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优势 “景”上添花
——— 访湖南省雪峰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邓辉

杨玉菡

湖南省雪峰山生态茶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茶叶生产企业， 位于桃江、

宁乡、安化三地交界(安化黑茶地标

原产地 37 个乡镇之一) 海拔 700
余米的雪峰山脉，这里终年云雾缭

绕，雨水充沛，昼夜温差大，远离污

染，特别适宜茶树生长。 公司前身

为湖南省桃江县雪峰山茶叶试验

场，始建于 1958 年。 (上世纪七十

年代，雪峰毛尖为湖南省委接待用

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喜爱雪

峰毛尖，有个时期名称为“特制雪

峰毛尖”，就是专为他特制。 )
公司坚持以诚信为本，以科技

立园；坚持以创新开拓、苛求质量，

诚信服务为经营理念；坚持以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与湖南农业大学

“联姻”。 特聘施兆鹏、刘富知、尚本

清、徐仲溪、周跃斌教授为公司的

常年技术顾问，以湖南农业大学的

先进生态理念发展雪峰山生态茶

业，并以湖南农大科研成果、技术

力量为后盾，发展优质产业，打造

知名品牌。

■ 诚招各级代理经销商
联系地址：长沙高桥茶叶城 11

栋 9 号雪峰山生态茶业

电话：187737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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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湖南省雪峰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杨玉菡

湖南省的主要山脉雪峰山脉，自西南向
东北，经安化、桃江，在望见洞庭湖的地方，
明显平缓下来。 其余脉在安化、桃江、宁乡三
县交界处， 有五座海拔 700 米左右的高山，
呈梅花状，山上冰雪期明显长于同类海拔的
山峰。 千百年来，是三县有名的“神山”，传说
是王母娘娘夏天来避暑的地方。 从宋朝起，

山上就有著名的王爷庙，庙里供奉的是玉皇
大帝和王母娘娘。

近两年，微信和网络广为流传的“中国
最值得茶人去的十大茶山”，其中就有“雪峰
山”。 这， 就是富有神秘色彩的“雪峰山茶
场”， 湖南省雪峰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的大
本营。

● 1972 年：全国茶叶生产现场经
验交流会在桃江县召开，“雪峰山
毛尖”获评湖南十大名茶。
● 1997 年：“雪峰毛尖”被评为湖
南省第四届“湘茶杯”金奖。
● 2002 年：“雪峰山”牌雪峰毛尖
（绿茶）获“中国湖南第四届（国际）
农博会最畅销产品奖”。
● 2003 年：“雪峰山”牌雪峰毛尖
（绿茶）获“中国湖南第五届（国际）
农博会金奖”。
● 2009 年：在中国（益阳）首届黑
茶文化节上，“雪峰山”牌原生茯砖
茶获金奖，“原生黑茶”获优质奖。
● 2012 年：在中国（益阳）第二届
黑茶文化节上，“雪峰山”牌天尖获
银奖。
● 2014 年： 在 2014 年秋季中国
（广州） 国际茶叶博览交易会上，
“雪峰情怀” 安化黑茶、“原叶手筑
茯茶尊品”安化黑茶双双获得名优
茶叶质量评比大赛金奖。

雪峰山茶叶获奖简介

● 2003 年：获湖南省消费者信得
过品牌
● 2004 年： 无公害茶叶种植推
广，被国家科技部选入国家星火计
划项目，编号 EA770016
● 2013 年：“雪峰山”牌商标获湖
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所获荣誉

1970 年，时任桃江县委书记沈瑞庭，指导雪峰山茶人研制创立了“雪峰毛尖”，因
为品质优良，后来成为湖南省委接待用茶和中央首长接待用茶。 图为公司董事长邓
辉（左）看望湖南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沈瑞庭（右）老人时留影。

公司总经理邓升彬陪同广州客人在
公司考察。

韩国商人芮豪俊在冰冻天爬上 500 米雪峰山茶园观光。

12 月 12 日，山东鲁商集团总经理、山东药学院院长凌沛学一行，在益阳市政府领导陪同下，
专程到雪峰山茶场参观考察。 近年来，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客商，慕名来者无
数，大家都说，这里，真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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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来益阳采风的艺术家在雪峰山茶场观光。

“小而优，优而美。 ”谈及湖南省雪
峰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公
司董事长邓辉说出了这样六个字。

在他看来，近年，益阳茶业崛起过
快过猛，“质”虽名震天下，“势”却未成

气候，格局尚未全部打开。 如此，现在
益阳茶业纵然强手很多，经济实力称不
上强大的雪峰山茶业公司，却后发之势
明显。

能不能把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融入到每
一片小小的茶叶中？ 能不能使所产的茶叶都
达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标准？ 这，是茶人
的一种理想，也是茶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实力，也需要缘
分。邓辉觉得，他与茶，是有缘分的。25 年前，
从走入社会起，他就吃茶业这口饭；20 多年
奋斗，他有了一家好公司、一座好茶山、一个
好品牌名，他的飞天之梦就在眼前。

这几年，黑茶声名远播，人们从追求好
产品，到看重“好山头”，名山茶、有机茶，成

了最集中的目标。 邓辉也发现，在人们看重
“好山头”的今天，“雪峰山”茶叶名声响了，
优质茶叶鲜叶原料供给矛盾也就此显现出
来。 为保证产品品质，公司连续实施茶叶鲜
叶基地“一条龙”项目，着力加快生态高效
茶园建设，努力建设好“第一车间”。 修建机
耕路、开挖排水沟；设置防护林、栽植绿化
树……通过对茶园进行茶树良种更补、基
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保“一条龙” 模式改
造，公司精心铸造茶叶“第一车间”，保证高
品质原料的供给。 去年起，韩国、日本的茶
商，海南、山东的茶商，都跑到雪峰山坐等
茶叶。

法则一 打造“第一车间”

“如果生态能恢复 50、60年，我们的茶园
环境、产业就能前进 50、60年。生态茶园就是
在未来，为今天被钢铁、黑烟、疾病、焦虑、繁
忙所困扰的世人，造一个宁静的港湾，让人们
的心灵有一个可以憩息的精神家园。 ” 邓辉
说，雪峰山茶场不仅能产出优质的茶叶，还能
为世人筑造一片精神栖息的高地。

成竹在胸，邓辉已计划打造生态茶园观
光游乐新路，走茶旅一体化之路。

根据生态茶园建设技术规程的要求，邓
辉采取茶—林模式、茶—果模式、茶—药模
式、茶—花模式等进行改造，结合当地实际
和农户意愿选择野生樱桃、三丫果、香椿等
本地树种和沉香、八角、杜仲、厚朴等药材，
以及名贵花草、时令水果，按比例在茶园中
布局，仿建茶马古道，在茶山建设茶文化山
庄，开展小型度假山体验，为喜好登山、品茗
的游人，在远离喧嚣的茶园提供一处悠游之
地。逢采茶时节，还可自己动手劳作。口号就
是：原生态，大家爱！

法则二 茶旅一体化

云雾罩，烂石地，产“宝贝”
高山云雾出好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

砾土，下者生黄土”。 云雾罩，烂石地，是雪峰
山茶园的最大特征。 雪峰山宜种茶、出好茶，
是业界公认的。 这里环境优越，山水灵秀，雨
量充沛，溪峪蜂谷间常年云雾蒸腾，空气清
新湿润，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为茶叶的生
长发育、生理生化过程提供了绝好的自然条
件，具有无可复制的地理属性。

有宝地，也要有心人精耕细作，才可开
好花、结好叶、制好茶。 湖南省雪峰山生态茶
业有限公司便是那有心者，它凭着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该公司产品原料， 均出自海拔 500 至
700 米的雪峰山茶场———这家有着 50 多年
历史的国有茶场， 连片茶园面积达 2000亩，
从历史最久、连片面积最大、整体海拔最高、
土壤烂石最多等几个方面看， 是益阳市的茶
场之最。 几年前，湖南农业大学已将国家星火
计划的“无公害优质茶种植技术推广开发项

目”落户在此，是一个经典的有机茶基
地。基地通过了国际 IMO认证机构有
机茶认证、中国绿色食品中心华夏有
机认证和绿色 AA 级认证， 被科技
部确定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夯实了基础，公司还请来湖南农
大的刘富知、尚本清、周跃兵等教授
及桃江农业局高级农艺师高大可等专
业人才， 对茶叶品种进行改良优化，公
司黑茶和绿茶年产量提升到 800吨。通过
专家们的努力，公司研制出了雪峰毛尖、春芽
等高档绿茶和系列有机黑茶等名优珍品。 上
世纪七十年代， 国家有关部门对雪峰山茶叶
做全面检测， 发现雪峰山茶叶中含有 500多
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尤其是氨基酸含量和
硒铁磷锌镁等矿物质含量，为湖南茶叶之首。
雪峰山茶抗癌、抗辐射、预防心脏病，强身、降
压、美容等作用明显。

有资源优势、科研成果、技术力量为后盾，
湖南省雪峰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致力打造高
山生态茶、天然保健茶，品牌发展步伐在加快。

这茶园，那些事，有点“牛”
有一座山，因雪得名，因茶闻名。
民国初年， 一张姓福建武夷山茶人，带

着老小，寻到桃江、安化、宁乡三县交界的雪
峰山，在山上扎茅棚、开茶园，并将有野生茶
树的山租下来，砍杂树，留茶树。 当地人一直
不解，这个外地人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种
茶，图个啥？ 直到抗战前夕，福建张种茶做茶
十多年，挣了八百块光洋，准备回福建时，他
告诉人们：他连续做过三次同样的梦———一
个老奶奶请他到益阳的雪峰山种茶，不但能
挣到八百块光洋，还能避开一段灾难。

他说：“现在回头一看，这十多年里，家乡
发生过几次战争， 我也真的有了八百块光洋
了。 我现在回福建了，茶园就交给你们了。 这
是子孙后代的摇钱树，要好好照顾它们啊。 ”

1958 年，毛主席指示：以后山坡上要多
多开辟茶园。 桃江县最大最早的国营茶园就
定在了雪峰山。 当年为建成高标准茶园，周边

几个公社八千劳力，冒雪砸石头，砌梯土，情
绪高昂。 当时的报纸电台，都表扬雪峰山人最
听毛主席的话。 当然，多年前那个福建茶人的
嘱咐，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美丽的种子。

国营茶园建成十多年后，雪峰山茶走进
了湖南省委办公大楼， 后又进了中南海，成
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最喜爱的茶。

1972 年，全国茶叶生产现场经验交流会
在桃江县召开，“雪峰山毛尖”获评湖南十大
名茶。 1997 年，“雪峰毛尖”被评为湖南省第
四届名优茶金奖。 2002 年，“雪峰山”牌雪峰
毛尖（绿茶）获“中国湖南第四届（国际）农博
会最畅销产品”奖。 2009 年，在中国（益阳）
首届黑茶文化节上，“雪峰山” 牌原生茯砖
茶，获得金奖。雪峰山茶声名鹊起。雪峰山茶
场的 2000 亩茶园，从上世纪起，就是湖南农
业大学茶学系的生态实验基地和学生实习
基地。 现在，雪峰山绿茶和黑茶，在市场上一
路被看好，上山求茶的人越来越多，带动了
周边山民自有茶园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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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雪峰山生态茶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