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福芳 许胜友

来汨罗，游历汨罗江，瞻仰屈子祠，欣赏
龙舟竞渡， 感受这里人文历史的源远与厚
重。 在畅游这一方山水之余，倘若再喝上一
碗汨罗长乐甜酒，便是尽兴之致。

这来自千年古镇长乐的绿色健康食品，
如今已成为汨罗一绝，不仅是湘北地区居民
春节期间重要的待客佳品， 更走出了湖南，
成功获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迈入了
国家级大舞台，香飘万里。

一碗小小的长乐甜酒， 千百年来演绎精
彩故事的背后，更酿出了长乐人馥郁新生活。

千年古镇 因酒驰名
长乐镇，地处汨罗市东部，东枕智峰山

于后，南揽汨罗江入怀，钟灵毓秀，得天独
厚，自古便为湘东北之通衢。

据史考， 隋唐时长乐镇为古湘阴县、古
岳阳县县治之所在，商贾云集、人文荟萃至
此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唐朝之后，治所他移，

几经岁月变迁，原来的长乐城变成了后世的
长乐镇，不再为南来北往之客所熟知，而让
长乐重新焕发青春，喧声海内的，却正是这
不起眼的甜酒。

长乐甜酒的酿造始于何时，并无信史可
考，但其由来已久，却是众所周知，在长乐
镇，随便找个人一问，便可以听到关于长乐
甜酒起源的故事。

据说，北宋真宗景佑年间，长乐街照壁
巷有一位叫陈玉昆的年轻人， 幼年丧父，靠
其母纺织针线拉扯大。 玉昆成人后以帮工、
打柴为业，事亲至孝，是全街出名的孝子。 某
日，老母想吃糯米饭，于是，玉昆便煮了一碗
糯米饭。 谁知到吃饭时，母亲突发胃病，玉昆
连忙寻医抓药为母亲治病，同时又把糯米饭
盛出用钵装好，为了保温用絮被包裹好放在
火炉边，以备母亲随时食用。 到第三日母亲
病情好转打开包裹，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
至。 玉昆心想不好，只怕糯米饭坏了，可把木
盖揭开，只见米饭洁白如玉、剔透晶莹，四周
清水漾漾，用竹筷夹起一试，入口温软，酒香

四溢，味甜如蜜。玉昆很奇怪，于是仔细观看
甜酒，发现内有一些曲花草的籽，原来是自
己在盛饭时不小心将砍来做柴烧的曲花草
的曲花弄了一些在米饭里，玉昆心想一定是
这曲花起了作用。 于是，第二天他又买来糯
米，如法炮制，并拌上一些曲花。 三天后一
看，果然如前一样。母亲吃了两次甜酒，病全
好了，而且面色红润。玉昆大喜，忙和母亲商
量，决定在长乐街上开一家甜酒铺，择吉日
开张，并挂出了“长乐陈记甜酒”的招牌。 街
坊邻里都来道贺，并尝试甜酒，果然酒香四
溢，入口生津，味甘如蜜。

玉昆的生意越做越好，后来，他将这酿
造方法传给街坊亲友，千百年来，代代相传。

到了元朝，元顺帝未登大宝之时，受封
在靖江，赴藩经过长乐，曾饮此酒而大悦，赞
曰：长饮此酒，乐而忘忧。 有人说长乐镇就是
由此而得名。 后来，清乾隆帝三下江南，曾经
驻驿长乐，品酒后赞不绝口，御笔亲题“长乐
甜酒”，长乐甜酒始得其名而誉满四乡。

工艺环境 缺一不可
长乐甜酒，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胜在工

艺颇为简单。 在长乐镇家家户户都能做，而
随着工艺流传，渐传渐广。 汨罗周遭之地，没
有听说过长乐甜酒之名，没有尝过甜酒之人
为数很少。

不过，正宗的长乐甜酒，虽然工艺不繁
复，但在用料及容器、窖藏要求上极其讲究。
酿酒用米需采用本地特产的“三寸糯”，要求
米粒饱满、色白有光泽、无杂质、无霉变、无
虫伤； 酿酒用水需用新汲取的深井井水，酒
曲需选用本地所产曲花籽制成的甜酒曲，同
时采用陶器制品与竹木制品作为酿酒工具，
经过较严谨的工艺流程酿出的甜酒，视之晶
莹可鉴，闻之馥郁芬芳，食之唇齿留香，才可
称为人间佳酿、天下至味。 长乐甜酒，除了是

一种风味饮品外， 还是一种舒筋、固
气、提神醒脑、祛风湿的滋补品，长饮
甜酒，对身体健康极有益处。

不仅如此，长乐独特的地域民俗更
赋予了长乐甜酒不一样的文化特质。长
乐镇抬阁故事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每年正月古镇的上市街和下市街举办抬
阁故事会，长乐甜酒便是故事会开启仪式和收
官庆功仪式的必备饮品， 此风俗世代相传，从
而赋予长乐甜酒独特的民俗特质。

如此美味又有故事的长乐甜酒荣誉也
接踵而至：2001 年, 在湖南省第三届农博会
上,长乐甜酒便一举获得金奖，被评为最畅销
产品；2004 年，又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无公
害农产品；2014 年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
2016 年获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长乐甜酒从此走出三湘大地， 走向全
国，成为汨罗乃至湖南最富盛名的地方特色
产品。

铿锵前行 今朝更甜
纵观长乐甜酒的发展历程，无不与当地

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据《汨罗市志》 记载： 清乾隆年间

（1736-1795 年）长乐甜酒享有盛誉，乡下与
集镇甜酒作坊林立；1953 年末，粮食实行统
购统销后绝大部分歇业停业；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特产日益兴旺，
全镇涌现了 300 多家酿造甜酒的企业与作
坊。

随着长乐甜酒产业的发展壮大，长乐甜
酒的社会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不断攀升。
2004 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来湘考察，
指定要品尝家乡的长乐甜酒， 品后大加赞
赏，并将长乐甜酒推荐给中央有关领导。 是

年春节，中央有关领导委托省政府有关单位
订购长乐甜酒 1000 桶， 慰问在京老红军和
离退休老同志，由此，长乐甜酒名传京城。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长乐甜酒也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产值已过亿元。 目前，长乐
镇生产长乐甜酒的规模企业有长乐甜酒产
销专业合作社、湖南公和益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誉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
长乐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汨罗市坛坛香长
乐甜酒食品厂、 汨罗市长乐玉壶甜酒厂、汨
罗市长乐长兴甜酒厂、熊记、王记、王牌、陈
记、周记等产销群体，这些企业和群体在保
留传统酿造材料的同时， 以更加先进的工
艺，推出了多样化的长乐甜酒产品，形成了
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品牌。

在此基础上，长乐镇党委、政府充分利
用这一传统产业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建成
十大糯稻种植基地。目前长乐糯米种植面积
达 2.43 万亩，年产优质糯谷 1 万余吨，既保
证了酿制长乐甜酒原料的糯米来自长乐，又
增加了农民收入。

“下一步， 我们将以获得地标产品为契
机，加快长乐甜酒的发展步伐，让这份‘甜蜜’
事业走出国门，让长乐甜酒品牌响彻九州。 ”

如今， 长乐的甜蜜梦想号角已经吹响，
让我们共同期待、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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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出馥郁新生活

张福芳 成军

从长沙出发，一路向西，经过宁乡，路由
平坦转向了曲折，山道弯弯，两岸群山环绕，
植被茂盛，空气被负氧离子滋润，深吸一口，
清香满鼻。

两个小时后，进入沩山地界，漫山遍野
的茶树迎风而立，一株株、一垄垄，修剪平
整，在阳光下泛着墨绿，迎接着远方的客人。

每一位来沩山的客人，总是会被这漫山
遍野的茶海所震撼。

其实这里的沩山毛尖黄茶，远在唐代就
已著称于世， 历史上一直是贡茶。《宁乡县
志》曾记载在清同治年间：“沩山茶，雨前采
摘，香嫩清醇，不让武夷、龙井。商品销甘肃、
新疆等省、自治区，久获厚利，密印寺院内数
株味尤佳……”

近日，这里再得喜讯，“沩山毛尖”黄茶
获批正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这是沩山毛尖新的起点，也是沩山毛尖
快速发展新的机遇。

茶海之乡 源远流长
宁乡， 位于北纬 28 度的黄金茶叶产业

带上，自古便有“茶叶之乡”的美誉，虽遍地
种茶，唯沩山茶历史有名。

溯源沩山茶，远在唐代就已著称于世。
究其历史根源， 就不得不提到我国佛教南
禅五大宗之一沩仰宗的起源地———密印
寺。唐代时，密印寺就香火旺盛，香客云集，
日现“千人锅、万人床”之象。当时密印寺主
持灵祐禅师是一位制茶高手，能识土辨茶。
为招待宾客，他踏破铁屐，寻遍沩山，遴选
上好茶苗，移植至寺中，种茶制茶。 采谷雨
茶牙尖，用独特的“闷黄”工艺，让茶叶半发
酵，制出茶叶色泽黄润、有毫，滋味醇爽回
甘，香气嫩香持久，始创“沩山茶”。 寺内来
往宾客， 凡喝此茶者均如沐春风， 清净心
雅，被尊称为“禅茶”。

上世纪 60 年代 ,� 曾在密印寺大佛殿
中的大佛体内发现藏有茶叶 30 余斤， 揭开
时清香扑鼻，令人惊奇。 这被誉为“茶禅一

味”的生动见证，可见“沩山茶”始于密印寺，
是“禅茶”之经典之作。

后宋朝一皇帝游玩到沩山，品尝沩山茶
后备觉香嫩清醇，味道极好，便赐名“沩山毛
尖”，并定为贡茶。 从此，青山绿水茶香誉满
天下，沩山毛尖黄茶名扬四海。

《中国茶史散论》记载：“宁乡沩山茶为
清初贡茶，到清同治年间已为全国十大名茶
之一。 ”

草木英华 工艺至尊
自古就是“高山云雾出好茶”，凡名茶，

必产于优越的环境。
沩山属于雪峰山余脉， 平均海拔 580

米，最高海拔 1000 多米，地形为天然盆地，
山内溪河网布，常年云雾缥缈，有“千山万山
朝沩山，人到沩山不见山”之说。沩山土壤属
黑色砂质壤土，富含锌、硒等成分。沩山独特
的自然环境满足了茶树喜欢漫射光和阴湿
的习性，促进了茶树叶片内氨基酸和芳香物
质形成，造就了沩山毛尖香高、味醇的特色。
谷雨前，茶农们专挑一芽二叶初展的新梢茶
摘采， 采摘回来的鲜叶经过摊青、 杀青、轻
揉、烘焙、闷黄、复揉、烘干、提毫、提香等多
道复杂工序，奇迹般地完成了沩山毛尖点叶
成金的蜕变。沩山毛尖制作工艺中最关键就
是“闷黄”，通过两次“闷”，使沩山毛尖达到

“三黄”（外形黄润、汤色黄亮、叶底黄亮）的
品质特征。

沩山毛尖在传承的同时也革新了制茶
工艺， 不仅在香味上去掉了传统的熏烟味，
使之更受茶客们的喜爱， 外形也是更具美
感，制成后的沩山毛尖茶叶形似兰花，叶缘
微卷，成条状，色泽黄亮油润，白毫显露。 检
测数据表明：水浸出物高达 38%，耐泡，香高
持久；游离氨基酸高达 3.5%，口感醇厚，回
味悠长。

值得注意的是，沩山毛尖有黄茶类沩山
毛尖和绿茶类沩山毛尖之分，而我们一般所
说的沩山毛尖多指黄茶类沩山毛尖。黄茶又
分为黄芽茶、黄小茶和黄大茶三类，依托独
有自然资源优势和科学工艺，沩山毛尖历史

上 就
是“黄小茶”
的代表作，更是
黄茶中的 最 高 品
质。

在《中国名茶谱》上，沩山毛尖以
它特有的色泽和醇厚的口味，让茶客们青睐
有加。 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
曾对其交口称赞；华国锋同志题词称“沩山
毛尖，具有独特风格”；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题
词“沩山毛尖，色美味浓”，赞美偏爱之心，溢
于言表。

1986—1988 年连续三年， 沩山毛尖被
评为湖南名茶；1986 年获全国名优茶；2006
年被湖南省茶叶学会评为湖南名茶特等奖；
2007 年湖南省第二届林产品博览会金奖
等。

沩山毛尖，茶中黄金，名不虚传。

精茗蕴香 阔步腾飞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沩山有优质茶

园 2 万多亩，年产优质茶 5000 余吨，年产
值达 3 亿元。 从事茶叶生产的公司有 5 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家，中国驰名商
标 1 个、湖南省著名商标 4 个。 茶产业带动
了全乡及周边数万茶农，实现农民平均增收
3000 余元。

沩山毛尖载誉无数的同时，也上演着茶
文化与茶经济交融腾飞的饕餮盛宴，在《宁
乡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中，宁乡就将茶叶列为全县做强做大做
优的“八大产业”之一，确定在沩山等乡镇大

力发展富硒有机茶产业。 为保护好“沩山毛
尖”知识产权，2015 年宁乡县人民政府向国
家质检总局申请“沩山毛尖”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11 月 8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2016 年
第 112 号公告，正式批准“沩山毛尖”黄茶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至此，沩山毛尖正
式跨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优势，沩山乡
提出“茶业立乡、旅游兴乡、科技富乡”的长
远发展思路，采取“黄茶贸易”与“茶文化旅
游”的复合开发模式，全力将沩山乡打造成
以沩山毛尖禅茶、沩山毛尖生态有机茶为主
的旅游茶业之都。

宁乡县人民政府就沩山毛尖产业发展，
结合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产业调整、全域旅
游，出台鼓励沩山毛尖黄茶提质发展的奖励
政策，从茶苗的培育种植、到建厂办厂与设
备的添置技改、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等各
个方面， 出台有力措施予以补贴和扶持，致
富一方百姓，活跃地方经济。

在多方的助力下， 沩山毛尖作为中国
“黄小茶”的历史代表产品，将迎来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让我们共同见证。

寻味千年今更香
———沩山毛尖黄茶成功迈入地标产品保护方阵

“长乐甜酒”
长乐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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沩山毛尖黄茶。

沩山毛尖茶园风貌。

（本文图片由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本文图片由汨罗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