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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益阳办事处 中共安化县委宣传部

安化千两茶踩制，技与艺的结合。

安化黑茶———历史名茶 健康之饮

近年来，安化黑茶格外红火，从过去单纯畅销边疆地区一跃成为茶市“新宠”，走俏大江南北，远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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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地区。 首届

中国·湖南

(

益阳

)

黑茶文化节暨安化黑茶博览会举行之际，我们走进“中国黑茶之乡”安化，探寻黑茶发展的悠久历史，领略黑茶文

化的无穷魅力，感受黑茶产业的快速崛起……

安化黑茶———历史名茶，健康之饮。

自然风光秀美 文化底蕴深厚

安化位于湘中偏北，资水中游，雪峰山北麓，早在旧石器时代

境内即有人类繁衍生息。 安化一向智水仁山，人杰地灵，清代名臣

陶澍、罗绕典和书画家黄自元名垂史册，世界羽坛明星唐九红、龚

智超、龚睿娜、黄穗、陈林相继从这里走出。 这里还是蚩尤故里和梅

山文化的发祥地，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留下了许多珍

贵的文化遗产，且有秀美的自然风光与之相得益彰，凸显出县域旅

游开发的广阔前景。

从历史中走来的安化茶马古道，保留有原生态的高山民俗和

峡谷风光，融山水风情和历史文化于一体，以南方最后一支马帮

和最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存著称于世。 景区内林秀水美，山高谷深，

集“雄、奇、险、秀、幽”等特色于一身。 雄者：峡谷深涧，危崖耸立，

雄浑有力，气势磅礴

;

奇者：奇峰怪石，形态各异，造型丰富，气象万

千；险者：游道大多依崖而建，虽有安护措施，仍不失惊险刺激，正

如古诗云“栈道依松划，危楼叠石连”；秀者：远山逶迤，林木葱郁，

溪水潺潺，高山民居，掩映其间

;

幽者：山高谷深，群山围闭，远离尘

嚣，超凡脱俗。 茶马古道风景区下辖三个单元景区：关山峡谷游览

区怪石嶙峋，古树林立，瀑布飞泻，可体验探险攀爬的刺激；高城

文化体验区适合远避喧嚣的人们休闲度假，细细品味

高山人家民俗民风， 不失为是一个 “让心放下的地

方”；川岩景区景观秀美奇特，阴凉而幽雅，被人称作

“骑在马背上的峡谷”，带给人骑马观光的独特体验。

漫步雪峰湖地质公园，但见山中有湖，湖中有山，

群山环抱，峰峦叠翠。 该公园已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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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旅游风景

区、

1

个省级森林公园和

1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雄伟

的柘溪电站，被誉为湖南最早的一颗“红宝石”；秀美

的柘溪水库，构筑出一幅湘中大地上胜似漓江山水的

百里画廊。 这里还有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原始、最完

整、面积最大的冰碛岩，潜居在风景秀丽的云台山下

的龙泉洞，素有“东海龙王第十八行宫”、“长宝第一洞天”的美称，

洞内阴河、瀑布、石钟乳、石笋、石旗、石幔比比皆是。 六步溪国家

自然保护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物种资源，榉木、刺楸等国家级保

护植物在区内成群落分布，

20

多种国家一、 二级保护植物散生其

间，

19

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以及

21

种国家三级保护动物在

此栖息繁衍，极具科研和观赏价值。 景区内还有那罕见的红蝴蝶

树随风而舞，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令人心驰神往。

隶属于乐安镇的思游，是蚩尤故里，神奇而诡秘。 这里保持着

原始奇特的自然风光， 存有人文始祖蚩尤和梅山文化的古迹遗

踪。幽潭、溶洞明暗相通，石林、堰塘清影相映，被誉为思游“四奇”。

称之为“神秘的地下王国”的蚩龙洞，有水师“接骨疗伤”、拳师“点

穴治病”和巫师“打符做禁”。 梅山文化生态园凸显古梅山文化特

质，烽火台、古戏台、茶馆、筒车还原仿佛使人回到了远古的农耕

时代。

品牌凸显魅力 旅游渐入佳境

近年来，安化县委、县政府将旅游业列入全县“

3+2

”发展战略，

提出以挤进省市黄金线路，打造湖南东部旅游和西部旅游的重要过

渡区为目标，做大做强这一朝阳产业。 他们突出“山水胜地，生态休

闲”特色，致力营造游客的“心灵家园”。

加强山水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保护。 通过出台禁伐禁牧政策，

申报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和等级旅游区，建成国家等级旅游区

2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处、国家森林公园

1

处、省级森林公园

2

处、省级地质公园

1

处，获批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处。

强化规划编制，科学整合资源，实施有序开发。 以雪峰湖地质

公园、梅山文化生态园、茶马古道等旅游区为龙头，建设柘溪风景

区、洞市风景区、红岩风景区、蚩尤风景区等

12

大景区，打造“雪峰

湖观光度假休闲游、茶马古道体验怀古游、蚩尤故里人文关怀游”

3

大品牌，相继开通了多条旅游专线。 同时，努力加强旅游配套设施

建设，成立数家国内旅行社，评定数家星级宾馆，兴建独具特色的

“农家乐”、“山庄”

100

多家和宾馆、酒店

120

多家。

不断强化宣传促销，提升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先后组织重

点旅游乡镇和部分旅游企业负责人参加各类旅游交易会

10

余场

次，举办了“洞市文学笔会”、“清塘山歌

文化节”、“‘魅力乐安·蚩尤故里行’文学

笔会”、“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黑茶之乡

安化”等大型活动

,

拍摄了“魅力安化”、

“川岩江风景”、“柘溪风景”、“安化千两

茶”等旅游宣传专题片，编著了《安化文

化与旅游》等宣传手册。

如今，茶马古道、雪峰湖、蚩尤故里、

六步溪原始次森林等一批特色旅游品

牌，吸引了国内外游客。 今年以来，先后

有日本、韩国、俄罗斯、澳门、台湾等地客

人来安化观光旅游。

大美安化：

山水胜地 心灵家园

古道斜阳，幽谷清风，峡谷平湖，高山民居……走

进安化，奇山异水，超凡风物，无不吸引着游客眼球。

近年来，安化旅游业阔步前行，雪峰湖地质公园、柘

溪国家森林公园、六步溪国家自然保护区、茶马古道等一

系列风景名胜区声名远播， 相继列入全省县级重点旅游

项目，江南镇还被评为湖南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今年

1

至

9

月，该县共接待游客

47.5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2%

和

15.6%

。

柘溪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漂流。

茶

马

古

道

，

游

人

如

织

。

蚩尤故里，人间仙境。

千年黑茶 源远流长

安化茶文化底蕴深厚，千年茶史可圈可点。 作为中国黑

茶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诞生了世界第一支千两茶和中国第

一片黑砖茶、第一块机制茯砖茶，其黑茶关键制作工艺，目前

仍是受国家保护的二级机密。 唐朝时，“渠江薄片”（安化黑

茶）贵为宫廷贡品，安化享有“唯茶甲于诸州（县）”的美誉；明

清时期，安化资江两岸呈现“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盛

况；至今保存完好的安化茶马古道，印证了安化黑茶在“茶

马互市”中的重要地位；明清

500

余年，安化成为了中国黑茶

中心，在全国五个黑茶生产省中，湖南黑茶占

40%

，其中安化

黑茶更是举足轻重；解放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黑茶

“无安化字号不买”之说。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化茶马古道。 千百年来，无数

辛勤的马帮穿行在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间， 悠远的马铃

声回荡在山谷村寨，他们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开辟了

一条通往边陲的经贸之路， 奏响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

互交融的和谐乐章。

安化茶马古道在“茶马互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化黑

茶因此而名扬天下。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

1595

年），安化黑

茶被朝廷正式定为运销西北的官茶。 此后，安化黑茶主销西

北茶市数百年。 随着安化与西北少数民族“茶马互市”的不

断演进， 到明末清初， 晋陕甘等地茶商纷纷来安化办茶，茶

行、茶号最盛时达

300

余家。 以小淹、边江、江南、洞市、唐家

观、黄沙坪、酉州、东坪等茶马古镇为起点，安化黑茶顺资江

而下运往汉口，经河南、山西转销西北各地或经张家口发至

中俄边境重镇恰克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船舱马背”式茶马

古道。 这条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万里茶路，造就了“大德诚、

长裕川、永聚祥、巨盛川、大德兴”等一代名商，从古至今，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

如今，安化茶马古道已成为旅游热点。今年

6

月中旬，中

国诗歌学会组织的采风团欣然前往，诗人们饱览茶马古道的

风光，领略“千两”号子的古韵，品尝陈年黑茶的醇香，诗兴大

发，写下了“资水一江养两岸，安化黑茶香世界”等诗句。

尊者风范 名扬天下

“安化黑茶，中国独有；中国黑茶，安化独尊。 ”

安化境内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山脉延绵，云雾缭

绕，最适合茶树生长，“山崖水畔，不种自生”。 安化茶叶品质

优异，云台山大叶茶跻身全国

21

个优良茶种，以其为原料加

工而成的“三尖、三砖、一卷”黑茶系列产品享誉全球。始创于

清同治年间的千两茶，工艺独特，品质卓越，颇具古朴大气之

风范，被誉为“世界茶王”和“中国茶文化的化身”。 这一中华

茶文化之瑰宝， 备受韩国、 日本及东南亚地区人们的青睐。

2008

年

6

月，安化千两茶、益阳茯砖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近年来，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科学家曾采用细胞生

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先进的方法与手段， 分析研究安化

黑茶活性成分、功能因子和药理作用，发现并证实其具有暖

胃健脾、消食降脂、减肥降压、养心安神等功效，消费者对此

也广泛认同。

2005

年

2

月， 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对一篓

53

年前产自白沙溪茶厂的黑茶进行验证鉴评， 专家评估价达

48

万元，轰动了茶叶界和收藏界。 今年

9

月

29

日，在湖南首

届陈年黑茶品鉴拍卖会上， 一块

300

年前的安化黑茶，以

22.4

万元成交。

抢抓机遇 再创辉煌

黑茶的保健功能及其收藏价值已逐步被人们认同。随着

生活水平提高和食物结构变化，国内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

茶消费群体，全世界以牛羊肉为主食的国家和地区，对黑茶

的需求量也日渐扩大。 作为“历史名茶，健康之饮”的安化黑

茶， 在国内外茶业界名声也越来越响， 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省里和益阳市对发展安化黑茶产业高度重视， 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安化县委、县政府抢抓机遇，实施“文化引路、科

技先行、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运作、龙头带动”发展战

略，打造全国驰名品牌，力争

10

年内建成茶园

30

万亩，年产

茶

5

万吨，年产值达

20

亿元。

为此，安化县出台《关于做大做强茶叶产业的意见》及实

施细则，举全县之力扶持黑茶产业发展。 该县大力发展优质

生态茶园基地，规划建设资江沿岸片、柘溪库区片、前乡片

3

个优势茶产业带；建立和完善茶叶市场管理体系，严格执行

安化黑茶质量标准和生产加工技术规程， 加强茶叶质量检

验、质量跟踪与监测监督，加大品牌保护力度，保障产品的品

质水平和市场信誉；整合黑茶加工资源，重点扶持湖南白沙

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安化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安化茶厂

等龙头企业进行科研和技改，推行清洁化、标准化、智能化生

产，全面提高工艺水平和茶叶质量，开发出科技含量高、优质

安全且符合现代消费潮流的新产品；依托龙头企业，统一打

造“安化黑茶”品牌，重点丰富发展“千两茶”、“三砖茶”（茯

砖、黑砖、花砖）、“三尖茶”（天尖、贡尖、生尖）三大系列产品；

注册“安化黑茶”和“安化千两茶”、“安化茶”三个商标，申报

“安化千两茶”驰名商标与“安化黑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围

绕“安化黑茶”申请

10

多个国家专利；加强宣传策划，千方百

计提高安化黑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发掘、弘扬和发展安化

黑茶文化，保护和开发茶文化遗址，配套休闲娱乐设施，推出

“走茶马古道、品安化黑茶”为主题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实现

茶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双赢。

与之相呼应，在各类高规格的茶业节会上，以“安化黑

茶 ” 品牌整体形象组团参展的益阳茶产品一路摘金夺

银———

2007

年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获得

4

个金

奖； 去年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又喜获

3

金

1

银；

在前不久举行的

2009

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中国名茶”评比

活动中，再次获得

2

个特别金奖、

7

个金奖和

3

个银奖。

如今，“安化黑茶”品牌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一片

叫好声，其中，千两茶在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拥有稳定的

客户群，黑砖、花砖已进入蒙古和俄罗斯，茯砖茶在日本、韩

国打开了市场。

安化黑茶，历久弥香。

安化黑茶，风头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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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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