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祝贺 2015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9月 18-20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015年8月26日 星期三16 专 题
2015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十大杰出制茶师、十强专业合作社”风采展（七）

主 办 单 位
省茶业协会
湖南日报社

在湖南， 有一批这样的老茶人： 他们爱
茶，推广茶，并带领企业把当地的茶产业做大
做强，一辈子事茶。

他们如今也许已到了古稀之年， 可因为
茶，他们依然到处奔走，为茶产业的发展出谋
划策，身体力行。

他们是茶业界里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精
神可歌可赞。

近日，我省茶叶“十大杰出制茶师”名单
新鲜出炉，在这一组名单中，就有一位事茶近
50 年的老茶人周长树。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他，聆听他的故事。

金井茶厂发展的领路人

7 月 31 日，在长沙县金井镇金井茶文化
交流展示中心我们见到了这位杰出制茶师周
长树。

高高瘦瘦，颧骨突出，但精神矍铄，中气
十足。

“欢迎你们来到金井，请先喝一杯金井茶
吧。 ”热情好客的茶人秉性表露无遗。

得知我们的采访意图后，62 岁的他拿出
手机，要互加微信，他说可以把一些相关的资
料用微信传给我们。

“没有想到周总还这么时髦啊，年轻人的
玩意，你玩得这么溜。 ”一旁的省茶业协会副
秘书长黄韬打趣道。

周长树却笑着告诉我们， 茶人的心是永
远年轻的。

而采访也就在笑语声中开始了。
周长树告诉我们，他出生地就在金井，自

小与茶为伴，受祖辈熏陶，对制茶有着浓厚的
兴趣，高中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在生产
队任政治指导员， 随后任长沙县金井镇铸造
厂厂长、保温材料厂厂长。

那时，成立于 1958 年的金井茶厂，原本
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茶厂经营得红红火火，金井茶在全国名噪
一时。

然而，市场经济大浪袭来，金井茶厂没有
跟上时代的步伐，依旧沿袭着过去的经营、管
理体制。 到九十年代末，企业管理混乱，年年
亏损，甚至濒临破产边缘。

当时， 任金井乡农科村党支部书记的周
长树临危受命， 出任困难重重的金井茶厂厂
长。

“别人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你怎么
愿意呢？ ”

“因为我从小喝着金井茶长大，怎么能让

金井茶厂就此没落呢？ ” 看到我们眼里的疑
惑，周长树如此回答道。

接手后不久， 周长树就在金井茶厂上演
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大戏———在长沙县
委、县政府改革改制的号召下，实现了由集体
所有制企业向民营股份制企业的转变。 金井
茶厂也成为金井镇第一个实现民营企业改制
的集体企业。

2004 年，湖南金井茶业有限公司应运而
生。

在老旧体制轨道上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
金井茶厂，践行了它如凤凰涅槃般的重生！

随后，在周长树的带领下，金井茶业重新
焕发出勃勃生机， 发展成为湖南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湖南省小巨人企业、中国茶叶
行业百强企业、 长沙市四大千亿产业集群入
围重点企业。

2014年，金井茶业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52
亿元，发展订单茶园 8万亩。下辖 6个加工厂，4
个分场，12个工区，年加工能力 7000吨。

长沙绿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虽然公司大量的行政事务置身， 可周长
树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制茶手艺。

每年春茶期间， 他总会在茶厂用传统手
工制法做一些茶叶送给朋友品尝。

得知他今年 7 月份被长沙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长沙
绿茶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近日又获
评为了 2015 湖南茶叶“十大杰出制茶师”，我
们提出希望他可以现场用手工为我们制作一
些茶叶。 没有想到周长树欣然接受。

在金井茶业公司的制茶车间， 刚好有一
批采摘回来的鲜叶摊开在篾晒垫上， 已经萎
凋好了。

周长树介绍：“摊青要自然萎凋 6 个小时

左右，使茶叶的香气慢慢地散发出来。 ”随后，
他把萎凋好的茶叶倒进炒茶锅内翻炒， 使茶
叶均匀受热。

“杀青中手工操作力度要适度，绿茶的形
状、香味，都与杀青紧密相关。 ”

他告诉我们，在铁锅中杀青炒制，温度和
揉捻力度决定着绿茶的品质。

出锅后，他把茶叶放在篾盘上散热，同时
用双手在篾盘上反复揉捻催香， 再回到炒锅
中， 双手采用不同的花式和力度让茶叶干燥
成型，当茶叶达到八成干时开始提毫，使芽条
相互摩擦去掉白毫。 最后让木炭充分燃烧后
将茶叶均匀放在焙笼上足火提香， 每翻动一
次，都飘来丝丝清香，沁人心脾。

而这个摊青的过程， 需耗时 6 个小时左
右。

“手工制茶，炒锅温度的高低、炒制时间
的长短都是凭经验完成， 这关系到茶叶的口
感和香气。 ”周长树的徒弟，金井茶厂负责人
周宇说：“炒茶的境界没有定论， 每一位手艺
人炒出的茶，都不会与第二个人相同……”

而 12 岁就开始在自家作坊炒制绿茶的
周长树对从摊青到杀青，散热后再揉捻，烘干
后揉制再烘干， 到最后提毫提香这套代代相
传的绿茶工艺， 他说他闭着眼睛都可以做出
来。

多年来， 经他炒制的绿茶泡出的茶汤色
彩自然，清香扑鼻，令人回味悠长。

金井茶文化展示中心的代言人

本可以功成身退，安度晚年了。 可周长树
没有这样选择。

已经 62 岁的他依然奔走在茶业界，不
过，他不再是简单的做茶，他做起了茶文化旅
游。

2012 年，他大手笔投资兴建了一座茶文

化交流展示中心， 今年五月份该展示中心正
式开门迎客。

对于这个选择， 周长树这样解释：“茶叶
是金井镇的传统产业，‘金井白露’ 更是久负
盛名，在明朝时已成为贡茶。 而且绿茶的手工
制茶技艺已传承了上千年， 现在金井山区还
遗留着一条茶马古道。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金
井茶，提升金井茶的知名度，我提出了将茶产
品和茶文化结合，按照休闲旅游、亲子体验的
模式，打造以生态茶园为主体、以人文景观为
依托、以茶文化为核心的茶主题公园，带动第
三产业的发展。 ”

在茶文化交流展示中心，我们看到，游客
既可在这品茶，也可以观赏手工制茶、制茶工
具、机械及其他农产品。

而周长树自己， 则每天都会在茶文化交
流展示中心做免费的讲解员， 为过来参观的
游客讲茶文化，讲金井茶的历史，讲喝茶的好
处……

他说，如今，金井已不仅仅是茶业生产基
地， 而是打造成为了一个茶叶产业的全产业
链，建有茶文化公园、茶文化旅游景点，游客
可以在这里骑行茶马古道，徜徉美丽茶园，品
味特色茶宴，采摘柔嫩鲜叶，尽享茶的种种乐
趣。

在这位老茶人的眼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
颗永远不老的心，一份对茶产业浓浓的感情。

2015湖南茶叶“十大杰出制茶师”

人物名片： 周长树，1953 年

11 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金井

镇 ，汉族 ，高级经济师 ，中共党

员。 现为湖南金井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全国茶叶流通协会理

事、 湖南省茶业协会常务理事、

长沙市茶业协会会长、长沙县第

十四届人大代表，长沙绿茶制作

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曾先后

荣获 “全国扶贫先进个人”、“湖

南省劳动模范”、“湖南茶业十大

杰出人物”、“长沙市优秀农民企

业家”、“长沙市新农村建设致富

带头人 ”、“中国乡镇企业 30 年

功勋企业家”等荣誉。

周长树：一位有故事的绿茶技艺传承人
张福芳

有“世外长沙、绿茶天堂”的金井，北抵平
江、南倚长沙、西接汨罗、东连浏阳，曾是首届
长沙县政府驻地，素有“小长沙”的美称。

这里的十里湖面、百年古井、千年古寺、
万亩茶园等生态人文景观享誉三湘， 让人流
连忘返。

国家级生态镇、省茶叶专业乡镇、省安全
示范乡镇、 湖南乡村最佳自然生态休闲旅游
目的地、 湖南省首批最具民生幸福感乡镇
……这些荣誉，对于这座小镇来说，是实至名
归，是恰如其分。

今天，当金井摘得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
佳示范乡镇”的桂冠时，激发了我们想要一睹
其风采的好奇心， 所以， 我们迫不及待地来
了，来品味这茶乡小镇的万种风情。

龙头带动 提升金井茶品牌

从长沙城区出发，不到一个小时，耳边的
喧嚣就变成了风声，高楼大厦被山间田埂，一
片片的茶园所取代。

早就听说过“浙有龙井，湘有金井”，来到
金井， 第一件事情， 肯定是先去喝一杯金井
茶。

在金井茶业文化交流中心， 却早已泡好
了今年春天的金井茶，喝上一口，一股浓浓的
茶香在口中萦绕，“金井茶名不虚传吧？ ”一旁
的省茶业协会副秘书长黄韬笑着说道。

是啊， 在这秀美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茶
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吸收天地雨露，精心
制作，怎能不好喝呢。

“我们金井，地处山区，山多田少，气候、
土壤都十分适合种茶。 ”金井镇老茶人周长树
告诉我们， 新中国成立前金井地区家家户户
种茶，现在金井山区还遗留着一条茶马古道，
绿茶手工制茶技艺已传承了上千年。 2012 年
金井茶厂长沙绿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全省首个农业部“茶叶标准
园”也花落此地。

可金井茶品牌的打响， 有两家龙头企业
功不可没。

一家是“湘丰集团”，该集团是中国自有
无性系优质茶叶种植面积最大的茶叶加工企
业， 引进有世界上第一条全自动化绿茶炒青
生产线和绿茶精制、包装生产线，开创了湖南
茶叶加工标准化、清洁化、自动化的先河；一
家是在当地有几十年历史的金井茶厂， 曾荣
获我省第一个中国驰名商标， 在茶叶关键技
术领域取得多项专利。

2014 年两家企业总产值达到了 16.8 亿
元，出口创汇 1000 多万美元，直接或间接带
动从业农户达 25 万人， 金井茶产品远销欧、
俄、中亚、东亚等国际市场，茶叶产业已成为
金井的富民产业，支柱产业。

以茶为媒 带火乡村休闲游

从茶的思绪中醒来， 我们提出要去看一
看金井的茶园，金井的美景。

沿着平整的乡村公路，满眼的翠绿，深呼
吸一口，顿时神清气爽，湘丰茶·旅游度假中
心几个大字跃入眼帘。

“茶产业是我们金井镇支柱产业和特色
产业，目前我们拥有茶叶基地 4.5 万亩，茶叶
产量 2.6 万吨。基础虽好，但只是单纯的‘卖茶
叶’，形式单一，产品附加值、科技含量不高。 ”

“在长沙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我们打
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引导企业将‘茶园’向‘景
区’转变，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条，才有了今天
的湘丰茶·旅游度假中心。 ”金井镇分管领导
告诉我们。

在介绍中， 车子已经穿行在湘丰万亩茶
园基地。 经过修剪后的茶树，整齐划一；自行
车赛道如龙一般在茶园蜿蜒穿行； 茶文化体
验中心、茶叶采摘区、鱼塘、综合楼……排列
有序，与茶园相得益彰。

继续前行， 总能看到不少的茶农在茶园
劳作，不少游客在茶园骑行、休闲。

“前面就是金井万亩有机茶惠农核心示
范基地了， 该基地由省茶业集团和金井茶业
公司合作运作，基地集各种自动喷灌系统、机
械化作业、自动化采摘、茶园物联网等技术于
一体，还配套了一个茶叶加工厂，力图打造一

个全国最高标准的设施化茶园。 ”
而这块茶园，除了规格高，风景美以外，

还可以带动不少茶农致富。
金井镇分管领导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

说，如果这块现代高标准有机设施茶园，按每
户种植 5 亩计算，将直接带动农户 200 户，辐
射周边一万亩茶园； 间接带动农户 2000 户。
每亩茶园产值按 1 万元算， 可为当地农民增
收 1 亿元。

这一组数据让我们感到振奋， 更值得期
待。

原来， 正是在长沙县委、 县政府的指导
下，金井镇不断延伸茶产业链，实行“接一连
二”，2014 年， 位列中国茶叶产业第六位的湘
丰集团已推出行业内首条红绿茶兼用全自动
生产线，研制出六轴炒茶机器人，湘丰茶机异
军突起；“连二进三”， 推动优质生态产业和以
茶为主题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有机结合，打造

“茶园———虎园———家园”的精品旅游线路，集
中推出骑行、采茶、吸氧等特色活动，极大地聚
集了小镇人气，提升了茶乡名气，乡村休闲旅
游成为该镇新的文化坐标和经济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 湘丰山庄旅游销售额突破
1200 万元，以茶产业为龙头的现代农业生态
游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预计 2016�年，来金井
镇旅游的游客可达 30 万人次以上， 届时，金
井的美丽茶园、 青山绿水， 就能生出更多的

“金豆子”，造福更多金井人。

集中发力 打造最美茶乡小镇

而在金井镇的规划图上， 大手笔的还有
不少。

自 2012 年 9 月该镇成为长沙市城乡一
体化建设中心镇以来，镇党委、政府按照“建
设湖湘风情的乡村都市， 打造独具魅力的茶
乡小镇” 的总体定位， 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

3 年时间内，已累计投入 4.8 亿元，启动
了金井大道、白石洞水库、石壁湖、自行车赛
道等 37 个重点项目建设。 目前，已完成了金
井大道、金开线提质改造等交通设施配套，29
公里自行车骑行道等产业配套， 石壁湖成湖
工程、集镇污水主管网等城镇配套。 为拓宽融
资渠道，实现镇域滚动开发，该镇还紧跟国家
开发战略部署，以 PPP 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共
同开发建设金井“茶乡小镇”。 现在，已进入实
质实施阶段， 在今后三年内将实现有效投资
6.9 亿元，预期将带动社会投资 15 亿元。

金井镇分管领导自豪地告诉我们， 再过
三年，金井镇 6-10 平方公里“乡村都市”的基
本轮廓将出来，届时，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将大
幅提升，产业发展更具竞争优势，整体城乡融
合水平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山水茶城生态贸易区，茶文化展示交流
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石壁湖休闲区……”在
金井大道悬挂的规划图面前， 我们仿佛看到
了一座即将呈现的“宜居宜业、精致精美、人
见人爱”的魅力茶乡小镇。

可现在先不急，如今的金井，依然是被众
多游客誉为“美得仅次于天堂的地方”。 这里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满眼都是成片的茶园；
这里灰墙黛瓦、山泉潺潺、炊烟袅袅、茶香萦
绕……

2015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

金井：茶乡小镇的万种风情
张福芳

茶乡小镇金井规划图

茶山骑行乐趣多。 郑贝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