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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师傅”有底气
“国字号”茶树良种为从业者带来发展信心

黄成龙工作的茶园，是五指山大叶种
茶科学研究所示范基地。因分布在山地，
茶树显得高低不平，按照标准间距种植，每
株都有自己的“领地”。

11月末，一些茶树枝丫上又有芽叶悄
悄冒尖儿了。“上周刚采完一波茶，眼下得
好好修剪枝叶，让它们休养生息，春茶采摘
时才有更好的状态。”黄成龙说。

眼前的茶园藏着他儿时的美好回忆。
这曾是黄成龙大伯的茶园，园子里的茶树都
是大伯当年从高山上移栽过来的。五六岁
时，黄成龙常和小伙伴在茶园里玩泥巴、捉
迷藏。到如今，这些茶树也有30年树龄了。

现下，大伯将这片茶园承包给五指山
五创茶业有限公司打理，每年收取3万元
的租金。而黄成龙则成了该公司的一名制
茶师。乡亲们嘴里的“阿龙”，也有了新外
号——“茶师傅”。

黄成龙喜欢“茶师傅”这个称呼。他觉
得，这个称呼有职业的尊严感，也有对这片
叶子的敬畏。

为了更好地理解茶，做一杯好茶，黄成
龙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学习制
茶，又考取了中级评茶员、中级制茶师证
书，平时也留意积累关于茶叶的知识。

比如，怎么判断茶树的品质。黄成龙在
一株茶树旁蹲下来，轻捧起一抔土壤并用指
尖揉碎，介绍道：“茶树怕水，又离不开水。你
看这土壤，富含矿物质，透气，不容易积水，照
我看来，这片茶园位于上、中等级之间。”

唐代陆羽所著《茶经》有云：上者生烂
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黄成龙对土
壤与茶树品质关系的判断，依据就来源于
此。而且，在他眼中，每片茶园都有自己的

微生态系统，能赋予茶叶独特的滋味。“30
年了，这片茶园保存得很好，周边种着杉
树、芒果树、香蕉树，所以产出的茶叶气味
十分独特。”说起大叶茶，不太健谈的黄成
龙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这些年，黄成龙发现五指山大叶茶茶
企数量在增多。他对比海南和外地的茶
企，细心地找到一些差距，“比如，我们茶文
化不浓，制茶功夫还缺火候。”

由于当地茶企规模、产值普遍较小，许
多茶企对加工设备投入不足，部分茶企还
停留在小作坊层面，自动化程度较低，在茶
叶加工、包装生产等环节，还没有形成标准
化体系。

但这些差距并没有影响黄成龙对产业
未来的期许，“我现在月工资6000元，虽然
不算高，但我喜欢在这片熟悉的茶园工作，
而且我会继续考职称，做出一杯滋味更好
的大叶茶。”

黄成龙的个人成长，也是近年来海南大
叶茶产业化、当地茶人职业化的缩影。而他
的从业信心，则源于这片叶子的“底气”。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中心副主
任方宗壮表示，海南大叶种茶树原产五指
山一带，适合制红茶，滋味浓郁，“据不完全
统计，中国现有栽培的茶树品种有600多
个，经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
定的茶树良种有76个，海南大叶种位列其
中，是‘国字号’品种。”

随着海南大叶茶为更多爱茶人士所
识，种植面积也在逐步扩大。目前，海南全
省茶叶种植面积3.5万亩，其中海南大叶
茶种植面积约1万亩，多分布在五指山、白
沙、琼中、定安等市县。

探寻流量密码
有机种植、新品研发、包装设计、品牌营销……海南茶企多点突围

开启新的赛道
深挖品种潜力，精研加工技术，
定位“小而精、精而美”

“色香味都挺好。”
“很丝滑，它本身自带香味，有大自然

的气息，回去我会考虑再买一些。”
在今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期

间，海南馆展出的五指山大叶茶，成了往来
宾客称赞的“茗星”。

“这是五指山大叶茶在进博会的‘首
秀’，仅互换微信联系方式的客户就有200
人。”参会的海南茶企工作人员介绍，进博会
结束后，他们接到一笔来自江苏的订单，以
600元/斤的价格售出五指山大叶茶产品。

虽是进博会“新秀”，但海南大叶茶早
已“自带光环”。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
成书的《琼台志》，就有“芽茶”和“叶茶”作
为土贡被征调京城的记载。及至现代，海
南大叶茶品质也屡获专业认可。

今年9月，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保亭金江五指山分公司负责
人曾向阳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恭喜！金
鼎红茶以总分93.55分的成绩，荣获中国茶
叶学会2022年茶叶品质评价五星评价。

“金鼎红茶的原料就是海南大叶茶。”
曾向阳冲了一泡大叶红茶，汩汩而出的茶
汤红艳明亮，“很多老茶客就认这个滋味，
耐冲、香醇、浓厚。前几天，北京一家老字
号茶企又下了一笔150万元的订单。”

海南大叶茶名气鼎盛之时，要回溯到
20世纪80年代。当时，由海南大叶茶与
云南大叶茶合璧而成的海南红碎茶，在英
国举办的世界红茶评比中荣获金奖，而后
远销欧美，风靡一时，成为当时国家重
要的创汇产品。

尽管品质叫好，但近些年，海南

大叶茶缺乏市场青睐。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的茶企普遍反映，海南大叶茶产业整
体面临茶树老化、茶园管理技术与制茶工
艺亟须改进、茶企“小弱散”、缺少成功的品
牌运营等困难。

好在，一些新探索正在进行。海南真
吾乡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金漳介绍，该
公司深挖大叶茶文化内涵，比如将黎族传
统制茶技艺融入大叶茶产品营销、推出配
套的黎陶饮茶器具产品等，“我们将大叶茶
的茶文化、喝茶的仪式感都融入这杯茶里，
这些都是赢得市场的‘加分项’。”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海南大叶
茶实体店的销售额受到冲击。“为了寻找新
的市场出路，公司目前与厦门一家设计公
司合作，希望通过新的包装设计，在抖音、
快手等网络平台铺货。”曾向阳说。

还有茶企在新品研发上做文章。例
如，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部分海南茶
叶品牌推出了百香果味、火龙果味、芒果味
等海南大叶茶茶包。采用绿色有机种植模
式进一步提升茶叶品质，也是海南茶企寻
求市场突围的一种做法。海南天然茶叶有
限公司负责人汤适介绍，公司正在白沙陨石
坑核心区建设有机茶园，其中海南大叶茶种
植面积300亩，“公司产出的有机茶产品已
通过多国有机食品认证，品牌建设初见成
效，为今后海南大叶茶产品走向更大市场奠
定了良好基础。”

833
今年海南大叶茶

种质资源全省普查

累计采集样本833份

将揭示海南大叶茶

基因里的“秘密”

这些天，海南五指
山市水满乡的制茶师
黄成龙，忙碌起来干劲
十足。

尽管第五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已结
束近半个月，但他提起
来仍然心情激动：“看
新闻上说，我们五指山
的大叶茶在进博会上
很受欢迎。”

来自国际盛会的
反馈，让这位海南大叶
茶从业者充满信心。

长在深山里的海
南大叶茶，因其优越的
生长环境、稀缺的种质
资源、独特的滋味口
感，在海南被冠以“茗
星”称号，由其制成的
红茶，曾作为我国创汇
产品蜚声国际。但如
今，海南大叶茶产业正
面临茶树老化、制茶工
艺亟须改进、茶企“小
弱散”、缺乏品牌运营
等难题。

好在，业界对海南
大叶茶品质充满信
心。在政府、企业、科
研机构三方合力下，海
南已完成海南大叶茶
种质资源全省普查、建
立起省级茶树林木种
质资源库、开展大叶茶
生产与加工技术研究、
编制全产业链发展方
案……如何帮助海南
大叶茶从中国茶叶市
场版图中突围？海南
业界正在破题。

今年10月11日，省农科院、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等多个科研机构及企业的茶
叶研究专家，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寻找野生古
茶树，通过采样、研究，以期揭示深藏海南大
叶茶基因里的“秘密”。

“如果能从溯源上证明，海南大叶茶是海
南独立分支的特色品种，那么海南大叶茶的市
场将更为广阔。”省农科院院长黄正恩表示，目
前已完成海南大叶茶种质资源全省普查和初
步鉴定评价，累计采集种质资源样本833份，
将于今年底召开发布会公布成果。

不仅如此，省农科院还与海南天然茶叶
有限公司合作，在白沙建立省级茶树林木种
质资源库，为海南大叶茶良种选育、种质创
新、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种植环节，海南大叶
茶茶园还存在茶树老化、种苗扦插成活率较
低、茶叶产量较低等困难。这与茶树品种有
关，也与种植环境、种植技术等因素有关。

对此，黄正恩透露，省农科院正在开展的
大叶茶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已取得新进展，

“我们已经开展茶树扦插繁殖相关因素研究，
可以提高海南大叶茶种苗的扦插繁殖成活
率；摸清茶园土壤与茶叶品质的关系，明确茶
园主要病害情况及种植应用技术；建立海南
大叶茶精准化提质加工技术体系和标准体
系，以及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及标准制定工作，
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茶叶加工一环，海南积极向外取经。
今年10月，省农科院科研团队前往云南昆
明、普洱考察茶产业。方宗壮介绍，2021年，
云南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071亿元，其背后是
科技力量的支撑。云南一些有实力的茶企，
不仅有自己的科研团队，还有先进的生产
线。因此他建议，政府部门可引进一批龙头
茶企，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在产学研结
合、精深加工领域发力，进一步提高海南茶叶
品质。

当下，海南大叶茶难以在短期内扩大种
植面积。“所以海南大叶茶要坚持走‘小而精、
精而美’的高质量发展路线。”省农业农村厅
总农艺师李鹏说，目前《海南大叶茶产业全产
业链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正在制定，将把海南
大叶茶产业作为有机产业进行打造。

为了在有限种植面积里提高茶叶产量，
同时确保品质，海南还将着力提升茶农的种
植技术。“这几天，我们邀请了来自贵州的茶叶
专家，为海南大叶茶种植农户、茶企举办有机
茶生产培训班，同时，计划在五指山、琼中、白
沙3个市县，分别建立5个到10个田间培训学
校，对茶农开展长期培训。”李鹏说。

听闻这个消息，黄成龙期待着，以后能在
家门口进修种茶、制茶“功夫”，带动更多老乡
种茶、制茶，共同增收致富。

（本报五指山11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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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闻大叶茶
茗香满琼州

独特而珍稀的
海南大叶茶

正走上一条新赛道

深读 漫说

深读 视界
海南有一种茶

在古代享誉朝堂与江湖
到现代又蜚声国际

后来退隐多年
但江湖上仍有它的传说

它是谁？
它还会再次惊艳出招吗？

一片小小的茶叶
如何托起乡亲的致富梦？

扫一扫看动画

小小茶叶敲开致富门

份

近日，五指山水满乡采茶姑娘在冬管期
前采摘茶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科研人员在采集野生海南大叶茶样本，
进行全省种质资源普查。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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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肖迪 杨千懿

扫一扫看H5长图

再闻大叶茶

扫一扫看视频

茶江湖中藏“高手”

按照国际有关评判标准

茶树芽叶的茶多酚含量高于30%

即属特异种质资源

五指山水满乡的海南大叶茶

芽叶茶多酚含量约35%

制成红茶滋味醇厚

带来明显苦后回甘的口感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