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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建筑商，
却因一份兴趣转行茶业，成了石门银
峰发展的主力军、护牌人；

一位市级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却
因一种情结开荒种茶，带领山区百姓
趟出一条脱贫致富路。

他叫马杰，中茶·武陵绿石门茶
叶产业园法人，市级龙头企业湖南楚
韵茶业公司董事长，全省科普示范基
地龙池河茶叶合作社理事长，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湖南省茶叶协会、湖南
省茶叶学会理事，2014 年度湖南茶
叶十大新锐人物。

他身份很多，却只称自己是个茶
叶人；他不善言辞，聊起茶来却头头
是道。 他说，茶叶是他的梦想，是石
门百姓致富的“金叶”。 作为一个石
门茶人， 他的使命就是用好这片叶
子，造福一方百姓。

茶山寻梦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地方”

与一般“茶老板”以茶谋生不同，
马杰种茶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理想。

2003 年， 在建筑行业已经闯出
些名堂的他，因为兴趣转行茶业，创
办了楚韵公司。 虽然不是“科班出
身”，他却凭借勤勉好学、诚信经营辟
出了一片天地， 在业内赢得了好口
碑，“楚韵茶业”销售不断走高。

“要是能有自己的有机茶叶基
地， 在店里卖自己的产品该多好。 ”
马杰一心想要走得更远。 为了心中
更广阔的天地， 他跑遍了石门县 7
个产茶乡镇，多方比较、考察，最终选
择在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的龙池河村办合作基地。 他以订
单形式向当地种植大户收购鲜叶，并
积极寻找新的“茶源”。

村支书得知他的想法， 便对他
说：“你是个干实事的人。 山上愿不
愿意搞？ ”

村支书说的“山上”，是指八峰山
上海拔高一点的位置。 那里原本是
享誉海内外泰和合“石门宜红”的发
源地，后来因为茶产业的衰败，基本

已经荒废。 山上基础设施差，上山只
有一条狭窄陡峭的泥巴路。 上去一
趟，要走两个小时。马杰一听心动了，
立刻找来专家一起上山考察。

“正北纬 30 度， 平均海拔 900
米左右，土壤肥硕，茶林相间，生态极
好。 非常适合种有机茶。 这就是我梦
想中的地方！ ”马杰特别振奋。

不过，另一方面，山上老百姓生
活条件的艰苦，也让他为之震动：“没
想到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因为交通
不便，没有种植经济作物，八峰山上
大部分家庭无稳定收入来源，只能靠
青壮年外出打工。老百姓住的是老旧
的木板房，下山靠的是两条腿。 村里
四头骡子， 生活物资就靠它们运上
山。

那一刻，马杰下定了决心，一定
要建有机茶园：“这不是我一个人的
事，还关系到当地老百姓生活环境的
改善。 ”一种湘商“达则兼济天下”的
情绪，在马杰心中暗暗涌动。

浇筑心血
“种茶不是为了我一个人”

关于怎么建茶园，马杰的思路很
清晰：成立合作社，请老百姓入股。既

能保证种植的质量，又能带着老百姓
一起致富。 可这个想法，在第一次村
里开会时就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种苞谷、红薯每年还能赚点，种
了茶叶头三年只投入没收入怎么
办？ ”

“搞合作社是好，但是我们拿不
出那么多钱入股。 ”

……
面对这些质疑声，马杰耐心地讲

道理、 做工作。 他多次找村民开会，
一开就从早上开到下午两三点。“那
时候也有点打退堂鼓了。 ” 马杰说。
可看到这片贫困的茶山，他又坚定了
信念：“总要有人改变这里。 ”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马杰的努
力下，2013 年 5 月，龙池河茶叶合作
社成立，首批入社茶农 107 人。 担任
理事长的马杰，多方奔走，请专家考
察指导、请政府支持修路、筹措资金
扩建茶厂……有村民反映种茶缺资
金、缺技术，他出资免费请大家出去
参观、学习；把县农业局、茶叶办专家
请进来培训、指导；无偿为大家提供
茶苗、有机肥料。

2013 年冬天， 龙池河茶叶合作
社的第一批茶苗种上了八峰山，为了
呵护好这批幼苗，马杰每天上山带领

村民种茶。 有时天黑了，才拿着棍子
摸黑下山。 12 月的八峰山，寒风起、
气温低，马杰从山上下来，衣服却因
又累又怕汗个透湿。 那段时间，由于
走多了山路，马杰的脚指头全部充血
发烂。

家里人心疼极了：“谁让你折腾
茶园！ ”但马杰却觉得这些苦累都是
值得的。

助农致富
“茶旅结合辟新路”

今天的龙池河村，因为马杰带着
大家搞合作社，一切都在改变。

800 亩新茶园建起来了、茶厂的
办公用房和生产线已经翻新、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慢慢跟上来了，老百姓有
了生活的新希望。

家住海拔 900 多米、 年过花甲
的徐远志没想到，走了大半辈子的山
路，如今媳妇生娃后可以找人开越野
车把娃送回家；

40 多岁的杨申学， 过去做什么
事都不上心，现在不仅自己种茶 7、8
亩， 还骑着摩托车给乡亲们拖肥，工
资由合作社统一开支……

村民的意识更开放了、种
植技术提高了，做事更有奔头
了。 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在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进驻龙池河
村扶贫工作后盾单位的支持下，现已
全村推进。村里茶叶种植面积从过去
的 2500 亩到现在已有 4000 多亩，
户均收入从 2000 元 / 年 / 户提高
到 5000 元 / 年 / 户。 龙池河村茶园
成为了中茶公司“中茶·武陵绿”品牌
的原料供应基地。 目前，正在申请欧
盟有机认证。

“真正的效益现在还看不出来。”
马杰告诉我们：“2013 年种下的新茶
园，要到明年才开始受益，预计亩产
可以达到 6000-8000 元左右。 我们
正在计划新建一条名优茶生产线，希
望能赶上明年的春茶采摘。 ”

“后方”搞好了，“前方”也早早做
好了准备。 这几年，马杰积极开发产
品、对接市场。 楚韵茶业发展为集种
植、加工、科研、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共开发工艺红茶饼、白茶饼、禅茶等
十多种产品，在长沙、常德、株洲拥有
8 家连锁店，省外 6 个代理商，茶叶
年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万元。 公司与
中茶公司紧密合作，产品通过中茶出
口到非洲、欧盟。

“好的产品不愁没市场。 相信龙
池河村的茶园受益后， 销路不成问
题。 ”马杰自信满满。

现在，他正谋划着另一个“大计
划”：争取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支持，
在龙池河联手实施“茶旅融合、产业
扶贫”项目。

“龙池河山水秀丽、风景优美，我
们希望能加大建设，把这里开发成一
个集有机茶叶种植、旅游、休闲等为
一体的示范村。 ”

八峰山上，马杰的梦想如园子里
的新茶，努力生长，静待收获。

2016 湖南“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

马杰：用一片叶子造福一方百姓

主 办 单 位
省茶业协会
湖南日报社

2016 年湖南省茶业博览会“十
强县域公共品牌”评选榜单出炉，石
门银峰强势入选。 这是石门银峰继
中国驰名商标、 百年世博中国名茶
金奖后，斩获的又一殊荣。

创牌 20 多年，一直小有名气的
石门银峰， 近年来发展势头更是迅
猛。 不仅在全国评比中频频拔得头
筹，而且市场供销两旺，带动石门茶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茶园面积
16 万亩、年产茶 1.8 万吨，综合产值
8.5 亿元。

石门银峰的火爆， 不禁引发人
们的好奇： 是什么让石门银峰在品
牌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异军突起？
又是什么让省内开花 20 年的区域
品牌冲破藩篱，走向全国？

初秋， 我们走上湖南屋脊壶瓶
山，探寻石门银峰成长的秘密。

千年茶乡孕育“文化味”

石门，地处湘鄂边陲，北有“湖
南屋脊”壶瓶山，群山林立，南有九
曲澧水，回旋湍急，是不可多得的宜
茶之地。

石门茶文化历史悠久。 据史料
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 ”其
中就有石门。 石门夹山寺是中日茶
禅文化的发源地。 唐代高僧善会大
师首唱“茶禅一味”之说；宋代高僧
圆悟禅师卓锡夹山，因茶悟禅，写下
“茶禅一味”四字，被传去日本，直接
影响了日本茶道的创立。

北宋期间，石门夹山“牛抵茶”
被奉为贡品。 到清末，石门茶叶生产
更是盛极一时，“宜红”茶远销英国，
与当时安徽祁门县的“祁红” 并称

“北祁红，南宜红”。
到了近现代， 石门随着全国茶

叶市场变化起起伏伏。 1990 年，湖
南农业大学教授朱先明看中了石门
茶的“天赋异禀”，带领覃小洪等一
批优秀制茶技师， 组建专家团队攻
关，在挖掘历史贡茶“牛抵茶”基础
上，研制出“石门银峰”。

产品一问世，便引起行业瞩目，

连续三年在湖南省名优茶评比中获
总分第一。 1993 年，石门银峰被认
定为湖南名茶，1994 年， 获“中茶
杯” 一等奖和第五届亚洲及太平洋
国际贸易博览会金奖；1998 年湖南
省名优茶金牌杯金奖；2000 年国际
名茶评比金奖；2005 年第六届“中
茶杯” 特等奖……到 21 世纪初，石
门银峰共揽获 30 多项国内国际大
奖。

虽然荣誉加身， 可石门银峰依
然面临着品牌小而散、 产业大而不
强的困境，加上偏居一隅，一直未在
国内、国际市场打开局面。

如何让湖南好茶走出湖南？ 加
强品质和品牌建设， 成为石门茶叶
寻求突破的关键。

“抱拳出击”打造“品牌味”

“过去，石门名茶多、茶名多，东
山秀峰、白云银毫、泰和银针……十
多个茶名各领风骚， 特色难以凸
显。 ”石门县农业局副局长马进福告
诉我们。

为了打响品牌，石门县委、县政
府把公共品牌建设作为石门茶做大
做强的重要抓手，用一个品牌、一种
声音说话。

2000 年，石门县制定了湖南省
第一个茶叶地方标准《石门银峰茶
综合标准》，按照生产优质茶、发展
有机茶的要求， 对石门茶叶生产加
工各环节提出系统要求；

2007 年，石门注册了地理证明
商标并授权县茶叶协会统一使用和
管理；

2010 年， 石门县将东山秀峰、
白云银毫等品牌整合为“石门银峰”
一个品牌，采取“母子”品牌的形式，
抱团发展。

以品牌为核心，资本、资源得到
有效整合，管理、推广、人才不断集
中。

质量管控———县里制定了石门

银峰商标使用管理办法、 行业自律
公约等， 对石门银峰商标的使用进
行严格把控。 同时，建立由政府层面
控制，工商、质监、商务、农业等多部
门共同协调的质量控制体系， 形成
了企业自检、部门抽检、国家监督检
验的三级检验体系， 确保石门银峰
的品质、信誉。

市场推广———在政府、 协会组
织下，举办了茶禅文化及“挑担茶叶
上北京”、“请喝一碗石门茶” 等活
动，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十
四届茶文化活动。 对于企业“走出
去”政府给予奖补，在长沙高桥大市
场建起“石门银峰”一条街，对入街
企业给予 100 万元资金支持。

人才兴茶———通过技术比武、
现场交流、各种培训、网络交流等方
式，提高茶企、茶农的技术水平，培
育职业型茶农。 今年，县里又与湖南
农业大学、 中国茶科所合作， 选派
200 多名优秀青年农民进行一年制
学习，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政府“总指挥”下，企业各显
身手做好品牌文章。 壶瓶山、 白云
山、 渫峰名茶等一批省市级龙头企
业积极带动，200 多家茶叶加工企
业，40 多家专业合作社， 努力提质
升级，维护、参与品牌发展。 目前，全
县授权使用“石门银峰”茶公共品牌
的企业已有 22 家。

“石门银峰”品牌效应不断显现。
2010年， 石门银峰成为上海世博会
国际茶文化节“唯一指定用茶”，

2012年评为“中国驰名商标”，2015
年再获百年世博中国名茶评比公共
品牌金奖。石门县先后被国家定为全
国重点产茶百强县、全国三绿工程茶
业示范县、 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首
批中国名茶之乡、长江上中游特色与
出口绿茶重点区域县。

瞄准有机坚持“生态味”

“品牌靠品质，品质靠种植。 在
石门银峰品牌发展中， 产品品质提
升是关键。 ”石门县农业局局长邱振
鑫看得十分透彻。 他说，目前，产业
提质升级、 发展有机茶园是石门茶
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事实上， 早从 2000 年开始，石
门县就把发展有机茶作为茶叶生产
的主攻目标，在标准化建设、人才培
养等各方面强调“安全”、“有机”，成
为湖南有机茶和绿色食品茶起步最
早的县之一。

近年来， 随着市场对绿色有机
农产品需求， 石门不断加大有机茶
园转化力度：严控农业投入品监管、
全面开展茶农有机茶生产培训、探
索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监管模式、对
有机茶园、生态防虫、标准化加工厂
给予政策奖补……系列措施有力推
动了有机茶园建设。 到 2015 年底，
全县有茶园面积 15.8 万亩， 其中
1.3 万亩茶园通过了 OFDC、NOP、
CERES、JAS、SAN 等有关国际、国
内有机茶认证， 有机转换茶园 5 万

亩， 其他茶园全部达到绿色食品标
准， 成为全省有机茶面积最大的县
市之一。

石门县罗坪乡安溪茶业合作
社，采取“生产统一指挥、统一采购、
统一防治、统一加工销售”的四统一
模式，利用价格杠杆，引导社员农户
按有机标准生产， 产品已出口欧盟
市场，效益稳步提高。去年为 142 个
社员农户年终返利分红 55 万元，被
传为佳话。

雁池乡西山垭村 1860 亩茶园
连续 11 年通过了 IMO、OFDC 有机
认证，亩均收入近万元，最高达 1.7
万元，有 22 户茶农户均茶叶收入超
10 万元，81 户超过 5 万元……

绿色、有机，确保了茶叶品质，
为茶农增添了效益， 也让产茶大县
生机勃发，充满希望。

未来，石门茶叶产业如何走？ 石
门县副县长刘颖思路清晰：“石门茶
产业要努力打造三个中心： 武陵山
区茶叶商贸中心； 全国有机茶生产
加工中心； 中国茶禅文化起源传播
中心， 坚持打造‘潇湘———石门银
峰’公共品牌。到 2020 年，全县实现
茶园 20 万亩、 年产干茶 2.5 万吨，
农民茶叶收入 10 亿元， 综合产值
20 亿元；实现有机茶认证面积 3 万
亩，转化面积 5 万亩。 ”

蓝图已经绘就，只待今人努力。
奋发图强的石门茶人正阔步迈向产
业发展新天地！

（本文图片均由石门县茶叶局提供）

2016 湖南茶叶“十大公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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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银峰:“锋”味十足闯神州

王珊

王珊 龚仕斌

【采访后记】

做事认真、为人实在，
是马杰给我们的印象。

他是个有原则的商
人。在他经营的茶馆里，所
有商品都是明码标价，且
坚持了十多年从未变过。

他是个优秀的出品
人。对产品品质精益求精，
对不符合标准的原料、半
成品、 成品绝不流入下一
个环节。

他是品牌忠诚的维护
者。不仅自己守好“一亩三
分地”，还作为县茶叶协会
副会长积极监管、维护“石
门银峰”公共品牌。

他说，“石门银峰”是
石门老百姓致富的 “聚宝
盆”，要时时呵护、刻刻擦
亮。

也许和很多大企业相
比， 马杰的事业才刚刚起
步，但他的态度、他的精神
却值得每一个茶业经理人
尊重。

2016湖南茶叶“十大公共品牌”、“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十大最美茶叶村（茶园）”风采录（五）

石门银峰在米兰。
茶林相间的石门银峰高山有机茶园。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进能（左四）、常德市农委副主任徐郁平（左二），
在石门县人民政府县长郭碧勋（右四）的陪同下考察石门银峰有机茶。

2013 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省茶业协会提供）

马杰在试泡新茶。 黄韬 摄

石门银峰楚韵名茶楚韵茶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