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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流不去青山绿水，瑶山挡不住蛮
红飘湘”。

在湘南边陲、南岭余脉，有一个神奇的
地方，它的名字跟祖国的英雄连队同名，那
就是湖南常宁市塔山瑶族乡。

这里山川秀美，杉竹万顷，溪水潺潺，
瀑布飞泻； 这里盛产高山有机茶， 名扬京
师，相传宋代公主南巡遂驻于塔山，种茶泽
民，留下一段美丽的佳话……

7 月 20 日， 湖南茶博会组委会采访小
组一行来到这方绿色王国， 去探访绿色产
业的“布道者”、塔山瑶乡茶文化的“造梦
人”、2016 湖南茶叶“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
———龚天水。

结缘： 闽商游子钟情塔山

塔山瑶族乡位于衡阳市常宁西南边
陲， 是常宁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 总面积
146.32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6 万人。 塔山
巍然屹立于南岭与衡岳之间， 大小山峰多
达 63 座，平均海拔 823 米，主峰天堂山海
拔高达 1265 米。

2009 年，出身于福建茶香世家的龚天
水，怀着对茶天生的敏觉和执着，先后遍寻
郴州的资兴、宜章、桂东，衡阳的南岳、耒
阳，株洲的茶陵、炎陵等地。 他的内心有着
强烈的期盼：茶祖神农归土于湖南，那么湖
南理所当然要产出名动全国的好茶。 他寻
的便是这样一处产茶胜地。

衡阳市常宁塔山瑶族乡是龚天水到的
最后一站，来到塔山，他便知道一心寻访之
地当在眼前。 所谓叹为观止即是如此。

塔山种茶历史悠久，据旧志记载，宋真
宗之女升国公主南巡至塔山天堂湖畔，远
眺天堂山上云雾缭绕， 仙鹤翩舞， 一片祥
和，心驰神往，遂驻于塔山栖禅能仁寺，修
行炼道， 种茶泽民， 且自制塔山茶送京贡
父，传为佳话。 至此，历代均将塔山茶列为
上等贡品。

塔山素有“茶海明珠”之称，似乎天然
就是茶叶的摇篮。 瑶族乡乡长盘凤成介绍，
塔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0.8%， 负氧离子含
量高。 塔山物种丰富多样，气候温润，多雨
多雾，漫射光照，昼夜温差大，土壤腐殖质
丰富，有机质含量足，且富含锌、硒等微量
元素，种植高山有机茶得天独厚。

这里的旧茶园规模非常大， 面积最大
的达到 1.2 万亩。而在福建那边许多出名的
茶叶企业自有的茶园面积一般都达不到
500 亩，上千亩的茶园很是稀罕。 然而，绝
佳的位置却没有被充分利用， 该地此前只
产绿茶、且只产春茶一季，很多土地都被闲
置、荒弃，茶叶深加工开发更是匮乏。 龚天
水站在塔山之上兴奋异常，气候、环境、面
积，这里都无可挑剔，他似乎都能清晰地看
到绿波摇曳、茶香满园的美景。

从小受闽商风范熏陶的龚天水， 知道
商机不可错失，“商”贵神速。 他立即在衡阳
注册成立了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总投资 1.2 亿元，在这片神奇的土地
上， 开始了带领瑶乡同胞种茶致富奔小康
的征程。

一帘春欲暮，茶烟细杨落花风。 七年后
的今天，遍山披绿的塔山摇身一变，成了名
声大噪的产茶热土。 由于塔山方圆一百公
里无任何化工污染， 而栽种培植的过程中
又完全遵循有机标准， 故而其所产茶为难
能可贵的有机食品。

其主推的“福塔山岚茶”系列茶条索紧

秀微曲，形如弯眉，茸毫显露，色泽绿翠，清
香醇厚持久， 汤色黄绿明亮， 白毫满披润
绿，叶底嫩绿明亮，滋味浓醇，更是品茗上
乘之作。

创新： 红茶开启创业征程

福建人种茶、饮茶已有千余年历史。 自
宋代始，武夷山茶即已蜚声域内。 福建是茶
之王国，福建人对茶自然情有独钟。 闽南民
间有“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闽北民谚也有云“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
无茶”。 在当地，人们素有早晚饮茶的习惯，
对茶的依恋显而易见。

龚天水凭着福建人对茶叶最朴素的敬
畏和领悟，将闽南文化与湖湘文化相结合，
给予了塔山茶新的内涵。 他将福建栽培、养
护、精制的茶道工艺带到塔山瑶族乡，并在
原有的品类上进行改良。 他认为，湖南是一
个产茶大省，基本上都是以生产绿茶为主，
叫得响的红茶品牌在湖南不多。 为此，他决
心投巨资开发湖南红茶， 打造一款具有湖
南特色的顶级红茶。

事实上，公司创立之初，龚天水尝试过
用塔山优质有机茶叶原料生产出了一批金
骏眉，运往湖南、福建市场销售，都得到了
消费者认可。 尽管市场非常认可，但金骏眉
不是湖南自己的品牌， 龚天水的内心却有
些难过， 他更加坚定信念———要打造湖南
的红茶品牌。

他多次邀请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
等茶叶专家来常宁调研， 当得到多位专家

“常宁塔山的茶叶品质非常高，很适合制作
生产红茶”的集体认定时，他的手指都因激
动而微微颤动。

经过仔细对比，龚天水发现，红茶市场
这些主流品牌的加工工艺几乎大同小异，
缺乏独特之处，于是他开始大胆创新，正式

研发自己的产品。2013 年，福塔公司申请的
“神丝”牌商标获得批准，“神丝”不仅在传
统工艺上对绿茶生产精益求精， 而且结合
了福建顶级红茶工艺生产技术， 打造出了
具有塔山独特口感和风味的“神丝” 牌红
茶，由于口感和功效都十分卓著，“神丝”牌
茶叶很快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013 年 8 月，“神丝”牌绿茶、红茶荣获
“衡阳市名牌产品”称号；同年 12 月，获得
湖南省国际农博会金奖。 在 2014 第六届湖
南茶业博览会“茶祖神农杯”茶叶评比中崭
露头角，摘获红茶金奖桂冠。 2015 年 9 月，
在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上再次获得金
奖。

“塔山山岚赛琼液，神丝银针尤为甚”。
“神丝”牌茶，不仅是茶中瑰宝，更是一份追
求突破的气概和征服短板的豪迈。

布道： “蛮湘红”横空问世

首次试水红茶获得成功后， 龚天水又
带着福塔公司着手全力打造湖南红茶顶级
品牌“蛮湘红”。“蛮”取自于湖南人“霸得
蛮” 之意， 也有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之勇；

“湘”就是湖南的简称，“红”就是红茶。 意为
塔山勇开湖南红茶之先河， 引导湘茶消费
新潮流，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开辟湖南茶叶
产业“红海”。

湖南省茶业协会荣誉会长曹文成介
绍，“蛮湘红” 这个品牌已经研发了两三年
时间， 跟市面上的红茶相比有很多创新的
地方， 他们正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技
术专利，并准备花巨资进行宣传推广，扩大
市场影响，提升品牌美誉度，获得消费者认
可。

湖南农业大学茶学学科带头人刘仲华
教授认为，湖南茶业发展这么多年，产值近
千亿元， 但还是缺少一个能跟中国十大名
茶相抗衡的创新产品。 在未来的茶叶市场
中，红茶应该占有“半壁江山”。 龚天水以一
个外乡人的身份，敢于挑战，还是很富有胆
识和远见的。

当然， 品牌的打造需要一定时间去沉
淀。 品牌的推广也不仅是一个企业单方面
就能做好的， 需要政府和各方面力量共同
发力。 推广这个品牌基础性的东西必不可
少，首先是大面积茶园和产量的保证，只有
保证足够质量和足够数量的茶叶， 才能确
保品牌的提升， 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再
则，是政府的认可和力推。

因着龚天水的坚持，本土的“神丝”牌
和“蛮湘红” 牌红茶成为湖南红茶的“宠
儿”，他被衡阳市誉为“红茶品牌推广的第
一人”，更是带领广大瑶胞脱贫致富的引路
人。

塔山瑶族乡， 老百姓曾经纷纷外出打
工，多是老人和儿童留守。 孤独和贫瘠，在
大山里落寞回响。 近年来，福塔公司广泛发
动大家种茶，其储备的茶园实际面积有 1.2
万多亩，陆续投产的自有新茶园面积 6800
多亩，因纯手工采摘、培管、生产，招揽了大
量劳动力。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龚天水还免
费为农民提供茶苗、有机肥、种植标准和相
关技术， 带动周边百姓利用现有资源种植
茶树，对老茶园重新改良和补种。 这充分调
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不少劳动力均已回
流。

“要想富，先修路”。 龚天水还出资 120
万元修建了 5.5 公里的盘山村级公路，辐射
了 9 个村民小组， 极大地改善了瑶胞们的
出行条件。

茶农张齐山曾多年在外打工， 他告诉
我们，以往为了省路费，两年才回家一趟，
最看不得每次离开时家里老老小小的眼
泪，现在不但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自己还
承包茶园养护茶树， 每年家庭收入至少能
增加 2 万元，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

张齐山一家只是塔山瑶族乡变化的一

个缩影。 龚天水动情地说，虽然他是一个外
乡人， 但是自己的心已经和塔山的百姓紧
紧连在一起， 百姓的富裕是他人生最大的
追求，打造湖南红茶品牌是他人生的梦想。
他将带领他的团队以造福农民为己任，做
有机茶、良心茶、放心茶、爱心茶、致富茶，
为农业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带动瑶
胞致富。

圆梦： 带动全市茶业腾飞

在积极扩展新老茶园的同时， 福塔公
司还打造了茶园休闲山庄、 创建塔山茶文
化展览馆，连接天堂山、东江峡谷、西江漂
流等景区景点，吸引周边游客山上观光、山
下体验。

当我们置身茶园休闲山庄， 白日绿叶
成趣，茶味飘香。 待暮色四合，感受瑶族特
色的吊脚楼， 或是倚于湖心小亭， 斜卧栏
杆，听蛙鸣阵阵，风卷清香，时不时传来嘹
亮朴实的露天歌声， 又是一段独特的妙韵
乐事。

体验式的福塔休闲山庄， 提升了塔山
茶的品牌文化和市场影响力， 更好地带动
塔山的经济发展。

展望未来，龚天水信心满满。 他认为，
湖南茶叶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
2013 年，湖南省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茶叶
产业提质升级的意见》的文件，提出要做大
做强湘茶产业、 提升全省茶叶产业综合竞
争力、增强茶叶产业发展的后劲、充分发挥
茶叶产业在现代农业和富民强省建设中的
作用；要求到 2020 年我省茶业综合产值力
争实现 1000 亿元，全省茶农茶业收入翻一
番。

而这几年来，衡阳市、常宁市两级政府
也高度重视本土茶业的推广， 积极将茶叶
发展作为第三大特色农业产业来抓。 衡阳
市委书记周农， 衡阳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
长、 统战部部长何录春多次专程赴塔山瑶
族乡实地调研塔山“神丝”牌和“蛮湘红”牌
茶叶发展情况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衡阳市
委要求衡阳市相关部门整合力量对口支持
塔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重点扶持特色茶
叶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精准扶贫。

2013 年， 常宁市由市财政每年按不少
于 600 万元的标准设立了茶叶产业发展专
项基金，每亩茶园补贴 1000 元，推动全市
发展茶叶产业。 据了解，常宁市目前发展茶
产业积极性高涨， 现茶园总面积已达到
3.79 万亩 ， 占 衡 阳 市 茶 园 总 面 积 的
36.09%， 通过了欧盟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ECOCERT 有机茶基地认证， 是衡阳市茶
叶主产区，也是闻名全省的“生态有机茶之
乡”。

常宁市领导表示， 该市始终坚持生态
有机标准，做实基地、做优品质、做强品牌、
做大市场，不断推动生态有机茶产业发展。
直至将常宁建成为全省最大的生态有机茶
基地，并争创“全国生态有机茶之乡”。 同
时，以“蛮湘红”、“神丝”等塔山茶叶品牌争
创中国驰名商标， 争取列入全省茶叶产业
重点县范围， 让塔山茶畅销全国， 走向世
界。

打造湖南本土红茶， 龚天水和常宁茶
产业正走在这条路上。 神奇的塔山上青年
闽商点燃的这把火炬，正在熠熠生辉、成星
火燎原之势……

我们坚信，“福塔公司” 开启的湖南红
茶梦当破浪扬帆，作为湖南红茶标签的“蛮
湘红”将红遍大江南北，福泽更多的瑶乡百
姓， 书写常宁山区农民致富奔小康中国梦
的茶叶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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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2016第八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9月 2日—5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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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16 湖南茶叶“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

︱
︱︱
记
常
宁
市
福
塔
农
业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龚
天
水

“蛮湘红”茶

“蛮湘红”产品

常
宁
塔
山
有
机
茶
园
基
地

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龚天水

福
塔
红
茶
润
泽
瑶
乡

主 办 单 位
省茶业协会
湖南日报社

发展中的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版图片均由福塔集团提供）

湖南农大刘仲华教授与公司领导在福塔商
贸公司评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