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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湘西南边陲， 有一处地方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 “一块没有污染的神
奇绿洲”。

这里风光旖旎，生态优良，境内山高谷
幽，溪河密布，森林广袤，蕴天堂之美，溢仙
界之灵，存上古之风；

这里民族众多，风情浓郁。 境内居住着
苗、侗、瑶等 25 个少数民族，有上堡侗寨、大
团侗寨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地， 有寨市、大
园等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和名村，有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四月八姑娘节”……

这里更有中国第一森林有机茶、 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绥宁青钱柳茶。

近日， 在绥宁青钱柳茶获批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之际，绥宁，这座美丽而神秘
的少数民族之乡，请你来喝茶。

她已泡好青钱柳茶，静候你多时。
来吧，在这神奇的绿洲里，在这苗、侗

风情国里， 在这悄然崛起的青钱柳茶叶大
县里，听绥宁青钱柳茶的故事，悟“抛却诸
般烦心事，从来佳茗似佳人”之意境。

2013 年 8 月 7 日，省人民政府以“湘
政发〔2013〕26 号文件”下发《关于全面推
进茶叶产业提质升级的意见》，2014 年 1
月 14 日，又下发了 6 号文件，文件要求到
2020 年，全省力争实现 1000 亿元茶业综
合产值，全省茶农茶业收入翻一番。 吹响
了我省向千亿茶产业迈进的步伐。

绥宁青钱柳茶产业也在这千亿茶产业
号角声中强势崛起。

近几年来，绥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青钱柳茶产业发展。 为做大做强青钱柳茶叶
产业，绥宁县一方面组织专家攻克了青钱柳
种子收集难、发芽率低的难题，推行人工培育
幼苗，发展人工茶园，推广矮化密植。 另一方
面，把“青钱柳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列入世

行贷款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绥宁县黄桑
坪作为青钱柳种植基地， 新造 2000亩青钱
柳示范林，世行贷款以补助的形式为农民购
买苗木、提供技术培训、指导、咨询等服务，辐
射带动农民种植青钱柳上万亩。

同时，绥宁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行
精深加工， 先后引进湖南省青钱柳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神农金康公司等龙头企
业，建立了现代化的茶叶生产线，进行青钱
柳开发加工的深入研究。如今，两家公司年
生产茶叶 5000 公斤以上。 龙头企业带动
了当地群众加入青钱柳精深加工行列，寨

市苗族侗族乡有 10 多户村民年生产茶叶
达 500 公斤以上。

青钱柳茶产业在绥宁，“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悄然崛起。

目前， 绥宁县各乡镇已发展青钱柳栽
培基地 2.1 万亩，青钱柳加工户 228 户，青
钱柳茶年产值上亿元， 产品远销日本、英
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绥宁县政府更是利用“四八姑娘节”、
黄桑原生态旅游峰会、 邵商大会等节庆和
招商会积极推介青钱柳茶。 当地谈茶、种
茶、赏茶、品茶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引得

各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 在政府的帮扶和
旅游的助推下， 该县青钱柳茶叶行情一路
看涨， 每公斤普通茶叶价格已从 2011 年
的 200 元涨到今年近千元，高端精品卖到
了每公斤 4000 元以上。

绥宁青钱柳茶产业， 不仅促进了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财政增长，还推动了茶产
业向茶文化、茶旅游、茶产业一体化、规模
化发展， 进一步加速了绥宁绿色产业发展
和扶贫攻坚进程。

五百年历史传承、 五百年韵味悠长、五
百年精益求精。 如今，绥宁青钱柳茶正以它
独特的魅力、实在的效果，吸引了愈来愈多
的人们关注它、喜爱它。茶正如其树，始终如
一地绽放那袅袅清香，沁人心脾，滋润健康。

绥宁青钱柳茶，历史悠久，早在宋代著名
诗人范成达就在石湖集三白莲堂诗云：“古木
参天护碧池，青钱弱叶战涟漪”；绥宁民间苗
人取其叶当茶饮至今已五百多年。

直到今天，在绥宁苗家山寨，苗民们一直
将青钱柳茶视为山寨宝贝予以珍惜，更有“三
宝”传好茶的动人传说。

总兵探宝。 早在明万历十年间，副总兵邓
子龙得知绥宁神坡山上神婆庙僧尼常以青钱
柳叶泡茶饮用，并将青钱柳茶作为敬神贡品，
且喝青钱柳茶者都健康长寿， 便欲上山探个
究竟。 一天，邓总兵不畏山高坡陡，专程登上
海拔 1100 多米的神坡山神婆庙品尝青钱柳
茶，当茶入喉后，茶香淡雅，滋味醇爽，他不禁
惊叹：“此乃神茶。 ”在目睹山上高大挺拔、铜
钱串串、微风吹来叮咚响的青钱柳树时，他欣
然拔剑在一块巨石上刻下“东南第一山”五个
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

古国护宝。 明代李天宝率苗民起义，反抗
统治者“征讨”，在上堡建都（绥宁县寨市上堡
村）。 这里层林苍苍，周围青钱柳资源颇多；尤
其是金銮殿前那高大挺拔的青钱柳， 更引人
注目，每到春夏苗民采其叶当茶饮用，并选其
上等茶作为贡品上交古国。 义军喝了青钱柳
茶个个精神饱满，身体棒棒，士气大振，屡战
屡胜。 武烈王李天宝高兴不已，一道圣旨将青
钱柳作为国茶， 号召义军及苗民一律喝青钱
柳茶，并下令重点保护此树，凡青钱柳不准破
坏、砍伐。 苗民常年喝青钱柳茶，病痛者减少，
延年益寿者增多，认为这是山神的恩赐。 正是
苗民对青钱柳的崇拜， 才使这一珍稀濒危植
物得以幸存。 那高大的青钱柳群落像一把把
撑开的巨伞，日夜擎在绥宁溪河边，饱饮潺潺
流水，枝叶繁茂，年年结果，可谓春夏满珠翠
绿，入秋铜钱串串。

红军赞宝。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红军
有四支队伍先后路过绥宁， 其中一支队伍从城
步丹口出发，翻越乌鸡山，进入绥宁上堡、界溪、
赤坂一带。 这里青山如黛，原始森林掩映，青钱
柳资源十分丰富。 苗寨家家户户喝的都是青钱
柳茶。红军每到一处，苗民都热情地送上青钱柳
茶给他们喝。 上堡一位九十有六的老翁提一鼎
青钱柳茶给红军喝， 红军见茶汤与其他茶有别
有些不敢喝， 可看老翁热情善良， 还是喝了下
去，没想到茶气清香、口感清甜，于是就你一碗
我一碗地喝开了。红军临走时为表感谢，赠送一
副对联赞誉青钱柳茶，上联是“一叶青钱柳吐露
山水芬芳”， 下联是“几朵青钱茶滋润身心健
康”，横批是“深山珍宝”。

“三宝”传好茶的故事已经远去，可是绥
宁青钱柳茶却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历
久弥新，回味无穷。

盛世兴茶。 茶被誉为二十一世纪饮料
之王。 目前，中国有茶民 6 亿，全球日均消
费茶 60 亿杯， 茶产业前景广阔， 被誉为
“绿色金矿”。

绥宁青钱柳茶更因其具有独特的功
效和稀缺备受关注。

青钱柳茶取自青钱柳的嫩芽叶，经过
杀青、摊凉、搓揉、烘干等工序，精心制作
而成。 而青钱柳树，属二三百万年前第四
纪冰川时期古老的孑遗树种，现为国家二
级保护树种，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
医学界的“第三棵树”，仅分布在我国南方
一些省份。

绥宁青钱柳茶， 生长在绥宁县海拔
800 米以上的大山中，与青山、云雾为伴；
以清风、明月为侣；含英咀华，吐香蕴玉，
浓酽香醇。

“青钱柳，天上没有绥宁有，采得嫩叶
做成茶，喝上一口九十九。 ”如果你在春茶
采摘之际， 来到绥宁县的青钱柳茶园，就
可以听到这处处飘荡着的动听采茶歌。

绥宁，可谓青钱柳树的王国。 目前，绥
宁拥有 5 万亩野生青钱柳树，栽培基地达

2 万多亩。
绥宁，可谓青钱柳茶生长的天堂。 这

里地处雪峰山脉与八十里大南山结合处，
境内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沛、昼夜温差
大，造就了生产绥宁青钱柳茶的优越自然
环境。 绥宁县在春茶生产期间，基本上每
天云雾缭绕， 全年有雾天气超过 100 天，
这种独特的气候满足了青钱柳树喜欢漫
射光阴湿的习性，云雾反射了太阳光中的
长波光，透过了短波光，促进了青钱柳树
叶片内氨基酸和芳香物质形成，构成了绥
宁青钱柳茶茶叶肥壮、汤色嫩黄、叶底明
亮、茶香馥郁、滋味鲜爽回甘、营养价值丰
富等特色。

经国家农业部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相关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检验，绥宁青钱柳
茶产品质量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经
国家农业部有关权威机构认证其为有机
食品，开创了中国森林饮料有机食品的先
河，被誉为“中国第一森林有机茶”。

2007 年 6 月，青钱柳茶被列为“人民
大会堂指定用茶”，同年 12 月，在首届中
国国际林博会上，绥宁青钱柳茶在全省参
展的 2000 多个产品中独占鳌头，荣获“首
届中国国际林业产业博览会金奖”。 更斩
获“中国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专利发
明奖金奖”、“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食品
博览会金奖”、“湖南省第二届林产品博览
会金奖”等殊荣，还被评为“湖南名牌农产
品”，“全国产品质量稳定合格用户满意知
名品牌”。 2009 年 7 月下旬，英国伦敦南
岸大学、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指名绥宁青钱
柳茶参加 10 月上旬在英国举办的“中华
养生周”活动。 青钱柳茶在英国 16 个城市
举办了 50 场活动，Lambeth 市市长更是
对绥宁青钱柳茶的清新风味赞不绝口。

近日，绥宁青钱柳茶更是获批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了绥宁第一个获
批的产品，誉满三湘。

多方联动做好茶3

“三宝故事”传好茶1
好山好水育好茶2青钱柳结出串串“铜钱”。

省政协原副主席武吉海（右二）等省市相关领导在绥宁县委书记唐渊
（右一）的陪同下调研绥宁青钱柳产业。

绥宁高大挺拔的野生青钱柳树。绥宁青钱柳茶汤。

绥宁青钱柳干茶。

绥宁青钱柳茶。

青钱柳种植基地。

（本版图片均由绥宁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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