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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王茜

问茶哪得香如许？
———“茶祖三湘红”的创新之路

2012 年，茶祖印象(湖南)茶业有限公司
推出的顶级红茶“茶祖三湘红”尚未面市，就
被定为第七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贵宾礼
品专用茶，随着各国贵宾，飞往世界各地。

在名茶云集的湖南，“茶祖三湘红”何以
脱颖而出，成为中博会上代表湖南的一张闪
亮名片？ 让我们跟随本刊记者，探索它背后
的答案。

答案一： 有梦想，才能高飞

“我要做中国最好的红茶。 ”茶祖印象(湖
南)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成植坚定地对记
者说到。

这绝不只是说说而已。从 15 岁身揣几百
块钱，东西南北四处闯荡的打工仔，到今天
的坐拥数十亿资产，2011 年湖南茶业 “十大
杰出人物”，这期间的艰辛无需赘言，也将黄
成植锻造成了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也不忘抬头憧憬
梦想的星空。 “做中国最好的红茶”是黄成植
的星空里最闪亮的一颗星， 照亮他前行的
路。

答案二： 千年古树与有机茶
园，从源头上保证品质

下定决心后，黄成植迈开了他实现梦想
的第一步。 他知道，一款高品质的好茶，鲜叶
原料的质量非常重要。

为此，黄成植特别邀请湖南农业大学和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教授，深入茶陵县
考察并探寻好茶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云
阳山主山脉一处峰奇林深、 云雾弥漫的山
腰，专家们发现了一棵原生的古茶树。 据考
证，该茶树树龄至少 1000 年以上。

古茶树树干高近 3 米，树冠半径 2.5 米，
树干直径 0.2 米，枝叶繁茂，分支密集，叶梢
向上，叶片宽而成椭圆形，叶片尖端稍钝下
垂，边缘往里翻卷。 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簇簇

嫩芽闪耀着绿色的光芒，焕发着勃勃生机。因
为云阳山上雨雾弥漫,日照强度适宜 ,昼夜温
差大,土壤肥沃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终年有
山泉流淌，使得这棵古茶树近千年而不衰，历
百世仍繁茂。

通过对千年茶树的枝叶采用短穗扦插进
行无性繁殖， 建立规模化古茶树苗木繁育基
地， 实现了优异古茶树资源的快速纯化和扩
繁。 茶祖印象(湖南)茶业有限公司现在已经
在茶陵云阳山建立了 2000 亩有机茶园，并计
划在 5 年之内建成有机茶叶基地 1 万亩以
上。

茶陵云阳山，确实是一块育茶“宝地”。云
阳山中峰奇水清，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土壤
质地疏松，有机质含量高，山沟、树丛交相纵
横，形成天然隔离带。这一切的浑然天成难道
不就是天赐的顶级高山茶场吗？

“我们的每一片茶鲜叶都来自云阳有机
茶园，通过标准化培育、采摘，有效地保障了
茶鲜叶的品质，从源头上保证产品的质量。 ”
黄成植自豪的说。

答案三： 独特的加工工艺，
打造独特风味

在暖风和煦的下午， 享受一杯惬意的红
茶，曾风靡无数欧洲皇室贵族。

当年， 湖南出产的红茶是最受国际市场
青睐的名品之一。 以清明至谷雨期间的茶鲜
叶为原料，特制而成的精品工夫红茶，曾专供
英国王室享用。

据清代湖南《巴宁县志》中记载，道光二
十三年，广人与外洋通商，携重金来湖南制红
茶。

可惜的是，时至清末，特制专供英国王室
享用的制茶工艺失传。

黄成植和他的团队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
邀请湖南茶界多年从事
红茶生产开发的专家团
队组成加工技术攻关

组， 并聘请了国家茶业界一批顶级专家为顾
问， 在充分比较国内外顶级红茶品质风格基
础上，深度挖掘各种优异红茶风味特征，以现
代红茶最先进的萎凋与发酵技术为核心，有
机融合湖南红茶传统工艺精髓与国内外顶级
红茶制作技艺精华，创立了茶祖印象 (湖南 )
茶业有限公司独特的红茶加工新技术体系，
成功创制了中国鼎级红茶———“茶祖三湘
红”。“茶祖三湘红”不仅保留了 200 年前英国
王室贡品的风味特征， 且在色香味形上得到
了完美的升华。

成品“茶祖三湘红”红茶，选取于每年清
明至谷雨期间，择晴天上午 10 时采摘的原生
态芽头或一芽一叶初展、 一芽二叶初展鲜叶
为原料， 采用 “摊青”、“晒青”、“摊凉”、“初
揉 ”、“发酵 ”、“解块 ”、“初烘 ”、“摊凉 ”、“做
形”、“复烘”、“摊凉”等十一道工序历经 72 小
时精心制作而成。优质的鲜叶原料，独创的加
工工艺，使得“茶祖三湘红”外形条索紧秀乌
润、金毫显露；内质汤色金红明亮，甜花香高
锐持久，滋味醇厚甘爽，叶底红明匀整，具有
“头泡、二泡香高味醇，三泡、四泡香悠甘润”
的独特风格，乃红茶中的极品。

答案四： 茶祖文化，韵味了茗茶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之为饮，发乎
神农氏。 ”世界茶文化源于中国，茶祖神农氏
是世界茶文化的始祖。 千百年来，茶，拥有了
超出它本身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文化内涵，
并发展成为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符号。

相传， 神农氏正是在茶陵县城郊的云阳
山（茶山）上发现茶，开创饮茶之先河。他最先
教茶陵人采茶喝茶， 茶陵人围坐在炎帝身旁
煮茶作歌成了上古美谈。可见，茶陵在人类文
明之初便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名副其实
的“茶祖故里”。

据历史文献记载，茶陵是我国最早开发、
利用茶树的地区之一， 也是茶文化发祥地之
一。 早在 2000 多年前，茶陵就是我国重要的
茶叶产区。 明清时代， 茶陵茶曾成为皇室贡
茶。

遗憾的是，茶陵，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以
茶命名的行政县， 曾在一段时期内的茶产业
却一直默默无闻， 辉煌的过去被历史的尘埃
掩盖了光芒。

茶陵茶，现代以来一直在“寂寞山中独自
长”，甚至连当地人都不甚了解它悠久厚重的
历史与文化，茶祖文化亟待复兴！ 了解这一
现状后，这让以“半个茶陵人”自居的黄成植
立志，要让“千年茶饮 始于茶陵”世人皆知，
让茶陵茶寻回昔日的荣光。

于是，“茶祖三湘红”横空出世。 它让我
们看到了来自茶祖之乡———茶陵茶再次崛起
的曙光。

百花齐放才是春。 以云阳上上万亩有机

茶园为原料，茶祖印象(湖南 )茶业有限公司
还创制了极品绿茶———“茶祖四水绿”、臻品
铁观音———“茶祖五帝香”等系列，正等待着
明年春季与消费者见面。

黄成植说，“茶祖三湘红”，喝的不仅仅是
茶，更是品味茶祖文化。 传承和弘扬茶祖文
化，是每个爱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推
出茶祖系列产品，正因为此。 ”

答案五： 中华神农茶祖文化
产业园， 承载品牌与产品的文化
航母

“文化带动品牌，旅游带动产品”，实现企
业跨越式发展，是黄成植一贯的追求。 “这个
追求要通过打造“中华神农茶祖文化产业园”
来实现。 ”黄成植认为，发展茶叶企业不能就
茶论茶，而要从文化、品牌入手，谋多方助力，
求良性发展。

因为怀揣着“做中国最好的红茶 ”的梦
想， 黄成植一直有打造独一无二的茶文化产
业园的想法。

茶陵优越的地理、气候、土壤条件、千年
的种茶、制茶、饮茶历史，和极其丰厚的茶文
化积淀，具备了打造茶文化胜地得天独厚的
条件———他想把产业园建在茶陵。 这受到了
同样希望“弘扬茶祖文化、振兴茶陵茶叶”的
茶陵县委、县政府的热烈欢迎。

2011 年 7 月 12 日， 茶陵县政府与茶陵
茶祖印象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协议，以“发展中
华茶史，传承茶祖文明”为主题，建设“中华
神农茶祖文化产业园”项目。 该产业园位于
茶陵云阳山，占地面积 1.28 万亩，拟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计划 5 年内分批建造。

到 2015 年，它将发展成为以中华茶文化

基因库———中华茶祖纪念馆、 天下茶人寻根
处， 天下茗茶大观园———茶祖印象文化主题
公园、 全国核心品牌茶叶交易集散地———中
国名茶汇、 全国顶级白金五星级茶会所———
云阳茶庄园、 全国领先万亩生态茶园示范基
地、全国一流现代化茶叶生产加工基地、全国
唯一以茶为主题的高尔夫植物园等为主体框
架，集茶文化传播、茶叶种植与研发、茶叶加
工与销售、茶叶品牌展示交易、茶食品和茶饮
料生产与销售、茶园观光旅游、茶叶度假村等
于一体的产业园。

“中华神农茶祖文化产业园”一经打造成
功，将成为中国唯一、世界第一的茶祖文化产
业园区。 “产业园的成功打造，会大大提高茶
祖文化元素的传播力和渗透力， 从而加强游
客对茶祖系列产品的感知度和接受度， 形成
良性循环。”黄成植认为打造产业园是将文化

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三者相结合，代表了
湖南茶产业未来的前进方向。

这个观点获得了各级政府领导及社会各
界人士认可。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在
“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项目研讨会上高度评
价该项目，称它是“传统茶业一种变革、一种
提升、一种创新、一种深化”、“是一个农业开
发项目，一个土地复垦项目，一个绿色生态项
目，一个文化建设项目，还是一个产业富民项
目和农业产业化建设项目”;株洲市市委书记
陈君文在“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项目现场办
公会上表示“这是株洲市的大项目、好项目，
要作为省重点项目来落实”;株洲市市长王群
在考察项目现场时说 “这将是一个改变茶陵
历史的项目”，并要求株洲市、茶陵县要把这
个项目当成振兴湘茶和农业产业结构转方向
的项目来统一认识、争取多方面支持，坚持政
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开
发模式，积极打造中国茶界的精品工程。

采访中，黄成植董事长一边娴熟地泡茶，
一边话说“茶祖”蓝图：“如今人们越来越追求
健康的体魄和高品质的生活， 相信会有更多
的人青睐茶叶，选择茶叶。茶叶市场必定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他对于茶叶市场的前景很是
看好，“明年公司计划投资一个亿在湖南开设
50 家茶叶直营店，未来五年在全国开 500 家
茶叶专卖店， 并在各省会城市开设高端茶会
所。”他对未来信心十足，“茶陵是好山好水出
好茶的地方，又有厚重的茶祖文化底蕴，再加
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我有信
心让茶祖文化重振雄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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