院 衡阳南岳 0734-5661936

竹淇茶馆 长沙 0731-85596963

杜甫江阁—藏天阁茶楼 长沙 0731-89824455

大河茶馆 常德 0736-7159907

丹茗居茶艺馆 衡阳 0743-8828557

陆如轩茶艺馆 醴陵 0731-23283333

水木芙蓉茶庄 耒阳 0743-4334680

润兴和茶庄 茶陵 0731-25222522

渌羽茶艺 娄底 0738-4972999

沿世上最醇之一缕茶馨，可抵白沙源。
一年四季，白沙源皆煮茗焚香，座中不无雅

士名流，谈笑风生、月白灯红，正是把凡尘中一颗
倦怠心泊定的所在。

茶楼外是白沙井。 千年泉水伏地而出，甘美
且清冽；又如古镜，照见秦时明月，汉时桃花，及
今人的脸庞。 正所谓风水宝地。

故白沙源茶水， 皆汲自白沙古井， 清心、明
性、回甘依依，令岁月无古无今。

三朋四友，若相携来此品茗，那是雅事，可得
瞬间的高尚、刹那的禅机、天地间的从容与淡定；
亦是喜事善事快活事。

鸟鹊在枝，竹影倩魅，窗外风轻，斗室如舂，
世界人生，又俱在笑谈中。 把悲欣交付几片绿叶，
恰是茶浓人清淡，天地其忘机。

免俗，免忧，俱来白沙源，齿颌留香，身轻神
爽，不亦快哉！

白沙源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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