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张尚武

12月19日，冬晴，悠扬的驼铃声响过长沙
城湘江两岸。从内蒙古草原徒步而来的102峰
骆驼，从容渡过湘江。热情的长沙人举行了盛
大的入城迎接仪式，为长途跋涉了8个月的驼
队接风洗尘。

21日， 驼队将驮上湖南怡清源黑茶离开
长沙，徒步跨越7个省、市、自治区，再改由车
队穿越11个国家，抵达法国巴黎，唤醒“茶叶
之路”沿途被湮灭的历史记忆，在古万里茶道
上为湘茶乃至中国茶叶重新开启亚欧通道。

声声驼铃，
唤醒“万里茶路”

1692年3月， 伊台斯商队从莫斯科出发，
历时1年多，行程1万5千余里到达北京。

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一条始于湖南经
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张家口、内蒙古
呼和浩特、 二连浩特至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
国恰克图市， 最终抵达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
万里商路， 因茶叶贸易而形成并兴起， 史称

“茶叶之路”。
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亚欧大陆兴

起的一条伟大的国际商道。 内蒙古茶叶之路
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认为，早在公元十六世纪，
我国已经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到十七世纪，中
国的砖茶在俄罗斯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
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 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
的游牧民族“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

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两
国之间开展茶叶贸易，之后，茶叶之路开始成为
联通亚欧大陆的桥梁， 两大洲的人民通过茶叶
等商品的交换，使文明得到了沟通与交流。

为纪念这一条亚欧通道， 内蒙古二连浩
特市政府、 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等共同发
起“重走茶叶之路”活动，选择骆驼作为数百
年来运茶西行的象征载体，重走“万里茶路”。

今年4月28日，“重走茶叶之路”活动在内
蒙古二连浩特市启动， 百余峰骆驼从二连浩
特伊林驿站遗址出发， 跨黄河过长江， 经河
北、山西、河南、湖北，南下湖南追溯茶源，寻
找茶叶之路沿途的历史记忆。

驼队在湖南驮上黑茶后， 将徒步行走国
内7省（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内
蒙古），再由驼队转换成车队，载茶行走欧亚

11国（蒙古、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
陶宛、波兰、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
国），跨越亚欧，历时2年，总行程2万公里。

百峰骆驼，
南下“湖湘溯源”

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湖南既是百峰
骆驼南下驮茶的终点， 也是正式开启茶商亚
欧跨越之旅国内7省行进的起点。

绵延万里的古茶叶之路， 当时的主打产
品正是黑砖茶。此次“重走茶叶之路”，南方起
点便是黑茶之乡安化县， 安化黑茶正是万里
茶路上的第一茶饮。

安化黑茶历史悠久， 唐代就有安化黑茶
渠江薄片享誉全国，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作
为官茶被源源不断运往我国西北边疆地区，
清康熙年间，“万里茶道”开启，安化黑茶由此
被万里迢迢运送至蒙古、 俄罗斯等亚欧茶路
沿线民众手中。

由于具有消食去腻、祛牛羊毒、解青稞热
等功效， 且能补充高寒地区游牧民族所缺失

的蔬果营养， 安化黑茶一直以来被西北边疆
少数民族视为“生命之饮”，成为万里茶道上
的第一茶饮。今天的安化黑茶，白沙溪、安化
茶厂等老字号产能提升； 怡清源安化黑茶厂
等新崛起的现代化茶企，推进标准化生产，在
保持黑砖茶传统风味的同时， 接轨国际茶饮
新潮流，开发方便携带、品饮的快消茶，主攻
俄罗斯、蒙古、中亚、欧盟等市场。

11月14日，“重走茶叶之路” 驼队抵达湖
南，相继在益阳、安化、韶山等地完成了“湖湘
溯源行”系列预热活动后，于12月16日开始进
入长沙地区，正式开启“重走茶叶之路湖湘溯
源行”主题活动。该主题活动由长沙市政府主
办，长沙县政府承办，二连浩特市政府、重走
茶叶之路组委会、 湖南省怡清源茶业公司协
办。政府、茶协、茶企茶商及市民共同参与、热
情互动， 奉献出一场别具湖湘特色的中国茶
文化盛宴。

“这对于弘扬湖南茶文化、发展茶贸易、
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千亿茶产业目标，
为湖南茶叶品牌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无疑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骆驼队引领者、怡清

源茶业公司董事长简伯华说。作为“重走茶叶
之路”活动湖南安化黑茶唯一战略合作伙伴，
怡清源茶业公司被活动组委会授权， 作为湘
茶代表，为“重走茶叶之路”系列活动纪念茶
生产商， 并将作为10支驼队的头驼带领百峰
骆驼开启国内骆驼徒步旅程。

此次“重走茶叶之路湖湘溯源行”活动，
包括怡清源、安化黑茶、长沙百里茶廊等在内
的湘茶， 将向世界展示湖湘文化和湘茶品牌
的魅力。 百峰骆驼还将集体巡游长沙县百里
茶廊，并将揭开“中俄万里茶道—长沙市零起
点标志碑”。

中国茶叶，
开启世界茶文化之旅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是中国古老的出
口商品，出口历史悠久，茶叶、丝绸、瓷器曾是
中国三大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中俄茶叶之路在1692年正式成为一条商
道。三百年前，在这条商道上涌现出一批中国
商人走出国门，走向俄罗斯，走向世界，创造

了一种全新的商品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
现在，中国茶叶产量仍旧为全球第一，但

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优势却并不明显。
英国人创建的立顿红茶， 是世界第一大茶叶
品牌，行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在袋泡红茶市
场上拥有高达80%的份额。 英国并不出产茶
叶，而且还是严重依赖进口的茶叶进口国，却
创造了世界第一大茶叶品牌。

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质量的要求不断提
高， 如何让茶叶这个古老的出口商品永葆青
春，怎样才能与国际茶叶巨头立顿分庭抗礼，
成为中国茶界、湘茶业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活动组委会秘书长、 总策划胡明方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重走茶叶之路” 活动旨在提
升中国茶叶的整体国际知名度， 增强中国茶
叶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的话语权， 打造中蒙俄

“茶叶之路”及相关亚欧国家旅游、贸易、文化
交流平台。

湖南道县人胡明方在业内可谓大名鼎
鼎，2005年，他策划云南马帮驮运云南普洱茶
进京，引起全国关注，由此推动普洱茶价值巨
幅拉升，国内兴起一股普洱热。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茶文化
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多年
来一直图谋俄罗斯、 欧盟茶叶市场的简伯华
称， 小小的茶叶承载着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重
任，中国黑茶最大产地安化，理当在“万里茶
路”上再展辉煌。从这个意义来看，此次活动
是扩大湘茶影响力的重要契机。“这是一种神
圣的使命，而我们可以一同见证。”

“重走茶叶之路”序幕拉开后，结合茶路国
内7省的历史文化，沿途将举办“湖湘溯源行”、

“中原老家行”、“慷慨燕赵行”、“晋商天下行”、
“豪迈京畿行”和“草原放歌行”六大主题活动。

更重要的是， 活动不仅还原了茶叶商队
亚欧交通路线，还将茶路延长至西欧腹地，在
古万里茶道的基础上建立起亚欧文化的新通
道。到达终点法国巴黎后，活动组委会将应邀
参加下届“世界茶叶大会”，隆重发布“中国茶
叶宣言”，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茶、了解中国茶。

21日， 驼队在长沙驮上湖南怡清源黑茶
后正式出征，“重走茶叶之路” 将正式开启国
内7省欧亚11国之行。

所有人都在期待，期待湘茶、中国茶能跨
出更大的步伐，打造出国际知名茶叶品牌。

◎责任编辑 李茁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12月7日，桂卫华（前）与助手在中南
大学有色冶金自动化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开展工作。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建国 龙群

冶金自动化
“王者之师司令部”怎么样

在中南大学民主楼一间10多个平
方米的办公室里，北墙满是书柜，南墙
贴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两把旧藤
椅旁堆着几叠厚厚的书本和博士论
文。 这就是我国有色冶金自动化领域
的“王者之师司令部”。走进这里，就走
进了桂卫华的世界。

“我们研究的是一个很窄的领域，
我们这个团队为此坚持了30多年。我
觉得在一线做点实事，平静地过日子，
就挺好了。”桂卫华说。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
的基础原料和战略物资，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迅猛，但
面临着资源、 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
节能降耗减排形势严峻，与国外先进企
业相比，在能耗、环境污染及矿物回收
率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冶炼生产自动
化水平低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我国资

源条件特殊、工况多变，国外技术并不
适合，还得靠我们自己。”桂卫华说。

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中， 人工操作

往往依赖经验，具有主观性和盲目性。
生产自动化，好比先调教机器，然后让

操作稳定的机器替代人工
干活。然而，流程长、工序
多，涉及的物质、能量转换
和传递十分复杂， 实现有
色冶金自动化谈何容易！

“一定要依靠自己的
科技力量提升我国有色冶
金自动化技术水平”。怀着

这份梦想，1981年， 刚30出头的桂卫
华,作为中南大学改革开放后招收的首
届硕士研究生留校任教， 也从此开始
了漫漫研究路。

搞研究，
脑袋“冻”在了电路板上

有色冶金企业的生产环境恶劣、
危险性高， 但桂卫华一次次奔赴现场
长期蹲守。“90年代初期， 桂教授在做

‘洛铜’750� mm冷轧机控制系统项目
时，由于可利用的信息匮乏，为了能成
功复现一套完全引进的系统， 他自己
去现场测绘电路，因为近视严重，加上
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路板， 使得旁人

乍一看好像脑袋‘冻’在了电路板上似
的。”在团队成员脑海里，那一幕已经
永远定格。

“我们团队初建时，成员只有10人
左右，各方面困难重重。之所以能走到
今天， 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为了梦想
的共同坚守。 我以成为这个团队的牵
头人而自豪！”团队，让桂卫华充满豪
情。今年9月，他领衔的“复杂有色冶金
过程控制理论、技术及应用”创新研究
群体， 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
的全国唯一的有色冶金自动化领域研
究群体。

铜冶炼技术跃世界先进行列
为了共同的梦想，30余载的卧薪尝

胆，桂卫华团队在有色冶金过程控制的
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业应用方面取
得了系列突破，建立了复杂有色冶金过
程智能建模与优化控制理论及方法，形
成了以智能优化方法为核心的有色冶
金过程控制技术，成功应用于铜、铝、铅、
锌等有色金属生产过程，取得了显著的
节能降耗效果和经济社会效益。研发的
铜冶炼自动化关键技术，促进了我国铜
冶炼的技术水平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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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起湘茶走世界
———“重走茶叶之路”驼队湖湘溯茶源

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建国 龙群

在猪的肠道里“安营扎寨”30多年
“湖南有7000多万人， 养了7000多万头猪。

我追求的，是如何让猪饲料高效安全地转化为蛋
白。” 在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禽健康
养殖中心，该所研究员印遇龙告诉记者。

30多年来， 印遇龙在猪的肠道里“安营扎
寨”，从分子水平研究猪的“吃饭”问题，其研究成
果目前已推广到全国15个省80多家企业，这些企
业累计新增产值410亿元， 产生社会效益176亿
元，打破了外资企业垄断我国饲料高端市场的格
局。 他所在的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已
成为国际同行的研究与交流中心。

就像人吃食物一样，并不是吃进多少就能吸
收多少，猪饲料回肠消化率是判断猪饲料营养吸
收状况的关键指标。1987年， 印遇龙回到长沙继
续研究。在国际上首次系统测定了40种猪饲料原
料养分回肠末端消化率，建立了生长猪氨基酸需
要量的数据库。这些研究成果已被收入国内外饲
料库并广泛应用。

打败“瘦肉精”、“抗生素”，
让猪绿色快生长

为什么饲料的蛋白质转化率低呢？印遇龙团
队穷追不舍，发现了“捣乱者”。原来，饲料中水溶
性非淀粉多糖是造成内源氮分泌增加的主要因
素， 而猪粪中75—95%的氮来源于内源性氮尤其
是微生物氮，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氮造成了饲料
蛋白质转化率低，蓄积在粪便中污染环境。如此
一来，非淀粉多糖水解酶可充当“克星”。印遇龙
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畜禽低氮低磷排放环境安全
型日粮技术，被国内外企业广泛应用。

打败“瘦肉精”、“抗生素”，在猪的身体里掀起
绿色生长高潮。这个梦，印遇龙一做就是10多年，
直到2009年以世界首创的成果圆梦。 价格昂贵的
L—精氨酸具有重要的生理、代谢、营养作用，若用
于饲料添加，可确保人畜安全。但如何得到便宜的
精氨酸呢？印遇龙团队历经多次实验，终于以便宜
的味精为原料合成出了价格仅为精氨酸十分之一
的精氨酸生素， 添加到饲料中与猪体内的精氨酸
分解酶结合， 便生成了让猪能吃快长腹泻少的精
氨酸，并且没有抗生素和兴奋剂残留。

砂子岭、宁乡猪将吃保健品
“砂子岭、宁乡猪等优良品种好吃但长得慢，

我们打算将它们与国外的优良猪品种进行杂交，
添加中草药、茶多酚等保健品，在保留独特风味
的同时提高生长速度， 可缩短一半时间出栏。目
前，已进入了中试阶段。”印遇龙向记者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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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 百峰骆驼驮茶队伍入城。 当天， “重走茶叶之路———湖湘溯源行” 百峰骆驼入城迎接仪式在长沙市岳麓区三汊矶大桥下举
行， 从而拉开了在长沙站的系列茶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宋君强：军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主创者

桂卫华：梦牵有色冶金自动化

11月1日， 工作中的宋君强。
通讯员 摄

本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于冬阳

“宋君强被评为中国工程院环境与
轻纺工程学部院士！”12月19日，国防科
大师生为这一喜讯兴奋、自豪。大家感
到宋君强研究员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名至实归， 由此激发起学习宋君强、献
身国防科技的浓厚热情。

宋君强1962年7月出生在宁乡县，
1986年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共
党员，现为该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
是我国数值天气预报和高性能计算专
家，军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的主要
创建者。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
学院软件研究所所长， 银河/天河高性
能计算机副总设计师，863主题专家组
和总装军事气象水文技术专业组专家。

宋君强长期工作在军用数值天气
预报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制第一线，先后

负责完成20多项国家和军队重大重点
科研项目，突破了制约我军数值天气预
报准确率提高的系列核心关键技术，解
决了数值天气预报利用国产高性能计
算机的高效并行计算难题。

“九五”期间，作为技术负责人，他
负责研制的军队重点项目“第一代军用
数值天气预报系统” 和空军重点项目
“空军航空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
一期工程”， 填补了我军中期数值天气
预报业务的空白。

“十五”期间，他主持研制的海军重
点项目“全球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
和二炮重点项目“边界层高分辨率数值
天气预报系统”， 解决了海军和二炮气
象保障的急需。

“十一五”期间，他主持研制了军队
重点项目“第二代军用数值天气预报系
统”。

这些系统先后在总参、海军、空军、

二炮等单位投入业务运行，预报产品成
为全军各级气象保障单位日常天气会
商、预报保障的基本依据，在部队日常
训练、重大军事行动和国防科学试验等
任务气象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
地提高了我军精细化气象保障能力。

近年来，宋君强担任多项临近空间
环境预报技术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围绕
开发利用临近空间对大气环境保障的
新需求，解决了全球临近空间———对流
层一体化预报模式和大气观测资料再
分析等关键技术，初步将我军气象保障
范围由传统对流层拓展至临近空间中
下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宋君强先后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
1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3项。
2001年获 “中国青年科技奖”，2002
年获“求是”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12月7日，印遇龙（右）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
所实验室进行气体分析。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12月19日， 中国工程院对外公布2013年
新当选院士名单，我省3位专家名列其中，他
们是中南大学桂卫华教授、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宋君强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印遇龙研究员。 这是我省历史上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最多的一年， 是我省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
成就。为展示新增选院士的风采，本报记者走
近他们，采写了3篇人物通讯，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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