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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安化是著名的
茶乡、黑茶原产地和全国十大重点产茶
县，自古以来以茶扬名天下。西晋时即有
其色如铁、芳香异常、烹之无滓的“渠江薄
片”行销于市。安化黑茶载于唐，兴于宋，
贡于明，盛于清。上世纪90年代，全球茶
叶产销形势严峻，全县茶叶种植面积减至
3万亩，仅产销少量的红茶、绿茶。

进入21世纪，人们更加注重生命健康
和生活品质，以茶为代表的绿色饮品消费
市场悄然兴起，县委、县政府决策者经过
深入调查研究，敏锐地觉察到安化茶产业
发展的春天即将来临。2006 年 12 月，安
化县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茶产业茶

文化开发领导小组，2007年，县委、县人民
政府出台《关于做大做强茶叶产业的意
见》，决定通过 5-10 年发展，全县实现年
产茶叶30-40万担，将安化县打造成为全
国闻名的茶叶之乡、黑茶之乡。

从2008年起，县委、县人民政府加大
对茶产业扶助。县财政每年统筹资金
2000 万元，通过建立基金、政府贴息、资
金奖励等政策，激励产业做大。

10 多年来的久久为功终见成效。至
2018年，全县茶园面积35万亩，实现茶叶
加工量 8.2 万吨、综合产值 180 亿元。今
年，全县预计完成茶叶加工量9万吨，实现
综合产值220亿元。

安化安化：：
茶旅文康茶旅文康四柱擎天起宏图四柱擎天起宏图

刘刚贵 陈 渊 杨 军

连续11年入选中国茶业百强县前十
强，2019年位列第一。安化黑茶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创建，黑茶特色小镇成
功入选我省第一批十个特色农业小镇；云
台山风景区、茶乡花海等项目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久扬茶业千两茶文化展示体验
馆、叶子湾生态旅游基地游客接待中心主
体工程竣工，桃花岛垂钓休闲度假区五彩
迷宫等项目建设完成；百花寨茶旅文项目
启动“三通一平”，梅山文化园游客服务中

心等设施全面升级，唐家观古镇等 6 处
“万里茶道”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荣获“湖南省中药材
种植基地示范县”，“安化黄精”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顺利通过国家评审……

近年来，安化县“茶旅文康”四大产业
立足资源禀赋，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安化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全县经济
社会呈现“稳中有进”“向上向好”态势。
截至2019年11月，安化县地方财
政收入比上一年增长12.99%，
增速位居益阳市第一。

山水茶药，康乐中国；道地之选，雪峰至
臻。2017 年 6 月，在外打拼的安化人蒋双辉
回到家乡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湖南银鸿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集中药材种植、加
工、科研、销售和药食同源文化传播于一体，
专做黄精、内外贸并举的全产业链经营综合
型农业公司。公司结合互联网+农业的发展
趋势，通过订单生产、统一销售的方式经营，
与广西、广东、江西、上海、安徽、贵州、湖北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20多家制药企业建立了中
药材供应战略合作关系。

安化县是有名的中药材产业大县，有“湘
中药库”之称，拥有野生中药资源746种，重点
药材88种，其玉竹、厚朴、杜仲、黄精等中药材
在市场享有美名。近几年来，安化成立了中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设立产业
办公室，并组建安化县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着力将中医药健康产业打造为富
民强县的又一支柱产业。

据县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陈光明介绍，安化抓住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
面临国家政策红利和产业调整的难得机遇，
全力打造集种苗培育、产品开发和市场交易
等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产业基础平台；全力
培育“安五味”品牌建设，做强做大黄精、玉
竹、厚朴、木瓜和五加皮等 5 种药材，申报安
化黄精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科学开发安化
药食、药膳、药茶等一系列产品，让安化药材
能做药，也能上餐桌；在安化黑茶产业园的
资江对岸，规划建设中医药健康产业园，打
造“中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发展的主阵地，遵

循“多产融合”的原则，融合安化黑茶、梅山
文化、生态旅游，平行构建“安化黑茶+中医
药+康养”“梅山文化+中医药+康养”“生态旅
游+中医药+康养”等多元化健康医养产业网
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一批企业，推动全县
中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现
代化发展。

目前，安化中药材产业稳步发展。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26.4万亩，实现产值9.8亿元，
安化荣获“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

“安化黄精”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顺利通过国
家评审。启动湖南上药中药材初制加工厂初
加工厂房、仓储中心和检测中心建设。九志
农业“黄精药膳”“黄精茶”系列产品获得黄精
基地与黄精茶产品有机认证。菲菲葛业“葛
莱健”保健茶、葛根酥远销广州、深圳等地。
湖南一麦生物开发“黄精鹿鞭”“黄精阿胶”等
滋补产品，年产值近千万元。阿丘合作社探
索林下黄精仿野生种植，“安化黄精”系列产
品获评中国（湖南）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博览会

“百姓喜爱中医药健康产品”。
投资10亿元的恒康源茶旅康养中心项目

正式开工，安化紫薇谷文旅康养综合体项目
拟投资50亿元，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来到安化，虽时值寒冬，但一股按既定发展
蓝图咬定项目建设不放松的暖流扑面而
来。安化县主要领导介绍，目前安化县正推
进以茶为基础、旅为融合、文为内涵、康为延
伸的安化茶旅文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安
化24小时健康茶生活。安化，正敞开怀抱等
你来，你来的正是时候！

黑茶率先行黑茶率先行 产品成产业

文旅应运生文旅应运生 特色铸口碑

康养正当时康养正当时 安化等你来

俯瞰柘溪水库，仿佛“千岛湖”一般。

已成雏形的茶乡花海，惊鸿一瞥。

矗立在黄沙坪的中国黑茶博物馆，成为安化县城新地标。
洞市老街，山间铃响马帮来。 云台山有机茶园，茶香四溢，风景如画。

（本文图片均由安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精彩湖南·

随着安化黑茶产业迅速崛起，世界各
地茶人、茶商及旅游爱好者纷纷来到安化，
走茶马古道、品安化黑茶、赏民俗风情，呈
现了茶旅共生、共长、共荣的发展趋势。

为此，安化县一方面对茶马古道、洞
市老街、黄沙坪古茶市等一大批茶文化遗
存加强保护和开发，另一方面大力实施建
设生态茶园基地计划，茶旅产业不断融合
发展。2010 年，县里将黑茶博物馆项目
选址黄沙坪，集中展示安化黑茶文化，发
挥旅游功能。以茶为主题、以旅游为内

容，将茶文化遗址、生态茶园、茶企茶市建
成旅游景区，将茶产品开发成旅游产品，
将茶民俗、茶文化打造成特色旅游品牌，
形成“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动”的
一体化发展局面。

没有文化的旅游业是不会长久的。
早在旅游开发之初，安化县的主要领导就
意识到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性。2001
年，将旅游开发职能划入县文化局，并改
名为县文化旅游局，加强历史人文资源挖
掘整理。2007年10月，安化县决定打造

以古老神秘文化为主题的蚩尤故里旅游
区、以历史名人为主题的陶澍故里旅游
区、以茶文化为主题的茶马古道旅游区。
这一年，梅山文化研究会、陶澍文化研究
会相继成立，乐安镇大禾村更名为“蚩尤
村”，陶澍陵园修复第二期工程完成，梅山
文化生态园正式落户安化。2010 年，县
委决定围绕“神韵安化”主题和打造“茶马
古道”战略品牌，全面启动古茶亭、风雨廊
桥、古塔、古桥等文物景点的维修工作，加
快梅山文化、蚩尤及历史名人文化、羽毛
球文化、黑茶文化与旅游业融合。

湖南云台山茶旅集团文化有限公司
总部设在安化，是一家以景点景区开发建
设为主导，集茶叶种植、旅行社、休闲养老
等项目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型企业。龙
腾湾民俗文化村是由云台山茶旅集团打
造的云台山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由老房改
造而来的吊脚楼分布其间，伴随着茶山竹
海，点缀着脚下美丽的土地。在这一座座
古民居内，你可以亲眼看到那些曾经让人
为之自豪的传统手工艺。

“我们一家人不仅被这里的风景震撼
到了，而且去了有机茶园采摘，还喝了很好
的黑茶，相当不错。”从长沙自驾而来的李
先生，对安化云台山的旅游体验赞不绝口。

指 挥：郑小瑛 肖 鸣
演 唱：黄华丽 张 卓 曾 勇
小提琴：黄 滨
唢 呐：张倩渊
钢 琴：周 末 伍 睿
主 持：刘 清
合 唱：长沙市直机关星辰合唱

团、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中
南大学升华合唱团、湖南青少年交响
乐团附属童声合唱团

演 奏：长沙交响乐团

曲 目
一、管弦乐《御风万里》
指挥：郑小瑛
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指挥：郑小瑛

——中场休息——
三、钢琴、乐队与女高音《我爱你

中国》
指挥：肖 鸣 演唱：张 卓
钢琴：伍 睿
合唱：长沙市直机关星辰合唱团、

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中南
大学升华合唱团

四、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
指挥：肖 鸣 演奏：周 末
五、男声独唱《故土情》
指挥：肖 鸣 演唱：曾 勇
六、唢呐独奏《百鸟朝凤》
指挥：肖 鸣 唢呐：张倩渊
七、女声独唱《卜算子·咏梅》
指挥：肖 鸣 演唱：黄华丽
八、童声合唱《缆车》
指挥：郑小瑛
领唱：余 迩
合唱：湖南青少年交响乐团附属

童声合唱团
九、小提琴独奏《卡门幻想曲》
指挥：郑小瑛 小提琴：黄 滨
十、交响合唱《不忘初心》
指挥：郑小瑛
领唱：刘洋真理 黄丽园

刘文婷 黎 明 吴 骏
合唱：长沙市直机关星辰合唱团、

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中南
大学升华合唱团

十一、交响合唱《浏阳河》
指挥：郑小瑛
领唱：黄华丽
合唱：长沙市直机关星辰合唱团、

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中南
大学升华合唱团

时光敲响新年钟声，音乐奏响新生乐章。
每一年，长沙交响乐团都在岁末年初为这

座城市带来新年的乐曲，这或许将成为长沙这
座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品牌之一。

由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湖
南省演艺集团、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承办的2020长沙新年音乐会将
于2019年12月28日在长沙音乐厅倾情上演。

2020长沙新年音乐会演出阵容星光熠熠，
将邀请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

教授和国家一级指挥家、长沙交响乐团团长肖
鸣担任指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剧团著名
女高音歌唱家、被誉为“军中夜莺”的黄华丽，
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独唱演员张卓，中国歌
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曾勇担任独唱，中国音乐
学院管弦系主任、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
比赛金奖、ARD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头奖获得
者黄滨担任小提琴独奏，中国音乐学院唢呐专
业教师、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金奖获得者
张倩渊担任唢呐独奏，旅德钢琴双博士周末，

美国波士顿音乐学院硕士、长沙交响乐团驻团
青年钢琴演奏家伍睿担任钢琴独奏，长沙市直
机关星辰合唱团、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
团、中南大学升华合唱团、湖南青少年交响乐
团附属童声合唱团担任合唱，长沙交响乐团担
任演奏。

去年挂牌的长沙交响乐团，成为国内首家
省市共建的交响乐团，长沙也正在走向全国、迈
出国门、追求卓越，力争在 5 年内，将其打造成
国内一流的交响乐团。一年来，长沙交响乐团
成功举办了2019中外著名城市交响乐团“长沙
峰会”，提升了长沙交响乐团国际美誉度。举办
了“星城乐韵”主题惠民音乐会、“长沙之夜”露
天音乐会、2019“交响音乐进校园”演出、2019

“雅韵三湘·艺润四水”系列演出。举行了谭盾
与长沙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湖南省庆祝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长沙交
响乐团专场音乐会、2019“雅韵三湘·音乐经典”
演出、聘请国际知名指挥大师尼古拉·朱利亚尼
为桂冠指挥并举行专场音乐会等演出活动。借
助名家力量，结合交流活动，在国内国际舞台展
现长沙形象，进行日本京都“世界文化交流节”
演出、“国之瑰宝”——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
组歌》巡演暨于海“我们的国歌”讲座、庆祝中俄
建交 70 周年交响音乐会——中俄乐团联合演
出，纯粹中国之交响乐长沙交响乐团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交流演出，分别在乌克兰、白俄罗
斯、俄罗斯演出6场。 （熊远帆）

长沙交响乐团将奏响2020新年序曲 20202020长沙新年音乐会长沙新年音乐会

·精彩湖南·

长沙交响乐团。 （长沙交响乐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