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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磊

早上9点，旭日刚刚从五
指山爬起来。

“开采哟……”一曲独具
民族风情的采茶舞随着律动
的音乐舞动起来，黎族阿哥和
阿妹唱起来，跳起来了。

今天上午，2019 年中国
（海南）早春茶开采季启动仪
式后，游客、茶商三三两两前
往五指山的各家茶园赏采摘
现场，品鉴春茶。

作为此次开采仪式的分
会场之一，在五指山椰仙水满
茶香观光园内，“T”字型仿古
建筑的品茶长廊里，茶艺雅集
早已布置妥当。茶艺表演者
身着一身素衣，坐在古琴前，
双手抚琴，《高山流水》一曲古
乐响彻在附近的山谷里。

午后3时，茶园里，由附近
村民组成的采茶工人早已挎着
腰篓，戴着竹笠，三两成群地走
出茶园。成排的茶树沿山坡等
高线绕山而上，茶园负责人郑
丽娟说，雨后，不少茶树抽出了
新芽，嫩叶格外翠绿，采茶工都
不忍心摘下，再过半个月，这些
新芽就是最好的茶青。

随着采茶工的脚步，慢慢
地已经登上了茶园顶端，来自白
俄罗斯的游客康津昇不禁发
出感叹，好山好水出好茶，原本
对中国茶没有多少研究的他，如
今也逐渐迷上了水满红茶。

品尝了椰仙的红茶，不少
游客惜别茶园，前往下一个分会

场，位于阿陀岭的妙自然茶园，
200亩的茶叶长廊，十里飘香。
与茶青采摘相比，不少游客更期
待今晚在这里举行的早春茶品
鉴篝火晚会。

夜幕降临，茶园趋于寂
静，在妙自然茶园的广场里，
热闹起来了。

烧烤架、长桌宴、芭蕉叶、
竹筒饭……伴随着熟悉的旋
律，在五指山市什会村妙自然
茶园中，长桌宴包围着篝火，
游客们围坐在一起，音乐随着
篝火的升腾，篝火旁跳舞的黎
族女孩跳得更起劲。烧烤炉
上五花肉和炭火在相互交融，
散发出诱人的美味。只有案
桌前一杯红茶，还提醒着人们
它才是这里的主角。

妙自然茶园，坐落在云滋
雾养的五指山热带雨林国家
森林公园阿陀岭（通什镇红山
乡什会村），是一家集种苗培
育、茶园种植、科研检测、产品
加工、销售、茶文化培训为一
体的茶企，近年来在茶旅融合
方面走在五指山市前列。

“全市目前 8900 亩茶叶
种植面积，正常可开采面积约
4000亩左右，20多家茶企从
各个方面不断丰富、充实着我
们五指山茶叶品牌，目前我们
五指山茶产业发展主要方向
是提质增效，丰富产业链，不
断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喝上我
们五指山茶。”五指山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楚蝶说。

（本报五指山1月8日电）

海南茶园的春天

“请给我来杯五指山红茶。”
“这是今年新采摘的五指山

早春茶吗？”
1 月 8 日，在 2019 中国（海

南）早春茶开采季启动仪式现场，
来自海南省各市县的18家知名茶
企齐聚海南生态茶展示品鉴区，
集中展示海南优质生态茶及茶具
等，并现场进行茶艺表演，供品
尝、购买。悠悠茶香，牵住了众多
市民游客的味蕾。

“琥珀汤，奶蜜香。果然名不
虚传！”来自黑龙江省的刘建先生
在“椰仙”展区前品尝了一口“黎
王红”系列有机五指山红茶，绵密
的茶香、棉柔的口感入喉后，他竖
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今天我们带来的都是今年
元旦后刚采摘的新茶，这次还重
点推出我们公司生产的有机白
茶。”五指山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郑丽娟向记者介绍道，
26年来他们坚持做有机茶，不施
用农药化肥，保护土壤不被污
染。“既要做好茶，又要担负起保
护海南这一方青山绿水的责任和
使命。”

同时，作为五指山市茶叶协
会会长，郑丽娟对茶品牌的打造
格外上心。“海南的早春茶比内地
茶早3个月上市，这就是我们的核
心竞争力，加上海南的地域、生态
优势，我们要再加把力，进一步提
升品牌的知名度，进行茶旅文融
合；并且带动更多人通过种茶、制
茶、卖茶脱贫致富。”她说，希望政
府、企业、茶农等各行各业的人们
来共同培育这片市场。

为了更进一步打开海南茶在
省内外的市场，各市县茶企越来
越注重抱团发展，发挥凝聚向心
力。海垦茶业集团作为协办单
位，带来了集团4个茶叶基地的
生态好茶助力本次活动。“白沙基
地的白沙绿茶、琼中白马岭基地
的白马骏红、保亭五指山茶基地

的金鼎红茶、定安基地的南海茶，
今天纷纷亮相，市民品尝后，非常
认可。”海垦茶业集团董事长蔡锦
源认为，近些年，海南越来越重视
茶产业的发展，“这个活动非常有
意义，希望大家能抱团发展，进一
步提升海南茶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

好山好水出好茶。除了海垦
茶业集团，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
的品牌“五里路”红茶也备受关
注，在茶艺师麦燕坤的精心泡制
下，一杯杯红茶香气袅袅、氤氲缭
绕。“我们的茶园距70万年前撞
击地球形成的陨石坑仅5里路，我
们的商标也由此而来。”海南五里
路有机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符宇
博介绍：“我们的茶产品已经获得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美国有
机认证和欧盟有机认证，将一直
坚持做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海南真吾乡品牌所有人庄
大文是福建省安溪人，据他介
绍，其家里祖辈已经有400多年
种茶、制茶史。“我公司目前主要
在海南红茶之乡——水满乡收
购茶青，自己制茶。”庄大文向记
者介绍，他们公司制茶时既遵循
海南传统制茶工艺，又在发酵、
烘干步骤融入福建老家的核心
工艺，“海南的好生态绝不亚于
内陆那些知名产茶地区，希望能
拓宽发展渠道，进一步提升海南
生态好茶的影响力。”

“海南的茶叶品质优异。今
天，全省的大小茶企一起向广大
消费者展示自己的产品，非常有
自豪感。强势启动的2019中国
（海南）早春茶开采季，将极大地
宣传海南茶的品质优势、生态优
势。”海南省茶叶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陈世登认为，海南的茶产
业要抱团发展，联手打造区域品
牌，对海南茶产业发展起到更大
的推动作用。

（本报五指山1月8日电）

茶企抱团发展

海南各市县合力打造海南茶品牌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本报五指山 1 月 8 日电
（记者曾毓慧）1月 8日上午，
在茶企精准帮扶合作签约环
节，五指山水满天香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琳与水满乡毛
苗村贫困群众代表卓玉莲牵
手走上签约台，双方就 2019
年精准帮扶达成合作并签字。

“我家种植的12亩茶叶一
点都不愁销路，只要勤快学好
种植技术，脱贫致富准没问

题！”签约后，卓玉莲对新的一
年发展茶树种植产业显得更
有信心了。据悉，自2016年
起，水满天香茶业每年都通过
保底价收购茶青的方式，为广
大茶树种植户提供稳定的增
收渠道。郭琳介绍，截至目前
为止，该茶企已经与60多户农
户达成结对帮扶，每年可保底
价收购茶青约700亩，其中12
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茶企结对帮扶惠及12户贫困户

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

开采时节，位于五指山阿陀岭红山地区的什会村，茶
叶种植户们的脸上洋溢着春天的喜悦。

“又到紫鹃茶的采摘期了，一天采摘收入近400元。
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1月8日下午，紫鹃茶种植模范王
梅霞、符莲娟兴高采烈地说。

近年来，五指山围绕茶叶做文章，做强产业，富裕百
姓。据介绍，五指山市通过政府资金扶持、企业指导带动，
让茶农们的收入不断增加，许多贫困户通过种茶脱贫。目
前，五指山市茶叶累计种植面积8509亩，遍布5个乡镇，
惠及农户1014户，其中贫困户194户。

“这几年，每到春茶上市，几乎每天都有老板给我打电
话，要我把茶青卖给他。”五指山市水满乡方龙村村民王泳
苏介绍，随着五指山红茶知名度不断提升，茶叶价格稳步
上涨，与此同时，茶青收购价也水涨船高，种茶已经成为水
满乡不少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五指山永训村村民王琼香的茶园里，一排排茶树层
次清晰。7年前，这家茶园所在的山头还种植着槟榔、芒
果以及一些药材等。“水满乡处于五指山脚下，海拔较高，
气温偏低，而且昼夜温差大，我们家的槟榔种下去有十几
年了，只见开花，不见结果，橡胶树也长不大，产量很低。”
王琼香说，2012年，她砍掉部分槟榔、药材等作物，种上了
适应当地气候的茶叶。

得知群众有种茶的愿望后，五指山市有关部门申请专
项扶持资金，五指山市政府拿出3000万元扶持水满乡茶
叶种植、加工等产业。

在政府的指导下，在茶企的带动下，五指山部分农民
种茶收入不断增加，目前，茶树已经成为当地不少农民致
富奔小康的“摇钱树”。 （本报五指山1月8日电）

五指山推出两条茶旅线路
分别是“风情水满茶之旅”“红山之外茶之旅”

在黎语中，水满是“至高无上”之意。水满乡是海南海拔最
高的乡镇，在这里，可以观赏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可以参观
黎峒文化园，更可以到各个有机生态茶园体验采茶、制茶之乐。

在五指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红山”，在这片坐落于阿陀
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美丽土地上，还有一片生长于雨林之中的紫
色茶叶——雨林紫鹃。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者，紫为上！
品一杯来自雨林的雨林紫鹃早春茶，体验紫茶的魅力。

丨风情水满茶之旅

第一天：海口或三亚出发——水满乡——五指山热带雨林景区徒步登山“深呼吸”——参观黎峒文化园了解黎族历史文化——到大峡谷漂流体验精彩刺激。

第二天：到椰仙等生态有机茶园体验采茶、制茶之乐——到当地黎村参观品黎族农家美味——购一份五指山早春茶茶礼向各地亲朋捎去来自南国的春天问候——五指山翡翠山城观光购物——参观海南民族博物馆。

第一天：海口或三亚出发——观赏牙胡梯田之美——站在朱德亭观赏五指山翡翠山城之美——到阿陀岭国家森林公园徒步“深呼吸”——五指山翡翠山城观光购物——参观海南民族博物馆——宿五指山市内宾馆。

第二天：到妙自然雨林茶园体验雨林中采茶之美——到妙自然茶厂亲手制作一份早春茶礼——带着亲手制作的早春茶到妙自然茶园的露天茶台体验天人合一的品茶之美——购一份五指山早春茶茶礼向各地亲朋
捎去来自南国的春天问候——五指山翡翠山城观光购物——参观海南民族博物馆。1月8日，以“海南春早茶先知”为主题的2019中国（海南）早

春茶开采季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文艺演出。

1月8日，在五指山市妙自然雨林紫娟茶园，各地茶友在优美
环境中品茶。

2019中国（海南）早春茶开采季仪式启动，海南春茶迈开大步迎接市场

尝一尝海南春天的味道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海南春茶共推中国早春第一茶

海南产茶的历史十分悠久。
1000多年前，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谪居海南时写道：

“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
明正德六年《琼台志·土产》就有海南早期的茶事的记

载，当地黎族同胞早有采集野茶的习惯，水满茶（因生长在
五指山的水满村一带而得名）便是其代表，在明代就已列
为贡品上贡朝庭。

海南茶叶品质优良。产茶位置全国最南端，茶叶收获
季节比我国其他地区早1－3个月，海南产的明前茶被称
为“华夏第一早春茶”。

近年来，海南茶叶以其优良的生态产区，海南茶企以
其优质品牌，已经被行业内和国内外广大茶友认可。

海南省茶叶学会秘书长陈世登介绍说，在大健康时
代背景下，全民重视健康养生，中国最南端的生态茶产
区——海南茶有机茶、富硒茶引关注，海南茶业迎来新
商机。

海南省旅行社协会副秘书长冯华国认为，在此背
景下，海南核心产茶市县举办2019中国（海南岛）早春
茶开采季系列活动，第一可以充分展示海南作为中国
唯一的热带茶区，中国最早的早春茶来自海南的优
势；第二是将茶叶作为展现海南生态优势、环境优势
的载体。

同时，开采季系列活动也是茶、旅、文融合的节
庆活动，海南一年接待中外游客 7000 万人次左右，
海南独特海岛下午茶文化对游客有着较强的吸引
力，海南岛茶之旅是深度体验“海南深呼吸”另一种
方式。而海南生态有机好茶，更可以成为海南特色
旅游商品。

五指山水满打造海南红茶之乡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水满会成为海南热门的旅游目的
地，这里遍布红茶馆，人人以到访水满为荣。”省农业农村厅
种植处（南亚办）分管茶叶负责人祝英武品尝了10家优质
水满红茶后，对水满进一步打造“海南红茶之乡”充满信心。

好山好水出好茶。五指山海拔高，纬度低，热带雨林
分布广泛，森林覆盖率达86.44%，这里光、热、水、雾资源
丰富。五指山红茶主要产自水满乡，这里常年云雾缭绕，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100%，正是这独特的环境孕育了高
品质的五指山红茶。

五指山市副市长岳国华介绍，五指山野生茶树资源
分布广泛，产茶制茶历史悠久，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五
指山的茶叶是海南特色名茶之一。水满红茶，条索肥
壮、口感独特，直接咀嚼满口干脆浓香，冲泡后汤色金
红，香气清高，滋味醇爽，入口略苦回味却甘，为红茶中
的上等珍品。

近年来，在五指山市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一些茶企的带
动下，五指山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今五指山有大大
小小茶园数十个，面积达8500多亩，五指山红茶品牌知名
度也越来越高。经过多年培育，五指山市出现了“椰仙”

“峡谷红”“苗绿香”“水满香”“竹满红”“印象水满”“水满润
红”“品香园”“雨林紫鹃”等多个茶叶品牌。

酒香也怕巷子深，茶香也需品牌响。为了进一步打响
五指山春茶的品牌，近年来五指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通过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举办春茶开采活
动，积极走出岛外做产品推介，邀请国内著名专家来五指
山指导等工作，积极塑造五指山春茶品牌，让生态、环保、
早春第一茶等品牌内涵深入人心，使得五指山茶叶品牌知
名度大大提高。

海南茶文化越发生动起来

摘下一片春天的新鲜茶叶，海南茶叶学会会长、海垦
茶叶集团董事长蔡锦源放进嘴里咀嚼，立刻知晓了品种。
对资深茶人而言，嚼鲜叶是对海南生态茶最放心的姿态。

“五指山绿茶和红茶都是以五指山地区原产的海南
大叶种茶叶为原料，生态种植，再加上独特的炒制和烘
焙技术，使得茶叶具有独特的口感。近年来随着品牌知
名度不断提高，每年元旦一过，全国各地的茶友纷纷到
五指山，只为这早春第一茶！”五指山市茶叶协会常务副
会长史杰介绍。

为促进茶企加强合作，有序竞争，推动品牌建设，实现
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市场共赢，拓宽茶叶产业发展空间，
助推五指山茶叶产业发展，2015年3月，五指山市茶叶协
会成立。在协会以及各方的努力下，“五指山红茶”已经被
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2015年第三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产品，五指山茶叶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五指山市政府和五指山市茶叶协会的引导下，五
指山市部分茶企带着茶礼和茶艺积极走出去参与各种营
销活动，推介五指山红茶，取得了较好效果。同时，在
五指山市历届旅游地产暨城市形象营销中，五指山红茶
都作为特色旅游商品或农副产品参加展览和推介，加深
外界对五指山红茶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了五指山红茶的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椰仙、苗绿香以及水满印象等茶
叶品牌都在五指山、海口等地开设了自己的门店，部分
茶叶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京东、淘宝等销售平台开
网店，线上线下互动。

一杯红茶下肚，春天的香气从嘴里化开，海南茶文化
越发生动起来。古筝与茶，舞蹈与茶，专业的茶艺表演为
开采季启动仪式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一二三产业、茶旅文深度融合

“多次来到海南，不知道海南还有这么美的地方，海
南还有这么好的茶叶，太棒了！”今天下午，在五指山市
妙自然生茶茶园，奔着开采季而来的俄罗斯客人如此评
价五指山，如此评价五指山红茶。以茶为媒，推进五指
山茶、旅、文产业融合，成为五指山市接下来的产业发展
思路。

据了解，五指山部分茶园不仅可供游客观光，还可
让游客体验采茶、制茶。五指山椰仙水满茶香观光园
内，成排的茶树沿山坡等高线绕山而上，占地300多亩
的茶园十分壮观，茶树刚长出的嫩茶格外新鲜翠绿，
茶叶清香扑鼻，采茶姑娘戴着斗笠，偶尔还会唱起采
茶山歌。

游客除了一览茶园风光，还可以跟采茶姑娘学采茶，
上午采好茶青后，在茶园附近农家乐吃地道农家菜，然后
到茶园内的茶叶加工厂制作茶叶。经过摇青、杀青、烘烤
等一系列工序，茶叶就可以打包带走了。“如果制作绿茶，
游客当天采的茶叶就能制作成成品茶带走，如果制作红
茶，还需要经过发酵，当天不能带走。”五指山椰仙生态茶
园园主郑丽娟说。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大背景下，五指山妙自然茶业
有限公司积极推进茶旅产业融合。在已经基本建成200
亩五指山茶文化生态产业园的同时，将启动建设集现代茶
叶生产、山地休闲度假、乡村文化体验和乡村养生度假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雨林茶乡茶文化特色村落。

“现在五指山市不断延伸茶叶产业链，茶产业已经与
旅游、扶贫、电商等结合起来。”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五指山红茶是五指山市重点扶持的产业，已
经成为五指山一张名片。

太阳从五指山峰顶的云雾中
露出来，水满乡广场2019中国
（海南）早春茶开采季启动仪式现
场一片明媚。海南省18家知名
茶业品牌、五指山茶农，以及茶
业、旅游界300人共同参加了活
动仪式。

海南春早茶先知，好山好水
出好茶。海南春茶，在行业内称
为中国早春第一茶，是中国为数
不多能在春节之前上市的春茶。
“尝尝海南春天的味道”，已经成
为海南春茶的宣传口号，而优质
五指山大叶种茶叶，近年来以生
态、环保、口感丰富被众多爱茶人
士认可，走出海南，走向全国，走
进国际，已经成为海南茶企的共
同目标。

本报五指山1月8日电 （记者曾毓慧）1月 8日上午，
2019中国（海南）早春茶开采季启动仪式在海南红茶之乡
——五指山市水满乡举行。

在活动启动现场，太原新晋商联盟文化传播集团与五指
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就茶旅推广达成战略合作。

此外，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五指山两条茶旅线路，分别是“风
情水满茶之旅”“红山之外茶之旅”，邀请广大宾客前来体验。

茶旅
线路一

丨红山之外茶之旅
茶旅
线路二

制图/王凤龙⬇ 1月8日，航拍五指山椰仙水满茶香观光园。

1月8日，以“海南春早茶先知”为主题的2019中国（海南）早春茶开采季活动启动仪式现场。1月8日，在五指山市妙自然雨林紫娟茶园，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展示采春茶。

1月8日，以“海南春早茶先知”为主题的2019中国（海南）早春茶
开采季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图为我省茶企现场展示茶艺。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泡茶技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