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加茂 石立新 彭业忠

春末夏初，时雨时晴，伴着烂漫
的山花， 穿行在古丈县的崇山峻岭，
满山满岭的茶园， 吐露出的芳香，沁
人心脾。 晴时，山坡上随弯就势的一
行行茶树， 如五线谱般书写在大地
上；雨时，山腰里、沟壑中，时时升腾
起的或淡或浓的雾岚， 浸润着茶园，
将人带入童话般的世界。

不经意间，茶园飘出男女对唱的
情歌，让人心潮澎湃。

男唱：茶叶绿来茶叶青，
茶叶还靠雨水淋；
半天云里花一朵，
哥不摘来误一春。

女唱：三月采茶茶叶新，
青青茶叶满山林；
茶林深处歌声起，
小妹挂牵心上人。

歌毕，土家小伙与苗家姑娘的嬉
笑撒满茶园。

“古丈茶歌多如牛毛，这是摘茶
的土家小伙与苗家姑娘们的浪漫。 ”
陪同采访的古丈县政协副主席、苗族
作家向午平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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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4 万人的古丈县， 是我省人口最
少的县。

可小县却搞出了大名堂———4 月 16
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长沙给古丈县政府
颁发了“中国有机茶之乡”的牌匾，古丈县成
为我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茶产业县。

这是继 2015 年 8 月 9 日，“古丈毛尖”
荣获米兰世博会金奖后，又一重大标志性事
件。

牌匾虽小， 但在行业内的含金量却极
大。

另一个大名堂———全县茶园总面积
13.7万亩， 农业人口人均有一亩茶园以上，
位居全省第一； 全县近 60%的村寨种有茶
叶；70%的农业产值来自茶业；80%的农业
人口从事相关茶产业。 也就是说，茶叶产业
成了古丈百姓的支柱产业和当家产业。

“有机茶”，高大上的品质，饮茶人的最
高追求。

“获此殊荣，当然远非一日一时之功，
而是一届届古丈县委、 县政府接着干出来
的，是全县茶农们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 ”
面对今天的成绩， 古丈县委书记杨彦芳感
慨万千。

古丈种植茶叶的历史，可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但是，茶叶大规模的产
业化发展，是近年来的事。 2011 年古丈县
出台了《关于强力推进茶叶产业化基地建
设的意见》的文件，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强
力鼓励茶叶产业标准化发展———新扩建的
标准化茶园， 每亩补助苗木等费用 1300
元；同时，鼓励茶叶下田，在田里扩建标准
化茶园的农户。

茶农们的种茶积极性， 得到了充分调
动。 一块块新建的标准化茶园，出现在崇山
峻岭之间。 古丈县的茶园面积，2008年还只
有 6.2 万亩，2014 年就达到了 13.7 万亩，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是数字的变化。古丈县在推动茶叶产
业数字变化的同时，也在原本具有高品质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茶叶的内质。

茶叶市场的竞争，特别是高端市场的竞
争，可谓刀光剑影。而比拼到最后，拼的是茶
叶内质。“古丈毛尖”的内质———硒、铁、锌、
钙等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以及具有保健
功能、延缓衰老的茶多酚、茶黄素等，都含量
较高。

要确保这种内质的竞争优势， 就要从
“标准”入手，规范茶叶的种植、培管，规范茶
叶的制作过程和工艺。古丈县启动了茶叶的
“标准工程”。早在 2007年时，古丈县就出台
古丈毛尖的地方标准。 这是远远不够的，
2010 年又开始编制以等级标准、 栽培标准
和加工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湖南省地方标
准———《地理标志产品·古丈毛尖》， 并推行
“无公害茶叶加工技术规程”的行业标准，注
重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2011 年 11 月 9 日， 湖南省地方标准
《地理标志产品·古丈毛尖》， 通过省质监局
审查验收，并于 2012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

对“古丈毛尖”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立
地条件、栽培管理、加工技术要求、标志、标
签等，都规定了具体要求。

产业发展 一届接着一届干

古丈县古阳镇排若村， 是一个典型的土家
族、苗族杂居的村子，距离古丈县城 30多公里。

43 岁的苗家妇女向金香， 与她的丈夫和儿
子正在自己的茶叶加工房里，加工毛尖茶。 而儿
媳妇则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孩， 在阶沿上晒太阳，
一家人其乐融融……

加工房里，弥漫着醇爽的茶香。
向金香介绍起她家通过种茶、炒茶脱贫致富

的故事时，显得有些激动。
从 1999年开始，向金香和丈夫从外面打工回

到了家里，并开始种茶。现在她家里有 5亩多茶，加
工房里有两台揉捻机、 一台烘烤机、 一台杀青机
……一应俱全，还收村民们的鲜叶进行加工。

在太阳下完成摊青后， 进入机械的杀青、初
揉、炒二青、复揉、炒三青过程，做条、提毫则完全
是手工操作……

“这需要手感，所以情绪不好时，是不能做毛
尖茶的。”原来不成型的茶叶，随着向金香双手无
数次的揉搓，慢慢变成了紧而细的毛尖茶。

当问及他们家一年的茶叶产业收入时，她的
丈夫老周说有 5万元多一点。

“那你们一家是闻着茶香脱贫致富啰？ ”
老周回答道：“古丈的 5万多茶农都是这样的。”
据古丈县委副书记、县长邓晓东介绍，古丈

县成功地探索出发展茶叶产业，从而推动精准脱
贫的路子，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鼓励贫困农户
将政策扶持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折价入股，由
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能人实行统一
管理和生产经营，大力推动“公司 + 合作社 + 基
地 + 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1 带 N”的方式与
贫困农户结成联股、联利共同体，实现茶企增效、
茶农增收。

目前，全县 5 万余名茶农与龙头企业、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贫困农民
通过入股分红、获取劳动报酬等，每年平均增收
2000元以上， 茶叶产业已直接带动了 3 万多人
精准脱贫。

古丈县茶叶生产企业和厂家达 40余家，已建
立茶叶专业村 65个，茶叶种植、加工大户 580 余
户，茶叶合作社 140余个，逐步形成了“茶农销售
靠大户，大户销售靠企业，企业销售靠网络”的良
性循环， 县城建设了茶叶的专门市场———茶叶一
条街；古丈茶的销售网络布及湖南、北京、上海、山
东、 广东等省市， 销售网点达 100多个，“古丈毛
尖”旗舰店达 65家；与此同时，在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上，开设了“古丈毛尖”官网以及天猫、京东等知
名网站开设了“专营店”，线上销售也是热火朝天。

在采访行将结束时，名列中国私营实体企业
第一、连续多年跻身世界 500强的太平洋建设集
团创始人严介和来到古丈考察，严介和表示太平
洋建设集团将助力古丈毛尖茶的销售。

●1929 年，古丈毛尖荣获法国国际博览会国际
名茶奖；

●1950 年，销往过前苏联；
●1957年，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展览会金奖；
●1982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
●1983年，被外经贸部评为全国优质出口产品；
●1988 年，获北京·中国首届食博览会金奖；
●1990年，被列入北京第 11届亚运会指定产品；
●1999 年，荣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

称号；
●2005 年，被评为湖南十大名茶；
●2007 年，在日本京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绿茶

评比会上，“古丈毛尖”荣获金奖；
●2008年，被评为中国绿茶高峰论坛金奖；
●2010年 10月，获第八届国际名茶评比金奖；
●2011 年,在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组织开展的

2011“中国名茶”评选中获特别金奖；
●2011 年 5 月，“古丈毛尖”获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11 年 8 月，获第九届“中茶杯”全国名茶评

比特等奖；
●2012 年 4 月在“北京春茶节” 上古丈毛尖被

评为质量相符、质价相符产品；
●2013 年 8 月，获第十届“中茶杯”全国名茶评

比一等奖；
●2014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办的世界茶

业博览会上再获金奖；
●2015 年，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捧回了“百年世

博中国名茶”金奖，惊艳世界，自此，产自武陵大山深处
的“古丈毛尖”再次走向全球，成为“世界之茶”。

古丈毛尖奖牌榜

2011年，“古丈毛尖”戴上了国家工商总
局给颁发的“中国驰名商标”桂冠。

2007年 12月 16日，“古丈毛尖”又戴上
了国家质监总局颁发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桂冠。

两顶金碧辉煌的桂冠，成就了“古丈毛
尖”的品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意味着商品
知名度和被认可度；所以，品牌也就成了商
品在市场竞争中的软实力。

是古丈县委、县政府，不遗余力地引领着
广大茶农， 行走在古丈茶叶的品牌塑造之路
上。

物以人出名，这是历史的金科玉律。
1996年，宋祖英为感恩家乡，自筹资金，

请著名的词作家夏劲风作词、著名作曲家龙
伟华谱曲，又请来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
的一班人马，来到了古丈，拍摄音乐电视《古
丈茶歌》。 从此，“绿水青山映彩霞，彩云深处
是我家，家家户户小背篓，背上蓝天来采茶”
的歌声，唱响了全国。

2010年 5月 1日晚，著名的上海体育馆
里，正在举行上海世博会的专场音乐会，宋祖
英在演唱之前说道：“我的家乡， 在湖南的西
部，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更有清香的茶园；今
天，我要带给大家一首我的家乡的歌曲《古
丈茶歌》……”

《古丈茶歌》独有的旋律，在上海体育馆
的上空回旋飘荡。

2012年 6月 5日，宋祖英携手著名歌唱
家安德烈·波切利和钢琴巨星郎朗，在伦敦皇
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跨越巅峰”音乐会，
她专程带去的礼物，就是古丈毛尖。

古丈毛尖清香，与宋祖英的歌声，一同
在欧洲的上空精彩绽放。

2001年， 在古丈县领导的诚恳邀请下，
于中外艺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鬼才” 黄永
玉，欣然题写了“古丈毛尖”4个字。 采用木刻
中倒笔方式所书写的“古丈毛尖”，朴拙中透
着典雅，韵味十足，别具一格，具有极高的辨
识度。

2014年，从古丈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彭学
明，在《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散文
《古丈茶歌》———“走进古丈，峰岭是茶，山腰

是茶，河谷是茶，狭坪是茶。从北到南，从东到
西，远远望去，到处是茶丛茶垛。 ”

彭学明对古丈毛尖的描绘，可谓入木三
分———有了茶，随便一杯什么水，河里的、井
里的、沟里的、池里的，杯里一冲，那茶叶就成
了一只醒了的翠鸟，在雾气里缓缓地亮开翅
膀，一片一片地舒展挺立，齐刷刷地指向蓝
天。 这杯水也就或黄或绿，清澈透亮，溶化了
大自然的清香甘醇。

品牌塑造， 离不开新闻事件和新闻传
播。

2010 年，古丈县举办了“古丈毛尖万人
品评会”； 2012年，古丈县举办了“红石林杯
茶歌大赛”； 2013年，古丈县举办了“古丈毛
尖（长沙）品鉴会”； 2014 年，古丈县举办了
“古丈毛尖中国行” 活动； 2015、2016 连续
两年古丈毛尖春季博览会在长沙举行。

这一系列活动，通过主流新闻媒介的传
播，将“古丈毛尖”慢慢固化在受众的心中，并
让受众成为潜在的消费人群。

茶叶是自然的精灵， 是文化的载体。 将
文化名人与推介茶叶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
起，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2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中国（古
丈）第二届茶文化节暨“红石林”杯茶歌大赛
决赛，在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里
拉开了帷幕。 大赛邀请了中国文联副主席、

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文
联主席、著名作家谭仲池共同担任评委。

大赛接近尾声时， 穿插了一个小节
目———由徐沛东、谭仲池和时任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著名古典词作家何泽
中，上台题词。 徐沛东所题“歌漫茶山”、谭仲
池所题“茶香醉人”、 何泽中所题“与茶同
寿”，可谓各得其妙，意境深远。

歌漫茶山，茶乡醉了，茶乡的土家苗汉各
族百姓醉了。

身在湘西的文艺家们，也是不遗余力地
进行古丈茶的宣传与推介。 2014 年春天，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联主席、著名古典诗
词作家黄叶先生，在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公
司位于梳头溪的有机茶园里， 有感而发吟诗
道———

梳头溪畔叶如云，
翠色连枝傲树群。
一夜春风醒万物，
茶歌起处百花闻。
2016年春天，来到古丈县春秋有机茶业

公司位于高峰镇岩坳村的有机茶园时，诗兴
再次被激活，当即吟七绝诗一首———

剪雾裁云似梦乡，
春风放胆过羊肠。
新芽含露闻花语，
山鸟飞来声亦香。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是产业竞争的法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茶叶的要求，也

从原来的“饮”向“健”转变。 原生态、天然、无
污染、有机等，渐渐成为喝茶人的首选和追求
目标。

审时度势，古丈县于 2000 年，正式启动
了有机茶园的认证工程。

有机茶，茶叶产业的制高点。 所以，有机
茶园的认证工程，是一项颠覆性的改革,传统
的种植方式需要全部丢弃。

不仅茶园里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不用
除草剂， 就连规定范围内的一切农业生产活动
和人的日常活动，都不能用这些化学用品。好一
个难字了得，“霸得蛮”的古丈人，迎难而上。

高峰镇一个叫梅子坡的地方， 有一块上
世纪 70 年代初建立的知青茶场，面积达 800
多亩，属古丈县茶叶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试点就从这 800 亩茶园开始，2001 和
2002 年连续获得了欧盟颁发的《有机转换认
证证书》， 经过两年有机认证转换期后，2003
年通过欧盟认证，于是欧盟的《有机产品认证
证书》第一次落户古丈。

欧盟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成了古丈
茶叶高贵的身份证， 成了古丈茶叶的市场通
行证。梅子坡茶园每年生产的有机茶叶，都以
高于普通茶叶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 全部
出口远销海外。

试点的成功， 给古丈的茶人们带来了极

大的自信。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公司、 古丈县春秋

有机茶业公司、古丈县溪州茶业公司等，一大
批民营茶叶企业， 纷纷走上了有机茶的产业
化之路。

2014 年，古丈县委、县政府提出打造“中
国有机茶叶产业县”的发展目标，开始大面积
推广有机茶园的认证。

对全县茶企、 茶专业合作社等情况摸底
调查后，投入 100 多万元专项资金，扶持 30
多家规模茶企与专业村合作社，确立欧盟、杭
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方圆标志认证集团、中
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等 4 家认证机构，
正式启动有机茶园建设与认证工作。

当过矿老板的 51 岁土家族汉子向功平，
在古丈县高峰镇的深山密林中、悬崖峭壁上，
严格按照有机农业标准，不施化肥、农药，不
使用除草剂，种植了 2505 亩茶园，目前已获
得了第二张欧盟颁发的《有机转换认证证
书》，明年将正式获得欧盟的《有机产品认证
证书》。

2015 年春天，古丈县春秋有机茶业公司
的首批茶叶上市。 由全球最大产品质量认证
权威机构之一的德国莱茵公司， 对这批茶叶
出具了检测报告———405 项农药残留检测，
全部为零。

茶叶在市场上卖出了 1 万元 1 斤的天
价，有机茶的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一斑。

观念转变天地宽， 随着政府决策层与茶
商、茶农对有机茶认识的提升，古丈县有机茶
园产业迅速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已通过有机
茶认证的茶园达 1.8 万亩， 进入转换期茶园
3.2万亩。

人们仿佛听到了有机茶产业铿锵的脚步
声……

普通百姓 茶香中脱贫致富

转型升级 有机茶脚步铿锵

品牌塑造 众人拾柴火焰高

古丈县县长
邓晓东接过“中
国有机茶之乡”
的牌。

古丈县
在长沙举行
“古丈毛尖”
推介会。

大山中的有机茶园，生机盎然。

“古丈毛尖”的制作工艺，是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5 年，“古丈毛尖”荣获百年世博会金奖。

（本版图片均由古丈县委宣传部提供）
版式设计 黄悦

茶香浓浓 是 古 丈

——— 古丈县成为我省首个“中国有机茶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