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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石门茶叶， 从古代走向现代， 滋养着茶乡儿
女，成为众多农户脱贫致富的“金叶”。

“土家幺妹长得乖，甜甜的酒窝逗人爱，一壶
罐罐茶芳香醉人怀，一曲山歌调飘到云天外……”
在石门县壶瓶山镇李坪村茶山上， 几个土家妇女
身着红色服饰，一边采摘茶叶，一边唱起了土家山
歌《幺妹住在十三寨》。悠扬动听的茶歌，伴着茶香
飘向远方。

50岁的唐纯桃把采好的茶放进腰间竹篓，黝
黑的脸上写尽了生活的沧桑。“我是2014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那时两个儿子读书，丈夫疾病缠身，
不能干重活，一家人靠种地勉强维持生活。”唐纯
桃告诉记者，2014年， 常德市委派来的扶贫工作
队驻村，帮助村民大力发展茶产业。唐纯桃家种了
15亩茶叶，去年有10亩进入采摘期，收入达3.2万
元。今年春季采摘芽头茶，唐纯桃就卖了2万多元。

唐纯桃所在的李坪村也从省级贫困村发展为茶叶
专业村，近3年发展有机茶3000亩，有203户589名
村民靠种茶走上致富路。

“石门产茶区农民，80%的收入来自茶叶，茶叶
产业已带动2万多贫困户脱贫致富。”石门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覃业盛介绍，这些年来，石门县大力推动
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有机石门茶品牌，稳
定石门银峰绿茶生产，加快恢复传统宜红茶生产。目
前，全县有茶园18万亩，年产干茶2.2万吨，年出口茶
叶8000多吨，茶叶年综合产值达18亿元。

“我们正在挖掘古茶道等资源，推进茶旅融合，
延伸茶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覃业盛说，从2003
年起，石门已连续举办16届“请喝一碗石门茶”活动，
推动发展旅游业。随着夹山茶禅游、白云山茶文化
游、东山峰茶山花海生态游等逐渐兴起，石门全域旅
游呈现广阔前景,为茶农脱贫致富开辟了新路。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蔡政

在石门县，有一条形成于明
清时期、连接湖南与湖北、长达
400多公里的古茶道。 这条古茶
道从3个方向与长江相连， 然后
通向万里茶道三大港口之一的
汉口，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清末
广东商人卢次伦曾在这里开办
誉满湘鄂的泰和合茶号，开创宜
红茶时代。贺龙元帅还曾在古茶
道边，刻下“一弓三箭”的励志
图。

7月下旬， 记者来到茶乡石
门，沿着古茶道，走古街巷、踏青
石板、进老茶厂、看古碑刻、访消
失的老渡口，探访这里过去的繁
华，感受今天发生的巨变。

7月23日上午，石门县所街乡水南渡社区
响起驼铃声，一支10多人的“骡马茶队”出现
在这里的乡间古茶道上。 他们身着黑色土家
服饰，唱着劳动号子。骡马背上驮着两个枫木
茶箱，马蹄踏在石板上发出“哒哒哒”的蹄声。

原来，这是石门县委宣传部在组织拍摄《万
里茶道出石门》宣传片，为8月上旬承办万里茶道
(石门)工作会议，迎接30多名专家学者现场考察
石门古茶道，修订《中俄万里茶道全图》而做准备。

这一再现古茶道的场景，吸引不少人围观，
唤起了乡村深处久远的记忆。当地居民蒋训林
触景生情，指着“骡马茶队”说：“我这间青砖房
就是当时的骡马店。现在这门前1000多级青石
铺设的古茶道，还连着乡亲们的茶园呢。”

蒋训林今年63岁， 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
古茶道兴盛时的情景：“这里原来非常繁华，

江西人都跑来做生意。 泰和合茶号的茶叶都
要经过这里运往津市。运茶的骡马队，一来就
有五六十匹马。来水南渡停靠的船，一来就有
二三十艘。直到1963年，公路修通了，这里才
平静下来。”

“泰和合茶号是120多年前广东商人卢次伦
在宜沙(今石门县壶瓶山镇)建立的，鼎盛时期有
数十个分庄、6000多名员工、300多艘帆船、
1000多匹骡马， 年产宜红茶15万公斤， 还出口
英、俄等国家。”担任宣传片总导演的石门县博物
馆原馆长龙西斌在一旁讲起了石门茶的历史。

石门西北部山体高大， 海拔在1000米以
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种植茶叶的“宝
地”。石门自古出好茶，西晋便有“武陵七县通
出茶，最好”的记载，石门属武陵七县之一。石
门的牛牴茶是唐、宋、元、明、清五代的贡茶。

明清时期，石门主要制作白茶。
“1887年春天，广东商人林紫晨、卢次伦

来到石门宜沙镇，准备前往湖北鹤峰开铜矿，
无意中品尝到石门的新茶白毛尖，喝后拍案叫
绝。第二年，卢次伦在宜沙开办茶业，专做红茶，
结合地名，取名‘宜红’。宜红茶外形细紧、色泽
乌润、汤色红亮、味道醇厚，广受欢迎。”龙西斌
一边组织拍摄，一边当起了解说员。

在长期运输茶叶的过程中， 石门在明清时
期逐渐形成了骡马古道。卢次伦到石门后，为方
便宜红茶运输，又组织人开山凿石，拓宽拉长骡
马古道，捐修了400多公里长的青石茶道、数十
座桥梁，并疏通渫水河道，形成了以宜沙为中心，
去往湖北鹤峰、五峰、宜都等地的多条分支线路。

“除了古茶道， 卢次伦还开拓了水上茶
道，沿渫水上游入澧水，过津市，下洞庭，进长
江，到汉口。这种水陆并进的古茶道，在全国
来说也是罕见的。”龙西斌自豪地说。

茶韵悠悠古道长

通过古茶道，将茶叶、药材、桐油等
山货运出，也运入食盐、布匹等生活用
品，还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传入与输出。
现在石门遗留的宜红古茶道沿线，仍
保存着大量的青石板路、 石刻、 古茶
园、遗址等，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观光
线路。

石门县政协副主席杨书凡曾任县
茶叶办主任，讲起“茶经”，他兴致勃
勃：“石门夹山的茶禅文化向外输出，
宋代禅师圆悟克勤主持夹山灵泉禅院
期间，潜心著得《碧岩录》。他书写的
‘茶禅一味’ 真迹就流传到了日本。日
本流行的茶道源于夹山， 至今日本的
茶室还常见描绘夹山佳境的对联‘猿
抱子归青嶂后， 鸟衔花落碧岩前’。外
面的宗教、艺术等也随之传入，石门县
太平镇石水田村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天
主教堂。这座天主教堂，曾成为泰和合
茶号的一个茶叶存储仓库。”

位于壶瓶山镇的泰和合茶号，是
石门古道重要文化遗址。 记者沿古茶
道一路走来， 到达泰和合茶号时已是
傍晚时分。泰和合茶号群楼飞檐翘角、
灰墙黛瓦。推开雕图镌花的青石大门，
茶香扑面而来。

经过维修的泰和合茶号面阔三
间、前后两进，麻石门窗、木楼雕梁，里
面陈列着不少茶箱、茶袋、茶壶、茶鞍
等物件。一层正厅接待客人及办公，楼
上有小阁16间。上楼的木楼梯上，还残
留着马蹄印。“当年驮运茶叶， 马匹直
接牵上二楼装卸。”龙西斌指着楼梯上
的马蹄印说，泰和合茶号屡遭损毁，现
在仅剩主楼和东侧部分茶叶房、 骡马
房。透过现存的泰和合茶号，也可看出

当时这个建筑群宏大雄伟。
“利用宜红的兴盛，卢次伦大兴义

举，兴办义田、义业、义渡、义学，设立
赈济处，为百姓义诊施药、赈灾救灾，
宜沙古镇很快发展成为‘小汉口’‘小香
港’。”龙西斌说。

石门古茶道， 在战争时期成为红
色革命通道。 这条道路上， 留下了贺
龙、 王尔琢、 陈振亚等革命先辈的足
迹。 常德知名文化人张天夫说：“这也
是一条红色古茶道。”

1928年，贺龙在石门建立了苏维埃
政权， 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一部分。
1930年2月，党中央指示湘鄂边的红四
军东下， 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会师。贺
龙出师前请来石匠，在石门县苏维埃政
府办公地贺家台（今石门县南北镇贺家
台村）后山不远处的岩壁上，雕刻了“一
弓三箭”图，意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定要
射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红军将士在图前集体立誓：不获全
胜，决不回还。

在贺家台村古茶道边的巨石上，
“一弓三箭”石刻仍清晰可见。“这是贺
龙元帅亲自指挥工匠刻下的。”龙西斌
扒开覆在石刻上的草丛说。

在皂市至磺厂进入慈利县境的古
茶道上， 有一座已破旧的桥梁架在奔
涌的渫水上方。 一名中年男子躺在桥
上的摇椅上，摇着蒲扇乘凉。龙西斌带
记者走上桥，边走边说：“这座桥叫白云
屋桥，是古茶道上一座重要桥梁。当年
贺龙元帅率领红军在这一带打游击，多
次从这座桥上走过。1935年7月发洪水，
白云屋桥被冲毁，贺龙元帅叫人重修，
所以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军桥’。”

古茶道上遗迹多
为了让石门古茶道和茶文化走出深闺， 石门

一些有志于茶文化研究和传播的专家学者付出了
不懈努力，龙西斌就是其中之一。

2002年，龙西斌对茶产业工作人员讲，《碧岩录》
出自石门夹山。见大家将信将疑，他带着两批人员，
先后到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古籍。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万里茶道”
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近些年，中俄蒙3国
还联合开展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石门
县也加大了对当地400多公里古茶道的保护力度，并
于2016年启动古茶道文物普查工作。

龙西斌的干劲更足了，他垫资10万元，请专
人走村入户收集马鞍等文物。2017年5月，为迎接
国家文物局调研宜红古茶道、 展示石门茶历史文
化，身患糖尿病的龙西斌带药物，搬个沙发，在县
文庙茶博馆里干了7天7夜。2017年9月，为迎接第
二届宜红古茶道学术研讨会，他用了3天3夜，把正

在维修、垃圾成堆的泰和合茶号原址，变成了茶文
化历史厚重的红茶博物馆。 知情人向他竖起大拇
指：“你会变魔术呀！”

受龙西斌感染， 石门壶瓶山茶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邹应琼将自己珍藏的近千口茶箱、千条茶袋、
千件茶具无偿捐赠给石门县博物馆。 县文化馆84
岁的退休干部贾国辉在病床上编写茶歌。

为充分挖掘石门茶文化， 龙西斌带领博物馆工作
人员，查到古建筑、古茶园、古渡口等古茶道遗迹共
45处，收集茶箱、茶袋、茶具、马鞍等可移动文物
6000余件。 龙西斌兴奋地说：“这些遗迹和文物，证
实石门是古茶道的一个重要枢纽。”

去年，经国家、省以及俄罗斯申遗专家现场考
察评估，石门被纳入万里茶道湖南段申遗推荐点和
中国段申遗一般推荐点预备名录，为万里茶道(石门
段)申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7月，石门县委副书
记、县长郭碧勋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加万里茶道
高峰论坛，石门古茶道再获推介。

致富路上茶业兴

千呼万唤出深闺
� � � � 泰和合茶号里，文物
述说着曾经的辉煌。

� � � � 6月26日，在李坪村
的一块茶园里， 几名土
家族姑娘一边采茶，一
边唱起了山歌。

� � � �禅茶祖庭。（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均由姜鸿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