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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人民大会堂，于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安徽农业大学校长夏涛而言，再熟悉不过。

身兼数职的他，多有机会走进这里。

而这一次，同一个地点，却是不一样的欣喜。以科研工作者身份参会的他，和团队一起，收

获了一张红色的、耀眼的、充满含金量的获奖证书——由安徽农业大学牵头完成的“绿茶自动化

加工与数字化品控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17年前那个站在日本茶机械面前不服气的自己。如今，他可以笑着

对“他”说：“你看，不用羡慕他们，我们也能做到。我们做到了！”

茶论道煎

乡采风茶

茶科技当自强

做茶科研，夏涛心里始终憋着一股
劲儿。17年前那次考察的“后坐力”，
让他一直记到今天。

“2003 年，我们开始科研项目研
发，2004年，我在日本留学，跟随国内
团队到静冈的一处茶厂考察。学茶以
来，我第一次知道，生产设备可以那么
先进、那么现代。”视觉的冲击、羡慕的
情绪，伴随着巨大的落差感扑面而来。

与之相较，手工制作，是当时中国
茶产业的真实写照。

“审评依赖感官，做茶依靠经验，
全国茶叶加工水平仍然非常初级。当时
还流行单机作业，某一种机械只能替代
某一个手工步骤，且也要凭经验去操
作，难以实现标准化、连续化。”在夏
涛的记忆里，一批茶产品的诞生，起点
是一个个简陋的家庭手工作坊，再由茶
厂挨家挨户统一收购，效率低不说，质
量更是参差不齐。

“千锅万灶”很热闹，映射的恰恰
是机械加工发展的迟缓与落寞。很显
然，中国茶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对接错
位，其水平早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要
改变单机作业和手工制茶的现状，要提
高效率和品质，要形成品牌化、规模
化，就必须要实行机械化。”

而此时再反观国内外的现状，夏涛
则不免萌生出一种挫败感。“中国是茶
的故乡、茶的祖国，可我们的生产水平
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产设备做不
过国外，甚至都要从国外进口。作为茶
科研工作者，我们心里不服气，自己跟
自己也过不去。”夏涛说。

这股心劲儿，终在科研道路上找到
归处。

“为了中国茶生产不落后于人，为
了中国茶科技不受制于人”，就是这样
一个朴素的念头，促使他们在18年前
就开始聚焦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重大瓶颈
——加工，成立了机械加工课题组，并
支撑他们一路执着地、专注地攻坚克难
走到今天，依然没有止步。

克服品控难关

从人工到机械，到底是怎样的过
程，攻克的难点在哪里？夏涛笑着以

“做菜”为喻，进行解密。
“做茶如同做菜，中国大厨师做

菜，常会说盐少许、酱油少许。少许到
底是多少？可以精确到几克？如何保证
菜色香味俱全？这个数字的把握，就和

茶的品质控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夏涛
说，绿茶生产要进行高温杀青，当时用
柴烧锅，填多少柴火，锅烧到什么温
度，全凭经验。烧过头了，茶叶焦了；
烧得不够，茶叶又激发不出香气来。

“把人工经验转化为机械语言，一
方面，要将感官测评确定为直观的理
化标准；一方面，又要用温控探头、
控制器，对杀青温度、茶叶水分进行
精准把握和控制。这些，都是我们要
攻克的难点。”夏涛坦言，品质控制是
最难攻克的一关，这一步他们走得尤
为艰难。

“我们是学茶的，机械语言不是强
项，做机械的，更是不了解茶行业。要
让两个领域跨界联合，需要的不只是耐
心地沟通、学习，还有那些不知疲惫地
寻找与碰撞。”夏涛回忆，当时为了做
一个机械小设备，他们寻遍国内各个单
位去找小零件、小探头，有些实在没
有，还需要进行专门定制。

“由于国内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
我们还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如饥似
渴地学习、消化、吸收，再结合中国茶
叶发展实际进行摸索、创新。幸运的
是，我们把大家的智慧吸纳进来，合肥
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洋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纷纷加入，不同领
域的技术力量得以整合，这样的一个攻
关团队，大大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
伐。”夏涛说。

攀高峰无止境

科研求索，如同攀登层峦叠嶂的山
峰。2007年、2010年，是他们攀岩历
程中最为难忘的两个节点。

“2007年，第一代设备出炉。但由
于机械设备成本较高，做茶叶出口贸易
的企业难以负担，推广起来有些困难。
科研团队及时调整方向，将目光放在了
品质更好、附加值更高的名优茶上。3年
后，以名优茶为攻关方向的第二代设备
诞生，我们用实力赢来了市场的欢迎。”
夏涛说。当时安徽省内外很多企业，一
边使用一边反馈。科研团队根据问题再
做攻关，应用于市场后，根据意见再进
行完善，真正践行了产学研用一体化，
如今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技术体系。

十余年来，一道又一道难关被攻
克，一个又一个目标被达成，他们勇攀
高峰仿佛没有止境：

起初，他们只是想把单机串成线，
实现全程加工机械化、清洁化。但实现
后，他们又创新性地融入数字化、自动
化技术，让机械有了“眼睛”，可以根

据不同原料、不同产品定位进行加工，进
一步实现了茶叶品质的初步控制；

起初，他们只生产了黄山毛峰这一个
品类，但茶叶触类旁通，通过修改相应参
数，六安瓜片、霍山黄芽等安徽名茶也都
得以机械化生产。现在一条生产线，可以
根据工艺要求，稍加模块化组合调整，即
可生产出芽形茶、扁形茶、曲形茶等；

“现在，我们又想为机械安装‘大
脑’，机械能够根据投放的原料，自定义
相关工艺，实现智能化加工，这正是我们
当下努力攻克的方向。”

科研者的幸福

从做一个个机械，到逐渐做成一条生
产线，再到按钮一开，茶叶自动生产出来
……“长达十余年的‘春种秋收’，终于
把设想变为现实，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
那一刻是最大的荣耀，那一刻的喜悦是任
何物质、金钱的获得所无法比拟的。”夏
涛说，“我们可以很负责又很自豪地讲，
经过科研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茶叶加工
生产设备，丝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回首
近20年的光阴，我们没有浪费，真的值
了！”

当年心里的那股劲儿，值了，当年朴
素的科研梦，实现了：现在走进中国茶
厂，偌大的车间内，100多米长的生产
线，一机一键，只需要一两个工人就可以
完成，生产全部实现程序化、自动化、延

续化，一天可以生产上吨茶；他们研制出
的茶叶色选机，打破了国外进口色选机的
长期垄断，从购买外国机械要花200多万
元，到购买国内机械只需20多万元，“科
技自立自强”，真正让中国茶产业扬眉吐
气；此次获奖的这项成果技术及装备也已
推广至我国所有产茶省 （市、区） 的
1200 多家茶叶企业，甚至出口到了越
南、印度、韩国等10个国家，近三年累
计新增产值 43 亿元，新增效益 10.3 亿
元，显著提升我国绿茶加工现代化水平和
产品国际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颁奖现场，
264个奖项中，这个奖项在茶产业中是一
枝独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茶文化、
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起来，过去茶产业是
你们这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今后要成
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国家对茶叶如
此重视，我们能够获得国家的肯定和褒
奖，真是赶上了好时代，未来没有理由不
认真去做。”夏涛寄语年轻科研工作者，

“做中国的茶科研，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
荣誉感，我们要做上天入地的事，一方面
要做应用基础研究，耐得住寂寞、坐得住
冷板凳；一方面要做产业研究，知耻而后
勇，真正让茶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科技自
信的载体。中国茶发展是一条漫长的路，
一定要有执着的、坚定的信念，要咬定青
山不放松，扑下身子、动手去做，相信未
来定会十分光明。”

十八年后十八年后 相聚相聚顶峰顶峰
——全国政协常委夏涛谈安徽农业大学茶类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全国政协常委夏涛谈安徽农业大学茶类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近日，云南省第十八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COP15茶叶行业
“云茶杯”茶艺师技能竞赛决赛激烈有序开展，共有来自全省17
支代表队33名选手参加。

竞赛采取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由理论考试、
自创茶艺、茶汤质量比拼三部分组成，旨在选拔和培育一批有特
色、实用型云茶茶艺师技术专职人才，进一步挖掘、研究和推广
云茶文化，全方位提升云南茶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素质，助
力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驻会副会长徐亚和表示，云茶产业是云
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是云南八大农业产业
的排头兵。本次大赛的举办，可以充分展示云南的茶树品种资
源、茶叶产品、茶文化的多样性和茶科技的丰硕成果，也充分体
现了省总工会对云茶产业从业职工的关怀。

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金勇指出，茶叶行业以云茶为礼，服务
助力COP15，让更多的国内外宾客喜爱云茶、品饮云茶、传播
云茶，是本次大赛的光荣使命。

云南省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云南省茶叶流通协
会创会会长陈勋儒表示，茶行业技能竞赛是每年一度的全国性赛
事，包含茶产业各技能工种并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相关竞
赛赛制。茶艺师大赛作为赛事之一，希望通过能进一步展现云南
茶艺及云南的民族茶文化底蕴，中国茶产业的发展走向更高水平
添砖加瓦。

（成南涛）

“云茶杯”茶艺师技能竞赛决赛启动

近日，《云南大叶种白茶》和《云南大叶种白茶质量保荐追
溯技术规范》两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统一了云南白茶的
定义、范围、类型、制作工艺、感官审评术语、检测指标等，充
分突出了云南大叶种白茶的特点，突出云南大叶种白茶的关键特
征，为云南茶企提供了云南白茶制作技术指导，对云南的产业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8月10日，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正式发文立项启动
了《云南大叶种白茶》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并委托云南茶叶评价
检测溯源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牵头负责该项目，组织完成了
全省100多个茶样的收集、标准文本起草、专家评审等工作，
为标准正式发布打下了理论基础。10月25日，中心组织召开
了《云南大叶种白茶》和《云南大叶种白茶质量保荐追溯技术
规范》两项团体标准专家审查会，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两项标
准的审查。在完成标准发布的相关工作后，协会下发了标准发
布通知，并将两项团体标准上传“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予以
正式发布。

（杨海惠）

云南白茶两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在紫砂壶圈，养壶一直是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你问一个
北京老大爷，什么是养壶，他可能会说，这就和盘核桃、盘串一
个道理，得天天“玩儿”。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养紫砂壶究竟养的是什
么，每个养壶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养包浆

养包浆，这是养紫砂壶最显性的目标。在壶的表面上养出一
层厚厚的包浆，使之“韬光变色”。一把光泽柔和、水色顺滑、
肌理细腻的紫砂壶，在无声地诉说，主人懂行。

据一些资深养壶爱好者研究，包浆是一种物质，它由茶多酚
氧化聚合而形成，附着在壶的表面和空隙中，与壶合为一体。
有些人以为包浆是“茶油”，其实不是油，而是一些由茶多酚组
成的大分子物质。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传世老壶，不论壶原料的泥
色是什么样，养到最后颜色都很接近的原因。

养心性

茶多酚在壶的表面和空隙中吸附、氧化、聚合是一个非常
缓慢的过程，它是一个长时间重复使用紫砂壶泡茶产生的一个
累积效应。它需要的是一次次泡茶、晾干、再泡茶、再晾干的
过程。

有些心急的，把紫砂壶当茶宠一样养。把紫砂壶丢在茶桶
里，闷泡上几天再拿出来。但揠苗助长的结果总是不理想。把
壶长时间泡到茶汤中，只会增加茶垢的堆积，而不能形成
包浆。

养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成年累月地简单重复，这个
过程，即在养心。养的是静心、禅心、平常心。把玩、清洗、擦
拭、等待晾干，一步一步遵循着这个步骤，不浮躁，不求快速达
成，以求心静。拥有一颗平常心，壶养成了，怡然自得。壶未养
成，也大方接受。

养审美

法国思想家蒙田，在 《人生随笔》里提到：“绝大多数哲
人，以及最伟大的人物都通过对美的欣赏和沉思来补偿学校教
育，并获得智慧。”

紫砂壶无疑是美的。它的美，在于壶砂、壶色、壶形、壶
款、壶章、壶铭、绘画、书法、雕塑、篆刻诸多艺术融于一体。
养紫砂壶，要懂得欣赏，哪怕手边只是款最常见的壶型。

西施壶美在丰满圆硕，壶嘴短而略粗，暗接到壶身上，宛若
美女的樱桃小嘴，壶把为倒耳之形。西施壶受追捧，还在于它的
名字。西施是传说中的四大美女之一，西施可以说是美的化身、
美的代名词，寄托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水平壶美在简洁大方，壶嘴挺直，朝天，和壶身口的顶部、
壶把的顶部呈水平的一条线。水平壶容量很小，是广东、福建一
带喝“功夫茶”的器具。将壶放在茶碗或茶海内，用沸水浇淋茶
壶的外面，茶壶浮在热水中不会侧翻。

紫砂壶的壶形有百余种之多，搞懂它们，需要长时间的浸
润。养壶，一定要记得，是在品茶的过程中养壶，而不是在养壶
的过程中品茶。

壶，养的是什么
苏小樱

近日，潜江市商务局、湖北神尊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考察团一行，风尘仆仆赶到赤壁。这一看
似常规的考察，却被业界十分看好：大家纷纷表
示，这是“虾哥”登门“提亲”，正式情牵“砖
茶妹”。

事情还要从1个多月前说起。10月9日，赤
壁市委书记董方平做客湖北日报5G演播室谈到

“全域协同”时提出，潜江小龙虾也是非常有名
的公用品牌，赤壁青砖茶可以去油腻，吃虾喝
茶，可以共同打造“虾茶之恋”产品，抱团取暖
闯市场。

10月15日，潜江市委书记向斌对这段“虾
茶之恋”的设想，予以了热情回应。他表示，赤
壁的青砖茶是好茶，随着万里茶道远销欧洲，清
香悠远，好比一位大家闺秀；而潜江龙虾，阳
光、健康，给人的感觉是火爆热辣，则像一位大
帅哥。“美女抛绣球，恋上帅哥，就是珠联璧
合，刚柔相济，完全可以一起携手同游世界。”

两位市委书记的隔空喊话，就此，开启了一
段“赤壁青砖茶”和“潜江小龙虾”的“虾茶之
恋”，让这对颇具荆楚韵味的“帅哥”“美女”的
结合，充满想象!

“品牌名字都取好了，叫‘虾茶道’。”当
天，潜江市商务局、湖北神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考察团来到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赤

壁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选取赤壁青砖茶
样品进行虾茶融合产品研发，计划在 7至 10天
内，研发出第一批虾茶道样品，在1个月之内面向
市场推出第一批虾茶道系列产品。

考察团一行在赵李桥茶厂川字茶博物馆品赤壁
青砖茶口感，观外形，赏色泽，从馆藏文物看砖茶
历史演变，了解赤壁青砖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

“香味浓郁的茶叶，跟虾在一起才能体现出茶
的味道在里面，如果太淡，体现会不明显。”在对
产品和历史进行了解后，考察团一行仔细甄选茶
样，选取了形态更“轻”的青砖茶。

在赤壁市茶发集团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
考察团一行参观赤壁青砖茶现代化生产车间、原料
储备库和产品展示厅，了解赤壁青砖茶制作工艺和
便捷化产品开发等情况。经过近四个小时的筛选，
考察团从100余种赤壁青砖茶产品中初步甄选出
12种相对契合的茶产品。

“思路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带一些产品回去
做研发。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框架：第一个是虾和茶
做1+1的组合和1+N的组合，再一个是把茶融入
虾里面，把茶的香气和虾的香味、鲜味融合在一
起。”就如何携手走好“虾茶道”，潜江考察团代表
表示，将把赤壁茶文化和潜江虾文化完美融合，做
出精美的产品，最终让虾和茶互相带动，共同把产
业做大做强。

湖北虾茶CP真的成了！
陈会君 宋效忠 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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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近日，第二
届广西六堡茶发展论坛暨三鹤六堡茶品牌
推介会，在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
市场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就广西茶产业
当前发展形势、历史文化、养生保健、科
技创新等各个层面进行讨论分析。他们纷
纷表示，茶产业在当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
涵，广西茶产业要紧扣自身发展要点，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一级巡
视员郭绪全表示，六堡茶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2020 年广西六堡茶产量约
2.7万吨，产值96亿元，分别占全区总量
的 30.1%和 36.9%，六堡茶产业发展对广
西茶产业全局举足轻重。希望各方抓住
六堡茶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现代
企业管理提升，更加注重引领广西六堡
茶行业标准、质量、市场一体化发展，
在进一步拓展六堡茶国内外市场方面取
得更大成就。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仲华在论坛主旨
发言中指出，长期研究表明，六堡茶具有
显著的降脂减肥功效、有效调降血糖水
平、调降血液中尿酸水平、有效防护酒精
引起的肝损伤、平衡肠道菌群、有效抗辐
射等保健养生功效及其科学机理。希望广
西各方加大宣传力度，讲好六堡茶故事，
让更多人知道广西六堡茶品质特点，同时
要坚定不移统筹推进广西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完善六堡茶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科技

创新，不断做强做优六堡茶产业。
据悉，本次大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供销合作联社、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梧州市人民政府、中国
茶叶流通协会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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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研制的部分清洁化生产线：1. 日产 1 吨炒青绿茶清洁化生产线 （休宁荣
山）；2.日产 50公斤太平猴魁 （片形） 清洁化生产线 （安徽天健）；3.日产 2吨滴水香

（球形） 清洁化生产线 （黄山汪满田）；4.四条日产3吨黄山毛峰 （条形或尖形） 清洁化
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