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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茶开采节是海南茶界盛会，
除了让游客与爱茶人士一饱口福，业
内交流自是必不可少。

历经海南茶产业的辉煌、低谷、
复苏，海南省茶叶学会秘书长陈世登
望着活动现场往来穿梭的游人，感慨
不已。“近10年尤其是这两三年，海南
茶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这离不开政
府、茶企与社会各界的努力。”在他看
来，茶叶将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是
以产业促乡村振兴的绝佳“发动机”。

从2017年的2.18万亩到2018年

的2.94万亩，尽管海南全省茶叶种植
面积不断扩张，陈世登依旧认为尚未
触及产量“天花板”。“目前海南茶叶
种植仍以小而散的农民合作社为主，
水肥、采摘管理都还不太规范，如果
加强技术指导，产量至少还能在现有
基础上翻一番。”

令陈世登欣喜的是，当天他在活
动现场看到了不少茶企新面孔，甚至
还有房产、珠宝行业资本注入，这意
味着海南茶产业的活力正不断增强。

目前，海南市场每年消费茶叶约

8000吨，年产茶叶却不足1000吨，
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

这一数据让五指山茶叶协会会
长郑丽娟颇为触动。“好山好水出好
茶，海南茶产业蕴藏着极大的发展空
间，尤其是地处生态核心保护区的五
指山，更是茶人可以深耕的沃土。”她
期待着，能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创业
者扎根五指山，推进茶产业从“种茶、饮
茶”，向“吃茶、用茶、赏茶”多元化发展。

事实上，郑丽娟的想法正在五指
山有关部门的茶产业发展规划中逐

渐成形。
“去年的开采节上推出了几条茶

旅路线，效果很不错，我们正打算通
过实施奖励补贴机制，鼓励旅行社吸
引更多游客来五指山体验茶文化。”
五指山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陈辉荣
表示，接下来，该市还会把茶园观光、
美丽乡村与民族风情有机融合，通过
完善吃、住、游、购、娱等配套设施打
造旅游服务闭环，形成产学研、游乐
购多业态的旅游发展格局。

（本报五指山1月11日电）

五指山市发布
3项茶产业技术规程
标准化助推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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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的阿妹俏模样，十指尖尖采茶忙……”
1月11日下午2时许，五指山市水满乡椰仙茶园
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黎族阿哥阿姐用嘹亮的嗓
音和曼妙的舞姿述说着茶园间的故事，吸引了众
多游客、茶商驻足围观，2020中国（五指山）早春
茶开采节的茶旅体验活动就此开启。

“用手腕的力，轻轻将叶尖提起……”茶旅体
验活动中，水满乡椰仙茶园负责人、五指山市茶叶
协会会长郑丽娟耐心地指导游客采摘茶叶。午后
温暖的阳光洒在茶园里，照亮刚发芽的茶树，嫩绿
的叶尖散发着春茶的清香，沁人心脾。

“这是我第一次采茶，感觉非常奇特。”山东游
客储明兴奋地表示，之前只是在电视和网络上看
过采茶的过程，这次亲自体验，又学会了一项新技
能。同时，储明还是一名旅游产品开发专员，在他
看来，水满乡极具茶旅文化景点开发的潜力。

与褚明一样，四川游客张文峰在此次茶旅体
验中也收获满满，让他惊喜万分的是品尝到了闻
名遐迩的五指山红茶。“我平时也喜欢喝茶，对茶
算是有一定研究，五指山的茶，口感清香，不苦涩，
值得品鉴。”张文峰表示，走进茶园的那一刻，连微
风中都夹杂着茶香，这一趟果然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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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
均气温22.4摄氏度，降雨量充沛，光、热、水资源
丰富，是海南五条河流发源地，素享“天然氧吧”

“南国夏宫”“海南绿肺”等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孕育出了高品质的五指山红茶，2015年，该
茶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好茶！”郑丽娟说，一
直以来，茶园被雨林环抱，被丰富的自然环境滋
养，生产出来的茶叶，散发各种天然的香气，特别
是红茶，不仅色泽明亮呈琥珀色，口感也很独特，
除此之外，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我们打造成集品茶、观光、体验为一体的茶
园，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五指山的茶，在茶园里
享受田园生活。”郑丽娟表示，每天来椰仙茶园观
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每逢周末更是宾客满座。

五指山产茶制茶历史悠久，距今已有数百年
历史。五指山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五指山茶文化，茶旅融合发展是今后五指
山旅游发展的一个方向，将为五指山的旅游产业
注入新活力。 （柳莺）

特色优势产业助民增收

“今天不采茶，改除草了。在我们
这里，只要干活，每天都有90元工资。”
早春茶采摘后，水满乡的椰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茶农王启留也没有闲下来。

在王启留生活的五指山市，茶叶
是特色优势产业。当地以茶企带动
村民发展茶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学家陈
宗懋曾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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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便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过
去的五指山茶叶也没有很好的出
路。有着40年茶叶种植经验的水满
乡茶农黄其春回忆，20世纪90年代，
茶青收购价每斤约1元，以小作坊生

产为主，产量少，销路也没有打开，导
致大伙种茶积极性不高。

“现在政府大力扶持茶企以及茶
农，推广种植大叶种茶，品质最好的
野生水满红茶每斤可卖上万元。”黄
其春介绍，如今在茶企的带动下，水
满茶的种植面积、产量以及销售价格
都有较大提升，还涌现出“椰仙”“印
象水满”“苗绿香”“水满润红”等多个
知名茶叶品牌。

在以“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
方式带动村民种植茶叶的同时，五指山
市政府还采取保底收购方式，解决贫困
户后顾之忧；联合企业开展茶叶种植、
加工等技术培训；积极鼓励支持当地茶
叶企业吸收本地贫困群众就业。

此外，2015年五指山市茶叶协会
成立，促进了茶企加强合作，推动品
牌建设，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市
场共赢。2019大叶种茶科学研究所
在水满乡挂牌成立，2019年 4月 16

日，五指山大叶种茶科学研究所陈宗
懋院士工作站正式成立，从成果转
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助推五
指山茶产业发展。

积极探索茶旅融合发展

站在坐落于水满乡方龙一村的
茗兰舍茶庄，放眼远眺，云雾缭绕的
五指山第一峰犹如仙境般动人。

“有客房、标准化茶叶生产车间、禅
茶主题茶室。”茗兰舍茶庄负责人张志
辉说，自己5年前租下500亩地种茶，最
初的目标是发展五指山红茶，而长期生
活在这片好山好水的宝地中，他便想打
造一个以茶为主题的精致庄园。

同在水满乡的椰仙生态茶园名
气也不小。每逢节假日，许多游客慕
名而来，或静静地享受闲适生活，或
是体验采茶、制茶，不少游客表示在
这里采茶游体验感十足，值得常来。

一批像茗兰舍茶庄、椰仙生态茶
园这样的茶旅融合旅游产品在五指
山相继出现，是当地不断延伸产业
链，探索茶旅融合新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五指山着力推进茶园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茶旅融
合旅游产品。但在推进的过程中，仍
面临着茶园零散等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对茶园的打
造不求大而全，只求精而细。”五指山旅
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五指山已经
整合各个景点，设计多条茶旅融合旅
游路线，开设茶叶研修班传播茶文
化。同时，将茶叶采摘和黎苗风情相
结合，给游客提供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11日中午时分，暖阳穿过山间云
雾中照在地面，茗兰舍茶庄茶艺师王
越为茶客沏一壶开春茗茶。“和以前在
上海的酒店工作相比，能在家乡从事
一份这么优雅的工作，真好！”她说。

（本报五指山1月11日电）

品鉴茶文化，开启“早春第一采”

五指山市开展
茶旅体验活动

五指山市大力发展茶产业，积极探索“以茶促旅、以旅带茶”

茶旅融合促乡村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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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春天，茶是最好的载
体。历经一个冬天的等待，在茂密峻
逸的五指山脉，稚嫩油绿的青芽静悄
悄地破枝萌发。

几天前，水满乡的茶农们特地上
山，采摘了一批刚刚探头而出的鲜嫩
茶芽，经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
传统制作工序，便赶紧打包带到了开
采节上。

“几年前刚来这里过冬时，第一
次喝到五指山红茶，那味道真是叫人

难忘。”来自黑龙江的“候鸟”老人刘
仁一大早搭乘公交车，特地从五指山
市区赶来参加活动，就是为了喝到一
口最鲜的春茶。俄罗斯游客安吉丽
娜端起茶杯轻呷一口，同样被五指山
红茶的“琥珀汤、奶蜜香”所折服。

对于早春茶的美妙，茶叶生产者
们最清楚。“早春的茶，既保留了为越
冬而储备的养分，又吮吸了新春雨
露。”海南“真吾乡”茶品牌所有人庄
大文介绍，他们选用的是产自水满乡

的茶青，不施农药和化肥，只在适当
的时候进行绿色防控，制出的茶自然
绿色健康。

作为我国最南端的高山云雾茶
叶产区，海南早春茶的上市时间比我
国其他地区早1-3个月，堪称是春天
的一位“先行者”。

古人认为“雾芽吸尽香龙脂”，茶
芽在云雾中吸收了“龙脂”，所以香气
高滋味浓。现代研究则为“高山云雾
出好茶”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解释：五

指山区的茶园多位于海拔600米到
800米的高山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且土质微酸、土层深厚肥沃，产出
的茶叶自然鲜爽味倍增。

当天，除了五指山本地的茶企，
来自琼中、白沙等市县的茶企及海垦
茶叶集团，同样带来自家的茶叶名
品、新品，与游客与爱茶人士分享。

背靠巍巍五指山，远道而来的嘉
宾们品一盏春茶，赏一方春色，如赴
知己之约。

不负春光抢“鲜”尝

以茶为媒谋发展

脚踩青山，头顶白云，南方嘉木抽出最嫩的芽，饱含雨露和山魂，也含住了旖旎春光。
1月11日，以“早春之芽·雨林好礼”为主题的2020中国（五指山）早春茶开采节在五指山市水满乡启动，来自海南省内

22家知名茶企、茶叶种植合作社的代表及国内外游客齐聚五指山，共品“华夏第一早春茶”。

本报五指山1月11日电（记者李梦瑶）茶产
业要做大做强，实现提质增效、品牌化发展，标准
化是关键。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 11日举行的
2020中国（五指山）早春茶开采节活动中获悉，五
指山市有关部门批准发布了《海南大叶种茶树无
性系苗木繁育技术规程》《海南大叶种茶树栽培技
术规程》《五指山红茶加工技术规程》等3项地方
标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上述3项地方标准由
五指山市政府提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
息研究所、五指山市供销合作联社、五指山市茶叶
协会、海南省茶叶学会等单位及有关专家起草，规
定了海南大叶种茶树扦插、母穗园建立和管理、茶
树园地选择与规划、茶园土壤管理和施肥、茶园病
虫害防治、五指山红茶加工工艺流程、包装和标签
标识等技术要求。

五指山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上述地方标
准的发布实施，将科学指导五指山茶的种植、生产
加工过程，有效促进五指山茶产业的标准化生产
和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得知2020中国（五指
山）早春茶开采节活动1月
11日在五指山市水满乡举
行，三亚游客颜玉如一家提
前一天驱车前往。“在风景
如画的五指山下品茶，还能
到茶园里体验一把，真是太
棒了。”颜玉如称赞道。

近年来，五指山大力发
展茶产业，在将茶叶销往省
内外之余，积极探索“以茶
促旅、以旅带茶”发展模式，
将其转换成文旅产品，形成
乡村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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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在五
指山市通什镇什会
村，茶艺师在茶山
上为游客泡茶。

1月11日，俯瞰五指山市水满乡的茶山。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11日，在五指山早春茶开采节上，当地的
小朋友为家乡的茶叶“代言”。

1月11日，五指山早春茶开采节现场，外国游
客在品尝五指山红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