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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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2016 湖南茶叶“十大最美茶叶村(茶园)”

“出膏者光，含膏者皱”———《茶经》。
灉湖含膏便属于饼茶， 也就是岳阳黄茶

紧压茶的前身。
一千三百多年以前， 文成公主带着岳州

名茶“灉湖含膏”，一路西行，千里迢迢传播中
原茶文化；23 年前，一个从机关里走出的“文
弱书生”，怀揣着一个黄茶梦，风雨兼程。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主角，他们却有着惊
人的相似！

赤手空拳，扎根黄茶之乡

在采访完众多职业茶人后，最后一站，我
们来到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的“巴陵春”茶体
验馆，在这里见到等候已久的袁小月。

按照采访流程， 当我们拿出提纲和录音
笔时，袁小月微笑着说：“不如边看公司 PPT
边听我讲解，之后，我们再深入聊。 ”

看来，这是有备而来啊。拜访过湖南大大
小小的茶企业， 袁小月却是第一个准备了公
司 PPT，讲解条理清晰、娓娓道来。

袁小月， 土生土长岳阳人，“天下黄茶出
巴陵”，是所有君山人最引以为傲的情愫。

作为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的黄茶，其悠久历
史仅在绿茶之后。 而君山银针更是“中国十大
名茶”之一。 据著名茶叶科学家刘仲华教授研
究表明， 黄茶久藏以后， 茶味将日趋醇厚、回
甘、顺滑，产品的保健养生功效也将得到加强。

但很多人不知，独掌湖南洞庭山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大旗的袁小月，并不是出生于茶叶世
家，甚至原本的职业也与茶叶没有丝毫关联。

说起如何进入茶业圈，20 年前， 他的故
事在当地还是不小的新闻。

1988 年 7 月， 袁小月从岳阳大学毕业，
被分配在行政机关从事财务工作， 生活安
逸，仕途顺利，袁小月成为同龄人羡慕的对
象。

平淡的生活并未让袁小月满足，1993 年
初，他悄然辞职了，几个月后，岳阳郊区洛王，

一个只有 5 名职工、取名“洞庭山茶厂”的小
作坊正式挂牌了。

“干部不当，去卖茶？ ”“文弱书生能干成什
么？ ”一时间，围绕袁小月的都是不解与质疑。

在这个 5 人小厂里，袁小月说是厂长，但
大家经常能看见他骑着单车风里雨里推销茶
叶的背影。

心血汗水，换来春华秋实。 当年的“洞庭
山茶厂”，羽翼渐丰，后更名为“岳阳市洞庭山
茶叶有限公司”，到 2011 年 9 月，更是靓丽一
跃，更名为“湖南洞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旗下拥有“湖南君山印象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岳阳市洞庭山茶厂”、“岳阳
市礼尚巴陵特产有限公司”、“岳阳市丽凯食
品加工厂”、“岳阳市君山茶叶科学研究所”、

“岳阳市巴陵春茶业培训学校” 等 7 个生产、
科研、培训单位，还参股 9 家专业合作社。

近年来，公司被评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主
打茶叶品牌“巴陵春”，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被省农业厅和省茶业协
会评为“湖南十大茶品牌”。

2016 年，一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和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 (中
国农业品牌研究第一智库) 联合评估发布的

“2016 中国茶叶企业产品品牌价值百强榜”
中，“巴陵春”品牌价值获评 6.52 亿元，全国
排名第 11 位，黄茶品牌居首位。

回顾 20年漫漫征途，谁能料想，当初固执
的文弱书生带领他的“洞庭山”团队，一步一个
脚印，从岳阳、湖南乃至全国，一路凯歌。

智勇双全，全面铺开销售网络

“洞庭山”出好茶、“巴陵春”沁人心脾，今
天的岳阳人， 定会十分骄傲地向你介绍这张
崭新的城市名片。

一路从无到有，袁小月公司创办至今，非
常重视销售渠道、销售网络的建设，不断探索

销售方式的创新。
20 余年来的市场拓展和巩固，公司建立

了稳定、广阔的市场平台，形成了商场超市、
专店直营、经销加盟、团购直销和电子商务相
结合的营销模式。

目前，公司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湖南、湖
北、江西、天津、北京、山东等 11 个省区，外设
营销分支机构 18 个， 拥有 45 个加盟商，148
家专卖店，156 家直营卖场。

看到如此红火的销售景象， 曾任岳阳市
委书记的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
高兴地说：“我愿意做巴陵春的代言人！ ”

巨大的市场， 单靠勇气去占领是行不通
的，靠的是过硬的产品质量。“我们一直视产
品质量为企业生命线”，这一点，袁小月盯得
紧，看得重。

公司通过建设高标准的生产车间， 配备
大型冷库，严格按照标准建立质量安全体系，
保证出厂产品都是合格品。

20 余年，零质量安全事故是袁小月与他
的团队创下的神话。 公司生产的“巴陵春”系
列茶被评为“湖南省名牌产品”、“消费者信得
过产品”。

“洞庭山”，为岳阳、为湖南，贡献了一个
响当当的品牌！

其实，早在 2005 年，善于思考的袁小月
就在琢磨打造品牌的事宜。 当时，公司销售业

绩节节攀升，营利十分可观，但高瞻远瞩的他
并未在此驻足不前。“能够世代传承的往往是
一个符号而不是单一的产品， 我们就是要创
造这样一个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品牌。 ”
为此，袁小月抛掉生意人的浮躁，潜心研究企
业与茶品牌。

这个文弱书生，做起研究来，与办企业一
样，奋勇拼搏。 他撰写的《论茶品牌定位———
以“巴陵春”茶为例》在省、市获论文奖，更有
咨询公司引作经典案例。

此前，从未向银行贷款，坚持轻装上阵的
袁小月， 再次拿出他人没有的魄力， 通过贷
款、自筹，全力创办巴陵春茶文化产业园。

在袁小月办公桌上， 我们看到那份经他
反复修改的《巴陵春茶文化产业园》可行性报
告，“这是我和公司全体同仁未来最大的梦
想！ ”说起这份蓝图，袁小月颇有些激动。

据介绍，巴陵春茶文化产业园选址于君山
5A级风景区，占地 300亩，总投资达 3亿元。

项目建成后，包括全透明式观光生产线、
茶叶冷链物流中心、名优特产购物展示中心、
君山茶叶科学研究所、 黄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岳阳黄茶博物馆、巴陵春茶体验馆、茶主
题公园、巴陵春茶业培训学校、观光茶园等。

未来， 巴陵春黄茶文化产业园将成为湖
南乃至全国行业领先的茶叶加工基地、 国家
级黄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体验式特色旅游
景点、 岳阳黄茶星创天地、 岳阳黄茶科普基
地、洞庭湖特产购物中心，最终建成国家级茶
产业示范企业。

仔细翻阅规划书， 不难发现产业园的每
一个细节在设计上都凝聚着袁小月的创意，
这是一个独具匠心的规划。

“观光车间可参观茶叶精加工，例如紧压
茶加工、产品包装、成型等。 ”袁小月介绍，之所
以如此设计，是由于目前茶厂的参观基本局限
于粗加工。 非采茶期，游客就无法直观感受。

此外， 未来产业园里的每一棵茶树都将
拥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 游客拿手机“扫一
扫”，就能了解这棵茶树的过去与现在。

匆匆二十载，弹指一挥间。 当年那个不畏
前途荆棘的执拗青年，在时光的浸润下，愈发
沉稳、泰然。

“巴陵梦、黄茶梦，是我毕生所求，但绝不
会止步于我。 相信经历岁月打磨，这个符号、
这个品牌定会代代相传！ ”说到这里，一贯内
敛的袁小月难得激动了。

巴陵筑梦
———记袁小月的黄茶人生

2016 湖南茶叶“杰出经理人”

“巴陵春”黄茶饼

（本版图片由相关单位提供）

夏日的雪峰山，苍翠挺拔，起伏连绵。 山
脉南面， 一片片绿油油的梯田茶园随着山势
延伸开来， 宛如一条条宽阔的绿带。 踏入其
中，茶海、茶树、茶叶、茶香……五官感知的全
是绿。

这是会同县宝田乡岩鹰坡带给我们的印
象。

十二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荒
山，老茶园杂草丛生，附近老百姓生活穷困，
找不到致富门路。当过会同县县长、从怀化市
供销合作社退休的粟泽煜不甘茶园荒废，走
进宝田重振茶场。

十二年后，岩鹰坡 120 个山头连成一片，
全部种上了有机茶，成为全省海拔较高、集中
连片规模最大的高山有机茶园。 带领当地群
众种茶致富的湖南会同宝田茶业有限公司，
成为全县出口创汇“主力军”、湖南省扶贫办
委托扶贫的“先锋队”。

山美了，产业兴了，山里的人生活其乐融
融。 盛夏时节，我们走进宝田茶园，挖掘这大
美之中的动人故事。

【生态美】 茶祖故里 有机茶香

都要说“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会同
县是茶祖神农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考古发现，会同有多处神农遗址，在会同
连山下游不远的安江高庙遗址， 出土的用于
祭祀的陶器上就印制有许多神农氏族图腾图
案。 时到今日，会同民间还保留着以茶祭祖、
以茶待客、以茶用药的风俗，在婚嫁习俗中茶
的作用和地位更是不可替代。

深厚的文化渊源， 为会同茶叶赋予了神
秘的色彩；而宝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让
它天赋异禀、品质出众。

这不，还未走进宝田茶厂，就已闻到阵阵
茶香。

同行的县农业局局长黄高告诉我们，岩
鹰坡海拔 840 多米， 森林覆盖率达 73.86%，
气候凉爽宜人，雨量充足，土层深厚，PH 值呈
微酸性，全年有雾期在 200 天以上，方圆近百
公里无大气污染和地质污染，是天然、理想的
有机茶园。好山、好水，出好茶。宝田公司出品
的“鹰嘴界”牌绿茶，具有“栗香浓郁，回味甘
醇”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已获欧盟
ECOCERT 国际有机产品认证和“湖南省著
名商标”。

在宝田公司总经理粟泽煜的带领下，我
们爬上山巅，只见梯田茶园一片连着一片，山
峦起伏，煞是壮观。 粟泽煜告诉我们，上世纪
七十年代，会同县大力发展茶园，第一个规模
茶园就建在这里。只是后来，因市场变化等原
因，95%的茶园荒芜。

2004 年，退休了的粟泽煜因为“闲不住，
想为地方做点事”，来到这里重振茶厂。但是，
由于茶园老化、资金短缺、设备破旧、技术落
后，一群人苦干了两年，茶园还是没有起色，
共同创业的 6 人中有 2 人打了退堂鼓。 穷则
思变，2006 年， 宝田茶厂与湖南潇湘茶业有
限公司实现联营。 2007 年，潇湘茶业投资控
股成立会同县宝田茶业有限公司， 通过注入
资金、技术、项目，宝田茶厂迎来了新的春天。
背靠“潇湘”大树，公司全面推广有机茶种植，
并积极发展茶叶加工，延伸产业链条，主动申
报有机茶认证。

在公司的带领下， 当地人学会了种有机
茶、愿意种有机茶，用生态助推有机，用有机
守护生态，形成了茶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宝田
茶园从过去的 1000 亩发展到近万亩， 公司
获得“ECOCERT”、“BCS” 颁发的“EU”、

“NOP”(欧盟和美国)有机证书，产品可直接出
口欧盟和美国等地。 公司每年出口干茶
300-500 吨，占销售总量的 80%，成为全县
唯一的出口创汇企业。

【产业美】 龙头带动 惠泽一方

“在这里搞茶厂，最大成就不是卖了多

少茶，而是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 ”粟泽煜感
慨。
2004 年至今，宝田茶厂从水、路、电都不通，
到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从 1000 亩荒废的老
茶园到自有茶园面积 3000 多亩、 辐射面积
近万亩； 从破旧的老厂房到建起加工厂房
3000 余平方米，3 条不同产品名优茶生产
线，具有年生产各类名优绿茶、红茶、黑茶等
2000 余吨的加工能力……在自身跨越发展
的同时，也为周边农户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宝田村的梁祁润， 过去是村里的“懒
汉”，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事做， 日子过得贫
困，每年都要靠村里救济。 自从十年前来宝
田茶场务工，他像变了一个人，做事勤快，每
年务工收入 3 万元左右，买了摩托、手机、电
视，还有了一小笔存款，生活过很滋润。

廖家村的蔡秀娥， 小时候面部烧伤，不
敢去上学，大字不识。 长大后，找不到工作，
生活没有保障，每到过年只能去菜市场捡人
家不要的鸡鸭内脏充荤菜改善伙食。 而现
在，她成了茶场最娴熟的采茶工，包下了廖
家村 122 亩茶园。 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组建
了家庭，负担家里 3 个孩子读书。 每年到杀
年猪的日子， 她总会把粟泽煜请到家里，感
谢这位改变她命运的恩人。

在宝田，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很多
……过去，宝田乡没有支柱产业；现在，茶叶
产业为大家撑起了一片天。

粟泽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去年，公司
产值 1080 万元，交纳税收 128 万元。今年单
支出给农户的采茶务工工资达 600 多万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务工人员都是当地的贫困
户；荒山租金每亩 120 元，比县里平均水平
高了 40、50 元；除此之外，公司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形式，每年给合作社入股

农户分红。
这是一年的数字， 十年更是不可估量。

今天的宝田，上山的水泥路铺通了，土坯房、
木板房翻新了，老百姓腰包鼓了，电视机、摩
托车等大件置办起来了、返乡务工的人越来
越多……宝田正一步步向着富饶美丽幸福
新农村迈进。

【和谐美】 委托扶贫 筑梦小康

“现在，我们正借宝田这块‘宝地’，探索
委托扶贫模式。 ”会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唐鉴平介绍。

近年，会同县委、县政府积极探索茶产
业与扶贫攻坚相结合的路子。 2015 年，由省
级龙头企业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牵线搭
桥，省扶贫办将首个委托扶贫重点项目放在
宝田茶场试点。 县政府组织扶贫办、发改委、
农委、经信委等十多个部门的支持，整合资
金 2000 万元，一改过去“撒胡椒面”扶贫模
式，委托企业承担扶贫任务。

宝田公司在委托扶贫项目中“挑大梁”。
首个委托扶贫试点项目 2000 亩茶园的建设
任务就由宝田公司承担。这 2000 亩，由建档
立卡贫困户将人均 1500 元的财政扶贫资金
集中交由企业，委托宝田公司统一开发建设
茶园，统一经营管理，贫困户享受茶园利润
70%的分红。 项目共辐射 3 个乡镇 16 村
4897 人。

廖家村，有 80%的贫困户已参与到茶园
发展中；在宝田村、山脚村、连道村……更多
的群众将因茶受益。 2015 年 7 月，副省长戴
道晋到宝田茶场考察，对“委托扶贫”模式给
予了高度评价。

“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
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
场走，这是我们精准扶贫的原则。 会同将大
力发展茶产业，未来五年计划新增茶园 5 万
亩，全县接近 10 万亩，集中连片 1.5 万亩。
我们要打好绿色牌、生态牌，将茶产业与旅
游融合，与扶贫结合，让茶真正成为富民强
县的‘绿色金矿’。 ”唐鉴平说。

放眼望去，岩鹰坡上的万亩茶园正在阳
光的照耀下，如同金子一样，闪闪发光，醉美
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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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嘴界”茶产品会同县“宝田茶业”有机茶园

宝田茶厂

巴陵春黄茶文化产业园（效果图）

二十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