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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业视点茶

1月中下旬，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积极为茶产业品牌建设发声。

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天龙认
为，当前5G、区块链等互联网新技术发展迅猛，应利用新技术
推动茶产业数字化，为茶产业的种植技术、生产标准、品牌提
升、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赋能，推进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探索建立AI数字营销和新的“生态圈”。

“我们需要借助茶产业的优势，在国际茶日、世界遗产大会
等活动上，传播‘好生态，做好茶’的故事。由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龙头企业牵头，搭建国内外茶叶商户的对接平台，促进国
内外交流合作，让福茶飘香丝路。”傅天龙说。

“近年来，为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日照市举办了首届大型
茶博会，市、区有关部门也多次组织茶企去外地参加展销活动，
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还不尽人意，经费投入与实际效果存在不小
差距。”日照市人大代表、岚山省级农高区管委会主任郑伟建
议，当地要擦亮日照绿茶的金字招牌，应积极内引外联，在内引
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推动茶叶生产向专业化、
标准化、集约化转变；在外联上吸引块头型、实力型资本投资茶
产业，深入挖掘“南茶北引”等历史文化资源。

贵州省人大代表、贵州兰馨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循建
议，可以在农批市场精准发力。在打造“一县一特”“一市
（州）N业”时，应考虑建设与之规模相匹配的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以市场需求反向拉动农产品销售，既让农民有活干，也让
农民有钱赚。

“未来，贵州茶会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销售渠道——
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批销市场，使得传统意义的线下农副产品
保鲜库，摇身一变，成为线上线下融合‘升级版’批销市
场。”金循说。

北京市人大代表张建民建议，可以加快茶文化旅游建设。以
北京为例，对位于北齐长城和明长城之间的太行高山盆地——长
城山茶小镇建设可以给予政策支持，以此作为北京市重要的茶文
化旅游地，做大做强长城山茶小镇，对于宣传长城文化、普及茶
文化、带动山区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政协常委、民建省委会主委吴志明建言当地武夷岩茶
发展，可以借鉴中茶和茅台酒厂的经验做法，由政府引导推动从
事武夷岩茶生产销售的龙头企业，通过产业链兼并重组成立大型
股份制公司，并整体包装上市。

“由股份制上市公司牵头，统一营销平台。建立‘武夷山岩
茶专卖平台’，采用母、子品牌并用方式解决品牌问题。”吴志明
认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做大做强茶产业，逐渐形成对市场的有效
引导监管，可以走出一条类似茅台酒的上市之路，以期为福建打
造一家新的千亿级绿色经济龙头企业，辐射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壮大，使武夷山市成为福建最负盛名的国际亮丽名片。

（本刊综合）

地方两会茶叶好声音：

为茶品牌“解锁”新招式

我认识和平古镇是从神奇的碎铜茶开始的。和平古镇位于福
建省邵武市，建置始于唐朝。到了古镇，所闻所见，不由叹喟：
真乃地灵人杰也！

“碎铜茶好众人夸，能把铜钱碎成渣。”
说是将茶叶和铜钱放入嘴里咀嚼5分钟，与茶渣一起吐出的

是碎铜渣。碎铜茶由此而得名，真是不可思议！
我存有疑惑，当地人随后发给我两段视频：央视的《远方的

家》第7集《富屯溪边看邵武》和《记住乡愁》第四季中的第
44集《和平镇——自立自强》。

看了电视片，节目主持人同样是将信将疑把茶叶放入口中，
咀嚼1分钟后，放入铜钱，茶叶包裹着铜钱，用牙齿轻轻一磕，
铜钱随即破碎。只知道茶叶经过口腔的唾液与铜钱进行了反应，
至于什么道理，至今仍然是个谜。

碎铜茶起于何时？无稽可考。但，碎铜茶最初的产地却可
溯源。

和平古镇西北部，有一座海拔近1400米的武阳峰，四季云
雾弥漫，清泉涓涓，昼夜温差大，气候环境独特，这里的悬崖绝
壁、露水充沛的陡坡阴湿处，生长着一片野生茶树。由此加工而
成的碎铜茶，营养成分丰富。其茶多酚和茶多酚氧化成分含量，
比一般茶叶高出3倍多。2007年，邵武碎铜茶荣获第七届“中
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其内质栗香和营养物质含量指标
达国内领先水平。

和平古镇有“中国进士之乡”之美誉，历史上曾出过2名宰
相、6名尚书、137名进士。谈到进士，又牵制出进士与碎铜茶
的传说。

相传在明末某年，邵武和平书院有个书生备考进士，一边含
着压书的铜钱读书思考问题，又一边嚼着武峰茶提神，无意间嘴
里的铜钱破碎，难题破解。

次年春夏之交，和平书生带上邵武碎铜茶进京考进士。考试
中主考的皇上为了展示应试者的真才实学，就用对联决胜负。

“攻卷者灵也，尔能至金銮殿。”皇上随即出了上联。
“碎铜茶妙哉，其可成进士乡。”和平书生立马妙对。
和平书生如愿获得进士而金榜题名。皇上随即赐碎铜绿茶为

“进士春”，赐碎铜红茶为“年年福”，并题写匾额由书生带回邵
武和平。

和平书生为了报答碎铜茶，每到春茶开采时，就在和平武阳
峰脚下举行隆重的祭茶大典，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邵武和平独特的
茶俗文化。科举期间，和平共出了137位进士。此后，碎铜茶与

“中国进士之乡”一同名扬天下。
碎铜茶传承至今，当地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这篇茶文章。

2009年12月，邵武碎铜茶已成功注册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去
年4月，邵武碎铜茶又获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将地域保护范围以和平镇为主，拓展为周边村镇。

碎铜茶属于小众茶，即便在产茶大省的福建，知道它的人也
寥寥无几。如今，和平古镇的茶人已走向武夷山，请教碎铜茶红
茶的制作技艺；也从武夷山请来制茶师傅，到和平古镇传授。这
是良好的开端，除了制作技艺，当然还需要学习营销手段，这样
一来，有故事、有品质、有乡愁的碎铜茶一定会风行起来。

（作者系福建省政协研究室工作人员）

碎铜茶，真能碎铜？
戎章榕

不日前，忽闻位于北京植物
园的曹雪芹故居内新开一家茶社
——名曰“凹晶馆”。脑海中浮现
《红楼梦》中一系列饮茶的场景，
尤其是吃年茶。快过年了，约友
人到曹公故居吃一回年茶，也算
应景。

周末，嘱友人各带一泡茶，
不必有包装，于午后到达凹晶
馆。“爆竹两三声人间事岁，梅开
四五点天下皆春”，凹晶馆木质的
门楼前，一副对联装点出年节的
氛围。想在 《红楼梦》 中，林黛
玉和史湘云在此联句，一句“寒
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将那个
中秋之夜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走进凹晶馆，一排木质建
筑，房顶装点着茅草，四面皆是
落地玻璃结构，古朴中透着时
尚。我们选定的茶室名为“宝玉
的客厅”，屋外的翠竹和植物园的
景色皆成了装饰。坐定，主人端
进一个盘子，里面含有两种点心
和三款茶品，示意我们慢慢享用。

吃年茶，礼是不可少的。新
岁茶宴，清代皇家已有定例。《养

吉斋丛录》记载，“重华宫茶宴，始于乾隆间，自正月初二
至初十日，无定期。”皇家设有茶宴，民间则有“吃年茶”
风俗。《红楼梦》第十九回中就提到，过年时，袭人的母亲
接袭人回去吃年茶。宝玉找到袭人家，袭人的母亲与哥哥为
了表示欢迎，“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又写道：宝玉
来袭人家，吃几粒松仁，也算没“空过”的。

不能“空过”的年俗，在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客人来
家里拜年，一般要留下吃饭喝茶，倘若实在没办法吃饭，喝
杯茶，吃两口果子（过年才吃的零食）是必须的，不能“空
过”。这与《红楼梦》中提到的“空过”如出一辙，都指客
人拜年时，如果没有吃点东西喝杯茶，主人家就显怠慢、没
面子。

如今，在“宝玉的客厅”，主人端上来了茶和点心，我
们只等享用了。一泡茶毕，友人们拿出自带的茶，观形开
汤，品滋味评短长，而后又从茶说开去，聊起了家常。直到
日落西山，洒了满地金光……

除了礼，情是吃年茶的又一要义。“飞舆满路拜年忙，
却客阍奴惯说诳。至戚登堂情意好，烹茶吃果话家常。”亲
友相互“拜年”，吃茶吃果话家常，温馨的氛围中洋溢着浓
浓的人情味。吃年茶也成为亲朋团聚、传递祝福、表达感情
的媒介，节日文化的特定符号。

有礼有情的吃年茶，常常也是热闹欢愉的。茶过三巡，
夕阳西下，好茶在齿间留香，友谊在心间留香。不知是谁建
议，我们也学红楼梦中人，联句随兴赋诗吧。大家一致叫
好。一位友人凝思片刻后吟出：“老树刻时光，红楼再断
肠。几叹痴人梦，烹茶约夕阳。”

一句代入感极强的“烹茶约夕阳”，果真引来共鸣。
“坐看山湖色，静品肉桂香。红楼梦依旧，青瓦映斜阳。”这

一位“诗人”，显然被眼前这泡肉桂浓郁的香气打动了。
“绿梅新枝丫，红楼曹君家。晚来夕阳落，再饮一杯

茶。”天色渐晚，吃年茶也接近尾声，一位友人的不舍说出
了大家的心声。

红楼虽梦远，新春已渐近，不妨邀友吃年茶，在传统中
体味新春的礼、情与欢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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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跟随祖父生活
在北京南城的四合院里。一到
春节，来访的亲友络绎不绝。
串门的人中，有的我看着眼
熟，有的压根也不认识。但不
管什么人来了，我的任务只有
一个，那就是给客人泡茶。时
至今日，我对春节饮茶时的一
套标准对话，仍然记忆深刻。

一般情况下，由祖父先
说：“那谁，快泡茶去！”客
人答：“您别忙活，坐不住，
坐不住！”祖父一定要跟一
句 ：“ 不 差 这 一 杯 茶 的 工
夫！”像京剧戏词似的，多是
程式化的交谈。搁到今天，
这种聊天有了专属名词——

“套路”。然而，由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语气说出口，套话
也格外生动。我尚记得有位
急性子的亲戚，祖父刚说

“快去泡茶”，他则已站起身
来大嗓门喊出“坐不住”！祖
父跑过去拉他坐下喝茶，他
则已经一脚跨出门了。放在
外人看来，真以为是打起来
了呢。客来奉茶，这才叫接
地气儿的中国茶文化。

那时候家里的橱柜里，六
大茶类一概没有，常备的就是
茉莉花茶。民国时，我家在前
门外开过茶庄。所以逢年过
节，老人也常跟我念叨些京城
茶事。旧时的北京城，喝茶有
大叶花茶与小叶花茶之分。这
里的大叶与小叶，说的是原料
的细嫩程度，与如今茶学上说
的大叶种与小叶种不是一码
事。所以得按北京话来念，读
作大叶儿花茶、小叶儿花茶，

以示亲切俏皮。
如今您到茶叶铺里提小叶

儿花茶，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了。但在老年间的茶庄里，大
叶花茶与小叶花茶却泾渭分
明。其中大叶花茶，冠以“津
埠”或“津庄”。至于小叶花
茶，则一律冠以“京庄”二
字。小叶花茶，可说是老北京
茶庄的代表性名茶。

新中国成立之后，私营茶
庄的制茶高手，纷纷加入北京
市茶叶加工厂。京庄小叶儿花
茶的制作手艺，也因此得以延
续与继承。但上世纪60年代
之后，小叶儿花茶逐步消失在
了北京市场，实在是一件憾
事。

真正的京庄小叶儿花茶，
制作起来十分考究。我曾为此
事，多次与北京茉莉花茶拼配
技艺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沈红老
师、第六代非遗传承人吕贤军
先生以及第七代非遗传承人楼
国柱先生探讨。这里不妨详述
一二，以飨爱茶之人。

诸位不要误以为用叶子小
条形细的原料加工成茉莉花
茶，就是老北京茉莉小叶儿花
茶。正宗的京庄小叶儿花茶讲
究8个字，即“珠兰打底，徽
坯苏窨”。

首先，茶坯考究。老北京
茉莉小叶儿花茶选用浙江、江
苏、安徽三省交界，环太湖周
边一带的上等春茶烘青做茶坯
原料。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有
的茶树品种是造就老北京茉莉
小叶儿花茶“滋味醇厚、经久
耐泡”的先决条件。

其次，珠兰打底。老北京
茉莉小叶儿花茶的第一道工序
不同于其他茉莉花茶。其他茉
莉花茶第一道工序用玉兰花打
底，而老北京茉莉小叶儿花茶
第一道工序必须用珠兰花打
底。珠兰打底可以茶汤的厚
度，香气的浓度和持久性。

第三，间歇窨制。现代的
连续窨制技术，既可以节省能
耗也会提高功效。但业内人都
知道，这样的做法对茶叶品质
有一定影响。所以京庄小叶儿
花茶，要用传统的间歇窨制工
艺。不仅提高老北京茉莉小叶
儿花茶的香气鲜灵度、茶汤的
醇度，还可以提高茶汤的清澈
度和叶底的明亮度。

近些年，在非遗传承人以
及京华茶叶的努力之下，消失
已久的小叶儿花茶重现京城。
承蒙诸位同仁惦记，也寄来一
包与我分享。开水沏茶，香飘
满室。茶汤喝到嘴里，浓而不
苦，酽而不涩。咽下去后，那
股子珠兰混着茉莉的特殊香
气，萦绕口鼻，久久不散。这
般熟悉的味蕾体验，似乎又一
下子将我拉回到了儿时的春节
场景。

小叶儿花茶得以恢复，自
然是好事。但是借此机会，我
却还想提个建议。现在包装袋
写的“老北京小叶花茶”，能
不能改为“老北京小叶儿花
茶”。加上儿化音，看着亲
切，读着顺口，也更有京味儿
了。当然，不改也没关系。咱
们把小叶儿花茶一直做下去，
比什么都强。

小叶儿花茶 老北京的味道
杨多杰

杭为茶都。春节这样重要
的传统节日，当然少不了茶。
在弥漫于街巷楼宇的浓浓年味
中，总能闻到丝丝缕缕的茶
香。

老底子的杭州人过年，喝
茶富有仪式感。他们会在敬祖
宗、拜菩萨和招待贵客等时机
敬茶，这种添加了美好寓意的
元宝茶、糖茶、擂茶等地方特
色茶水，寄托着人们对新春的
美好祝福。

年轻人过节喝茶就显得随
意多了，难得的休闲假期，泡
茶馆、孵茶楼成为很多人的必
备节目。每到此时，西湖边的
青藤、湖畔居等茶楼都是一桌
难求，需要早早预定。几户人
家相约而至，翻开图文并茂汇
集天下好茶的茶单，点上一杯
各自钟爱的茶，再去取餐区拿
一些山核桃、笋干豆等素食，
加上杭州特色的葱包桧、定胜
糕、知味小笼包，一大桌人边
吃边聊，小孩子在大厅追逐嬉
笑，茶馆里热气腾腾，喧哗但
并不觉得吵闹。

因为有茶伴食，怕胖怕油

的年轻人也可以放松一下，选
一些平时不敢碰的樟茶烤翅、
卤鸡爪、烤猪手，认认真真做
一回“干饭人”，吃个肚皮晃
荡。至于这顿饭会不会营养超
标，那就拜托茶的刮油减肥功
能了。

还有一些人喜欢去城西郊
的农家茶楼，那里属于杭州的
西湖区，亦城亦乡，更能体会
到茶乡的传统年味。梅家坞、
小牙坞、三台山和兰里景区等
地的茶农在采完一季春茶之
后，精心打理自家住房改建而
成的茶楼，把生意从年头做到
年尾。杭州城里人也喜欢来这
些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的“城
中村”，在茶山掩映的农家茶
楼中攒一个饭局，释放一下工
作压力。

春节期间来这里，除了火
红的春联、福字和大大小小的
红灯笼，屋檐下、露台上晒得
冒油发亮的腊肠、酱货就是农
家茶楼营业的标志。这里的茶
楼是没什么茶单菜单让你挑选
的，卖的茶只有自产的西湖龙
井，菜也是有什么烧什么、烧

什么你吃什么，真的叫“客随
主便”。好处是客人自己可以
带些花生瓜子类的消闲果儿，
配上茶农端上的龙井茶，看身
边的茶园芽头初露，春山可
望，时处假期，身心两安，能
体会到那种彻底的放松感。

杭州近年来很注重茶文
化的“六进”工作，其中茶
文化进校园让越来越多的中
小学生也开始接触茶、了解
茶。每年春节期间，教育部
门会布置第二课堂的学习任
务，很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
领下，去中国茶叶博物馆、梅
家坞周恩来纪念馆等地打卡签
到，完成学习任务。通过参观
乾隆皇帝采过的十八棵御茶，
去茶园寻找伟人在杭州品茶的
足迹，徜徉在红脉绿韵的杭州
茶文化旅游线路上，学习茶叶
知识，在心田种下爱茶的种
子。全城的中小学生加起来人
数可观，“全家一起逛茶博”，
正日渐成为杭州春节期间很有
茶味的新民俗。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

杭州年味有茶味
张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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