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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好水孕育上品红茶

自魏晋南北朝制茶工艺兴起开
始，春茶便备受茶客推崇。以致有茶
客戏言“喝上一口早春茶，能比旁人更
早进入春天”。而地处海南中部的五
指山山地边缘和东部、北部低丘台地
的春意，则足足比内地早了数月。

尤其在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的五
指山山区，缭绕的雾气在一脉相连的
峰峦间不断涌动，更是造就出独特的
高山云雾茶。

据《海南岛志》记载，明清时期
便有产自五指山水满峒的野生茶出
口。明正德六年《琼台志·土产》中
也有记载：“本岛向无人工种茶，本
岛所产茶叶皆采自野生茶，其中最
有名之茶为五指山水满所产，树大

盈抱，气味清醇。”文献中所提及的
“野生茶”，即为大叶乔木种，后被称
作海南大叶种。

以当地原产的海南大叶种茶叶为
原料，按传统手工艺制作而成的五指山
绿茶和红茶，具有持嫩性久、芽叶肥壮、
水浸出物丰富、耐冲泡等品质特色，其
中五指山红茶更以其“琥珀汤、奶蜜香”
的汤色特征，深受消费者青睐。

“目前全国有4500万亩茶园，其
中红茶占比仅有12%-14%，且大多
是小叶种，与海南大叶种的品质相差
甚远。”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学
家陈宗懋看来，五指山是海南森林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和重要的水源
涵养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质
微酸、土层深厚肥沃等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所产出的海南大叶种堪称制
作红茶的“极品”原料。

严控质量品牌效应凸显

天时遇上地利，造就了五指山茶
叶的绝佳品质。而泡就一杯上好的早
春茶，还需有“人和”。

位于阿陀岭山腰间的通什镇什会
村，一垄垄茶树叠翠，碧绿中透着清
香。凑近一点再看，能发现茶树丛里
有很多蜘蛛正在结网捕虫。

“我当初选择到五指山种茶，看
中的就是这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当地茶园负责人徐雪燕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她在种茶过程中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专买牛粪、羊粪、豆饼
等有机肥，虽说种植成本高出了不
少，换来的却是茶园的无污染、有机
茶的核心竞争力。

像徐雪燕这样的茶农，在五指山并

不少见。2015年，在五指山市委、市政
府指导下，五指山市茶叶协会成立，数
十家红茶企业达成共识“抱团”发展，从
种植、加工、包装、销售等多方面着手，
制定标准促使茶叶提质增效，推动“五
指山红茶”被认定为2015年第三批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五指山茶叶产
业由此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经过多年培育，如今五指山涌现
出诸如“椰仙”“印象水满”“峡谷红”

“苗绿香”“水满香”“竹满红”“水满润
红”“品香园”等多个知名茶叶品牌，
成为五指山农业、旅游、文化的一张
烫金名片。与此同时，五指山市还于
2019年成立大叶种茶科学研究所，
意味着五指山茶叶在发挥自身核心
优势之余，今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布局。

（本报五指山1月9日电）

好山好水出好茶，五指山市立足生态优势布局茶产业

春风十里 不如一杯春茶
五指山市依托茶产业促进农户增收

一杯好茶 富了一方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在这里打工每个月有2700元工资，既能顾
及家庭减轻负担，也比以前到乡里餐厅当服务员
要轻松不少。”日前，在位于五指山市水满乡毛脑
村的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茶园里，当地村民王
菊容望着眼前一垄垄茶园感慨万分。

眼前这一片片滴翠的绿叶，既成就了当地的
茶产业，也富裕了一方百姓。近年来，五指山市以
茶企带动农民种茶，多举措发展茶产业助力脱贫
攻坚。截至目前，全市茶叶面积超8500亩，带动
像王菊容一样的农户实现了稳定发展、增收致富。

五指山市是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兼具区，得
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赋予了生长于此的茶
叶优良品质，特别是五指山红茶以其“琥珀汤、奶
蜜香”的汤色特征，深受消费者和市场欢迎。

如何让当地百姓因地制宜，借助茶产业增收
致富？

据五指山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程智伟介绍，如今在五指山，种茶已不再只是
茶企的事情。通过积极鼓励支持茶企吸收本地贫
困群众就近到茶园或茶店打工，为他们提供田间
管理、采茶、制茶等工作，五指山市有效实现了贫
困户脱贫和农民增收。

同时，当地还通过“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解决了新成立的合作社以及贫困户在种植过
程中种苗、劳动力、农资、管理技术方面的不足，实
现从备地种植、苗期管护、采摘以及加工上的“一
条龙”帮扶。

尤其是针对农户在管理技术、种植技术薄弱
等问题，五指山市联合当地一些技术成熟、经验
丰富的茶企，对本地新成立的合作社和贫困户进
行专业的茶叶种植、制作技术培训。王菊容所在
的椰仙公司就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们以‘理
论课+茶园地’‘课堂讲授+车间实际操作’的方
式给农户上课，让他们真正掌握技术。”该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

而针对茶叶种植合作社组建初期没有管理经
验的问题，茶企还从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
采摘加工、产品市场营销、茶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开
展培训，并根据合作社的实际发展目标和发展方
向，帮助其解决具体问题和困难。

在掌握种植技术后，种植茶叶是否能带来收
益是许多农户所担忧的问题。为此，五指山市、茶
企和专业合作社还免费向贫困户提供种苗，并与
贫困户签订茶青回购协议，在确保达到国家茶叶
质量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保底收购，解决贫困户后
顾之忧。

（本报五指山1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待到春风二三月，石
炉敲火试新茶。”对于茶客
们而言，春天的记忆是从
一杯清茶开始的。

当北方的茶树尚未从
“冬眠”中醒来，生长于五
指山脚下的一簇簇茶树早
已带着酝酿已久的生机，
冒出万千芽头。

作为我国最南端的
高山云雾茶叶产区，五指
山山区被誉为“江河之
源，盛产茶叶之地”，茶叶
收获季节比我国其他地
区早1个月至3个月，所
产的明前茶更被誉为“华
夏第一早春茶”。近年
来，五指山市通过完善茶
叶产品质量标准，提高茶
农采茶、制茶水平，让这
一片片小茶叶舒展出海
岛佳茗的独特风味。

俯瞰五指山市水满乡茶园。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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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文昌锦山镇复耕4000余亩土地

“淘金田”鼓起钱袋子
本报文城1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韩

彩虹）正值大棚西瓜采摘上市季节。1月9日上午，
海南日报记者在文昌市锦山镇山雅村看到，忙着打
包成熟西瓜装车外运的瓜农们一个个眉开眼笑，一
幅丰收图景让昔日4000余亩撂荒地生机盎然。

“以前土地撂荒没有收入，现在过来打工，每
天有120元务工收入，补贴家里挺好！”锦山镇罗豆
居农户黄小娟笑着说。一旁搬运西瓜的村民韩作
光则更感慨，这片西瓜地租用了他家的田地，对他
来说就有土地租金、耕地地力补贴、务工3份收入。

据悉，文昌锦山镇、翁田镇一带受此前海水倒
灌影响，撂荒土地较多。近年来，锦山镇一方面对
撂荒耕地进行了综合治理，加快完善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另一方面根据全镇撂荒耕地的性质按“宜
果则果、宜稻则稻、宜菜则菜”的原则，积极引导企
业、合作社和能人大户参与撂荒地开发利用。

截至目前，该镇复耕土地4100余亩，用于种
植西瓜、水稻、毛豆等，直接带动千余户农民增收，
其中贫困户25户102人。

临高开发产业扶贫用工管理系统

“一手掌握”贫困户务工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特约记者刘彬宇)“一

发布用工信息，就有人咨询。这用工管理系统确实
不错。”1月7日，在临高县博厚镇的海南兴国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农业基地，工作人员进入临高产业扶
贫工程用工管理系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用工信息发布后，农户只要打开手机APP
就能看到用工需求信息，并直接与我们联系。”海
南兴国实业有限公司种植部主管张金峰说。

据临高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符巍瀚介绍，该局
在去年4月开发启用产业扶贫用工管理系统，为
的就是架起贫困群众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临高所有的贫困户信息都在系统里，只需下
载手机APP就能使用。手机不能下载或没有手
机的贫困户，我们还在每个村设有务工召集人。”
符巍瀚说。

“企业发布招工信息，贫困群众就能选择到就
近的基地务工。我们有大量用工需求时也不愁找不
到工人，这套系统还全免费的，很方便！”张金峰说。

据了解，临高多家拥有规模化扶贫基地的企
业都进入了该系统，借助系统录用贫困群众。据
统计，2019年共有28763人次贫困群众借助系统
进行临时就业。

“党建+禁毒”破局

37 岁的周家庄村村民林明（化
名）在万城镇一家建材厂打工，靠着帮
人做家居装修补贴家用。还没成家的
林明，生活轨迹在31岁时被毒品打
乱。去年9月，刚从强制戒毒所出来
的他，成了周家庄村党支部与村委会
的重点帮扶对象。

林明是原先周家庄村登记在册的
70多名吸毒人员之一。过去，周家庄
村最多时有约8%的人口涉毒，许多
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很多吸毒人员
逐渐与家人远离，甚至妻离子散、因此
丧命。”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夏可平感叹。

吸毒人员逐渐增多，打架斗殴、偷
鸡摸狗在周家庄村成了常事，村子乌
烟瘴气，也让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受
到极大影响。在群众眼里，吸毒人员

也自然成了“异类”。“毒品影响了全
村人的生活，是全村人的公敌。”夏可
平说。

但泛滥的“毒”灾怎么治？
2016年底，海南省委、省政府发

起禁毒三年大会战，万宁掀起禁毒高
潮，也为周家庄村带来“破局”机遇。

“在市、镇两级支持下，村内积极探索
了‘党建+禁毒’工作模式。”夏可平说。

据夏可平介绍，周家庄村安排干
部和戒毒人员及其亲属“一对一、心连
心”，让每个党员干部都有固定帮扶对
象，在走村入户时帮助戒毒人员解决
就业、生活问题，调解家庭纠纷，帮助
他们重新融入家庭、社会。

借助党员干部与戒毒人员“一对
一”，能及时了解核实他们的生活现
状，并进行持续性的毒情排查，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同时，周家庄村还成立
了由17名党员干部组成的联防队，让
队员冲在“控毒”第一线。

“只要掌握吸毒人员线索立即报
告派出所，并带领联防队员控制吸毒
人员，移交民警处置。”50岁的周家庄
村委会副主任温育云是联防队负责
人，他从小习武，练就了一副好体格，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周家庄村近三
成村民习武，我们用起这一优势，建立
了一支能战斗的‘控毒’力量。”

林明就多次因吸毒被联防队送至
公安机关。“曾经我还因吸毒和他们起
过冲突，但现在我非常感激他们。”林
明说，正是这些热心的党员干部拉他
一把，他才能重归正道，“如今我的工
作也稳定了，想存点钱再成家，以后一
定要远离毒品。”

就业帮教迎新生

原本勤劳肯干的夏才，家中2个儿
子成绩优秀，一家人幸福美满。就因为
不小心染上毒瘾并先后4次强制戒毒，
让他原本美满的家庭险些支离破碎。

“没有党员干部们的帮助，就没有
我现在的幸福生活。”夏才说，因为吸
毒，他曾与夏可平产生过激烈冲突，甚
至扬言报复，“被扭送到公安机关时还
心有不甘，就因为不想去戒毒所。”如
今，夏才心中的愤懑早已变成了感激，
和妻子一起耕种着近10亩土地，一年
下来能有10来万元的收入。今年初，
他还用挣的钱盖起了新房。“今年是社
区康复的第三年，我一定坚持过去，过
上新生活。”夏才说。

“有事干就有收入，才能让戒毒人
员重新融入社会、家庭，重塑信心。”万
城镇禁毒专干文学说，周家庄村就是
靠着做好帮教活动，才让吸毒人员真
正跳出了吸毒、强戒、复吸、再强戒的
恶性循环，回归到社会。

据介绍，周家庄村此前70多名登
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已有40多人成
功戒断3年以上，现有在册的39名吸
毒人员也在戒断中，此外，社区康复戒
毒人员的就业率达到93%，大部分都
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

“如今，村里的风气明显改善。有

村民需要帮助，戒毒人员也会主动伸
出援手，村内开展的公益活动他们也
会积极参加。”曾经的吸毒人员做出改
变，村民们也都看在眼里。村民夏东
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内小偷小摸
现象没了，生活舒心得很！”

全民防毒氛围浓

“爸爸妈妈，这是学校里刚发的禁
毒手册，里面提醒大家注意新型毒品，
我们一起看看吧。”1月9日放学后，在
周家庄村小就读五年级的裴欣欣回家
后，拿出学校发放的毒品预防手册和
父母一起阅读起来。

“这种情况常有，我们也会陪她一
起看。”裴欣欣的父亲裴海平说，这些
手册大多是周家庄村委会自发印制
的，内容在结合官方资料的同时，也会
以生动的图片与幽默的语言讲述预防
毒品的相关知识。

“我们特别重视对孩子的禁毒教育。”
夏可平说，除了市、镇组织开展的禁毒宣
传活动外，村里也会频繁开展全村性的
禁毒宣传工作，尤其是开展禁毒宣传进
校园活动，“一方面能提高孩子们对毒品
的预防意识，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小手
拉大手’，带动更多村民抵制毒品。”

走进周家庄村，四处可见各种禁
毒宣传横幅，禁毒氛围十分浓厚。在
村委会的禁毒办公室里，不仅有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流程等工作方法，还设
有心理辅导室，不定期邀请心理咨询
师开展心理访谈助援活动。

“在一系列措施和宣传攻势下，吸
毒者正转变为戒毒者、禁毒者，在村民
间更是凝聚起了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夏可平说，经过全村人一起努力，如今
村里已实现出行有公交、村道全硬化，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社会面基本平稳，

“近万人的村子，小偷小摸现象基本杜
绝。下一步，我们还将用好‘全国武术
之乡’这块招牌，把村子建设好，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范围。”
夏可平的语气里满满的信心。

（本报万城1月9日电）

万宁市周家庄村3年来无新增吸毒人员

“毒仔村”是如何变身“无毒村”的
■ 本报记者 袁宇

“多亏党和政府拉我一
把，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必
须远离毒品！”1月9日下午
的万宁市万城镇周家庄村，
村民夏才（化名）正在自家新
建的小楼房前忙碌着，抹石
灰、打涂料，干得热火朝天。
新房2层高，外砌青灰色砖，
门前立着两根罗马柱，十分
气派。

今年48岁的夏才，此前
有着十多年的吸毒史，但在
万城镇委、镇政府及村“两
委”班子帮助下，他不仅成功
戒毒，还在帮扶下将瓜菜产
业越做越大，盖起小楼房，过
上幸福日子。

夏才生活的幸福蜕变，
也是周家庄村“脱毒”的缩
影。

2016年以前，周家庄村
深受毒品侵害，全村登记在册
的吸毒人员多达70多人，一
度被外界扣上了“毒仔村”的
帽子。而自禁毒三年大会战
启动以来，周家庄村在没有新
增吸毒人员基础上，吸毒人员
全部收治戒毒，并有40多人
成功戒断毒瘾，剩余吸毒人员
也均在戒毒中。

浓浓“毒雾”散去，周家
庄村也旧貌换新颜，社会治
安现状实现大转弯，还成了
当地知名的文化村。

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夏可平在周家庄村小学内发放禁毒知识手册。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