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红军长征在这里
撒下革命的种子，留下了《老山界》的壮丽篇
章；

这是一处绿色的家园，83%的森林覆盖
率里有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南山牧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十万古田国家湿地
公园五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这是一片多彩的苗乡，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有“油茶习俗”、“贺郎歌”、“城步吊龙”
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六·六山歌
节”等传统民族文化，被命名为“中国南方杨
家将文化艺术之乡”。

这里就是有“苗疆要区”、“楚南极边”之
称的全国五个单列苗族自治县之一———城
步苗族自治县。

近日， 这处神奇的苗乡再一次备受瞩
目，“城步青钱柳茶” 获评 2016 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于是，一段城步与青钱柳茶的
故事被挖掘、传播。

深冬，我们来到城步，一睹这千年苗乡
的神奇物种风采，倾听千年苗乡与青钱柳茶
的故事。

长在深山人未识

“高约 30 米、胸径达 1.24 米、胸围 3.92
米，树龄为 1176—1786 年。 ”在城步白毛坪
乡坳岭村，我们见到了目前我省发现的最大
一棵青钱柳古树。

据城步质监局负责人介绍， 青钱柳，因
其果实形状像古时候的铜钱， 又名“摇钱
树”。它不仅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植物，还被誉
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人类的第三棵树，是冰
川世纪幸存下来的珍稀树种，仅分布在我国
南方一些省份， 主要生长在海拔 800 至
1500 米的山谷、溪沟等雾多潮湿，昼夜温差
大的地方，是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树种。

而城步，不仅是青钱柳茶的原乡，还拥
有全省乃至全国最大的野生青钱柳群落，成
片的青钱柳有 6648 株， 并建立了全国最大
的野生青钱柳种苗培育基地。 在城步白毛坪
乡坳岭村，5 至 10 棵一群的青钱柳古树群
落有 200 多处。

追寻城步青钱柳茶的发展历史，不难发
现其与城步苗族先民生活息息相关。

相传，城步苗族先民深居大山，生活条
件极为艰苦，常食野菜、树叶，“甜茶”（青钱
柳茶前身）就是苗族先民尝试出来的一种茶

饮。 据《城步乡土志》记载，每到清明、谷
雨前后，苗民就肩背竹篓，上山采摘青钱
柳鲜叶，采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成“甜

茶”， 供苗家日常饮用。
据《淮南子·人间训》记
载， 秦军统一六国后南
征，驻守在镡城之岭（即
现在城步的十万古田）
的军队突发瘟疫， 秦将
尉屠雎采用苗家民间药
方， 以摇钱树叶煮“甜
茶” 得以有效医治。 据
《城步县志》记载，三国
西蜀诸葛武侯南征孟
获， 在城步境内的越城
岭北麓，士兵水土不服，

疾病流行，饮“甜茶”而止病。
至今，“甜茶”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上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林业专家的科学考察，
在城步一次性发现 6000 多棵千年青钱柳古
树，从此，青钱柳和青钱柳茶被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

千年古树焕新颜

青钱柳茶在城步当地只是百姓餐前饭
后的一种“甜茶”，人们只知其口感甚佳，喝
后身体十分舒服，却并不知道其含有丰富的
微量元素。

1979 年开始， 随着全国各地林业科研
单位、医学院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青钱柳
含有大量的有机营养成分和无机营养成分，
具有明显的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增强机
体免疫力，抗氧化、防衰老等功效，青钱柳也
因此被誉为医学界的第三棵树（医学界的第
一棵树———柳树，产生了阿司匹林；第二棵
树———红豆杉，产生了紫杉醇）。

而当地一些加工企业通过不断摸索，将
青钱柳叶加工成茶， 并远销辽宁、 北京、山
东、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青钱柳茶逐渐成
为了市场的宠儿。

为什么城步青钱柳茶会受到大众的广
泛认可？

原来城步青钱柳茶以城步野生青钱柳
鲜叶为原料，经过杀青、揉捻、挑拣、干燥、包
装等工艺生产而成， 不添加其他任何物质，
是一种纯天然有机生态茶品， 质地纯正，气
味清香，口感甜润，回味悠长，含有青钱柳黄
酮、青钱柳皂甙和青钱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
分，并富含微量元素硒。经权威检测，总皂甙
含量高达 3.52%， 是其他地方同类产品的 3
至 4 倍，硒元素含量高达 0.8mg/kg,是其他
地方同类产品的 6 至 7 倍。

特别是城步境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 充足而无污染的优质水源，肥
沃的富硒土壤，形成了城步青钱柳茶优良的
品质。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如今，城步逐步成
为了国内公认的青钱柳茶核心产地，“城步”
和“青钱柳茶”紧密结合在一起，成功进入公
众视野，并被社会大众广泛喜爱。

目前，城步青钱柳茶已经成为城步苗乡
的地方特色产品，被指定为中国·湖南“六·
六山歌节”、 深圳前海国际金融高峰论坛会
议专用茶，并先后荣获湖南省旅游产品博览
会金奖、湘茶协会银奖等，千年古树重新焕
发了生机与活力。

“摇钱产业”路更宽

城步青钱柳茶由长在深山人未识到重
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当
地政府的重视与扶持。

近年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始终坚持“生
态立县”战略不动摇，成立了青钱柳茶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出台激励政策，加大扶持力
度，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了城步野生青钱柳
种源基因库，在青钱柳扦插、嫁接育苗技术
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助力青钱柳茶产业快速
发展。

目前，该县有林业和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 160 多家，青钱柳示范基地 30 多个，全县
青钱柳野生资源 30 多万亩， 茶农种植面积
10 多万亩， 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 产业发展呈现多样化良好态势，青钱柳

茶植物饮料也已成功上市。 近日，城步青钱
柳茶又成功获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城步青钱柳茶不仅成为了城步的一张生
态名片，更成为了城步的一座绿色银行、“摇
钱产业”， 精准扶贫支柱产业。

为了使城步青钱柳茶的保护工作、管理
措施、生产销售更加具体化、规范化，下一
步，城步还将成立青钱柳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办公室，制定《城步青钱柳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管理办法》，完善《城步青钱柳种植技
术规程》和《城步青钱柳茶生产技术规程》。
同时，充分发挥城步生态环境、原料资源的
优势，扩大种植和加工规模，满足市场需求，
走“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路子，促进城步
青钱柳茶产业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
范化、质量品牌化，确保城步青钱柳茶产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千年青钱柳，城步是原乡。 踏着中国梦
的节拍，穿越两千年文明，城步青钱柳茶承
载着城步 30 万人民的荣耀和梦想， 正以波
澜壮阔之势，向着“中国青钱柳茶之乡”的目
标，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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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青钱柳 千年润苗乡

大豆，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普通
农作物。

这普通的农作物在新田富含“硒”的土
壤中滋润成长，并被新田县打造成为了特色
产业、富民产业，成功跻身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方阵。

如今新田大豆全县种植面积 6 万余亩，
年产量 1 万余吨，产值近亿元。

小小大豆，浸润着硒的营养，带着“地理
标志”这张名片，走出了湖南，奔向全国。

种植千年 太守传技

有人觉得，大豆，多么不起眼的农作物。
可在新田，这小小的大豆，来头可不小。

新田种植大豆已经有 2000 多年历史。
考古发现，新田境内有龙泉山等商周早期先
民村居遗址 48 处， 先民们经常采集野生大
豆供食用和饲用。

通过考古发掘和有关典籍记载，早在秦

汉时期，新田先民就开始人工种植大豆。 东
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原籍陕西，初任湖北山
都长，因其“敦厚周慎、口无择(挑剔)言、廉公
有威”，而受到东汉光武帝刘秀赏识，由山都
(县)长提升为零陵郡太守。 龙伯高晚年退隐
新田，在新田大冠岭一带修道游学，见当地
老百姓营养不良，而当地又盛产大豆，因其
爱民如子，于是便亲自将北方独特的豆腐制
作技术传给了新田人，使豆腐这一既营养又
美味的食品在新田得以推广， 并流传至今。
同时也使大豆成为新田仅次于稻、麦、稷的
重要粮食作物， 推动了新田大豆的早期生
产。近年在新田武当山发掘遗址和出土的石
刻中发现，明朝建文帝曾以僧人身份“寄迹
挂锡”于新田武当山，大豆为其主食之一。新
田武当山香火的旺盛带动了大豆需求，也使
新田大豆种植在明清时期更为广泛。

其实新田属典型的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
润气候，由于地处南岭山脉阳明山南麓，呈南
北长、东西窄、向南开口的狭长盆地，在大豆
生长的季节，雨水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非常有利于新田大豆生长和营养成分的积
累。同时，新田具有丰富的板页岩风化物和石
灰岩类风化物土壤 5.9万公顷，这些土壤 PH
值弱碱性，富含钾、钙、硒等元素，种植大豆，
比其他土壤产量高 20%以上， 且品质优良。
2012 年我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对新
田县境内土壤调查发现， 全县硒含量最高值
达 5.52� mg/kg （全省土壤硒丰度 0.28�
mg/kg），而且极少受到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元
素的污染，非常有利于新田大豆种植。

一脉相承 新田一绝

由于新田独特的气候环境以及富硒土
壤，大豆种植一直是新田的习俗。

新田大豆具有“粒大卵圆、豆脐黄褐、色
泽金黄、高蛋白、高硒高钙、口感纯香”等优异

品质，历来深受老百姓喜爱，用新田大豆制作
出的醋水豆腐更是当地一道传统美食， 也是
春节用以款待来客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佳
肴，豆腐花、豆浆、豆粉、豆干、豆奶、纳豆等系
列加工产品浓香四溢，滑腻爽口，风味独特，
无豆腥味，令人回味无穷，不仅是新田一绝，
而且也成为了湖南的一张闪亮名片。

正因为新田大豆独特的禀赋， 1978 年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新田人民种植大豆
热情高涨，大豆种植面积逐年递增，从 1978
年的 1.339 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6 万余亩，年
产量从 1978 年的 892 吨增加到现在的 1 万
余吨，产值近亿元。

随着新田大豆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产量
的不断增加，一批以新田大豆为原料的深加
工企业应运而生，新田县目前有大豆加工企
业 30 余家， 如石羊醋水豆腐生产专业合作
社以新田五月黄大豆、石羊鹅井水为原料制
成的石羊醋水豆腐远近驰名；新田回香大豆
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

模式，带富了不少大豆种植大户；新田县豆
家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豆浆、豆奶、豆腐
花、豆腐、豆干、豆皮等系列产品，成为了闻
名省内外的知名品牌。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绿色有机食品需求
的增加，绿色食品新田大豆更是声名显赫起
来，斩获了多项荣誉。

在 2011 年 12 月举办的永州市首届农
博会上，硒品园牌新田大豆荣获“最受欢迎
产品奖”； 在 2012 年 12 月举办的永州市第
二届农博会上，用新田大豆制作的石羊醋水
豆腐荣获“最畅销产品奖”；2012 年，回香大
豆在第十四届国际人与动物微量元素大会
上成为唯一指定富硒大豆； 在 2015 年 1 月
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办的第二
届中国硒博会上获得“中国名优硒产品奖”；
2016 年 12 月， 成功赢得国家质检总局审
核，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事例是最好的佐证， 荣誉是最好的证
明。 新田大豆，新田一绝，实至名归。

政府助力 地标添彩

今年 6 月 28 日， 在新田县召开的全国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服务精准扶贫
经验交流会”上，富硒土地资源开发的“新田
模式”受到与会专家教授一致肯定。

新田大豆产业化，就是新田富硒土地资
源开发“新田模式”的有效尝试之一。

从 2012 年起，新田县委、县政府就成立
了新田大豆开发指挥部， 专抓大豆产业，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大豆生产予
以支持，同时与华南农大、广东农科院、中国
大豆协会等科研院所进行深度合作，全面落
实“品种提纯，耕作改革，技术改进”技术举
措，推广依托“协会 + 农户 + 基地 + 市场”
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到目前为止，已选择
耕地质量好、交通方便、群众基础良好的区
域创办县级优良品种繁育基地 2 个、高产示
范片 2 个、高产示范点 19 个，全县年种植面
积稳定在 6 万亩以上，新田大豆已成为新田
第二大粮油作物和优势产业。

而这一次成功申报获得“中国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新田大豆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
的“绿色通行证”和“护身符”。这对保护新田
大豆的品质声誉和传统文化， 规范生产行
为，打击假冒伪劣，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
竞争力，促进新田大豆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新田
县还有大动作：新田县委、县政府将依托新
田大豆“中国地标产品”这块金字招牌，积极
引进高科技加工企业，通过龙头带动，努力
实现种植规模进一步做大、加工产品进一步
做优、生产效益进一步做高、品牌效应进一
步做响的目标，使新田大豆产业成为新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主导产业。

我们仿佛看见，新田大豆产业这艘巨轮
已经扬帆，即将远航。
(文图由新田县富硒农产品开发办公室提供)

久负盛名的“新田大豆”
———写在新田大豆成功跻身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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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大豆制作的石羊醋水豆腐。

新田大豆丰收了。

城步青钱柳古树。

城步青钱柳茶。

盒装城步青钱柳茶。

包装待售的新田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