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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乡采风茶

疑释惑茶

参与培训工作的杭州狮峰茶叶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
理葛建国不无感慨，从2020年第
一期培训时的12人，到如今2022
年第三期培训时的215人，年轻人
对于技艺传承的重视和责任感日渐
高涨。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轻
人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
定会为擦亮西湖龙井品牌增光添
彩。”葛建国欣慰地笑道，“西湖龙
井茶的传承工艺不会流失了，有传
承了！”

手上的功夫

在茶产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逐
步实现加工自动化、机械化的当下，
为什么西湖龙井茶还要手工炒制？

事茶、炒茶40余年的葛建国
一语中的：“手工炒制，正是形成
西湖龙井茶色香味形关键中的关
键。手工炒出来的茶叶，有着机器
难以企及的滋味！”

正因如此，西湖风景名胜区政
府对西湖龙井茶手工炒制技艺非常
重视，尤其对“铁砂掌”后继有人
的传承倾注心力。“炒茶集训由政
府牵头组织，费用由政府承担，共
设有14个教学点。我们是其中之
一，负责20名学员的培训工作。”
葛建国说。这些学员来自名胜区内
的核心产区，家家都有茶园，很多
人都是“茶二代”。

“他们在家中看父母做茶，可
能耳濡目染地掌握了一些理论，但
多数还未曾真正上手炒制过。这次
集训，正是一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课。”葛建国为此和多位炒茶老
师傅一起，给这些年轻学员们量身
定制了学习“三部曲”——强基、
提升、巩固。

“第一步要打牢基础，第二步
是稳步提升，第三步是加强巩固。
我们对新学员都很严格，目标就是
要把我们几十年的技术心得传授给
他们，让他们真真正正学到东西，
掌握西湖龙井茶手工炒制技艺！这
样既不枉费我们的用心，也不枉费
他们的努力。”葛建国说。

心底的信念

早晨8点半开炒，下午4点半
结束，除去休息时间外，学员们要
每天坚持炒制6个小时，15个集
训日内天天如此。

“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开始炒茶
一路走到现在的，深知他们有多不
容易，看到他们一个个掌心烫出了
大水泡，也是格外心疼。”葛建国
说，几个师傅也是全程在岗，每天
衣服都像水洗一般湿透。“这些孩
子正在学习中，肯定比我们还要
累。有一位学员甚至还在上高中，

只有18岁，既要学茶，还要完成繁
重的暑假作业。你想想，这个年纪的
孩子，都是父母宠爱的宝贝，能在这
么热的气温下学习炒茶，手上烫的全
是泡，已经很令人敬佩了。”

葛建国坦言，开始，难免有年轻
人在困难面前打退堂鼓，师傅们会积
极去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我们会现身说法地宽慰他们，
炒茶都有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决心
坚定，事情就一定能成。半途而废的
话，就如杭州老话说的那样‘不要好
了’。”

令葛建国惊喜的是，曾经打退堂
鼓的学员真的重整旗鼓，到最后炒茶
积极性特别高，等集训结束时，也能
炒得一手好茶。

肩上的责任

“一锅鲜叶的炒制要 18-20 分
钟，每人一天都要炒上十几锅。”葛
建国说，为了让学员真正学到西湖龙
井春茶炒制的技艺，他们特意跑到高
海拔的茶山，采摘最好的鲜叶给大家
教学。

“炒茶的技艺并非千篇一律，而

是依照季节的更迭、原料的老嫩而随
之变化。”葛建国介绍，在产区内，
西湖龙井基本在清明节以后结束采
摘。春茶的制作，要用春茶的手法来
炒，夏秋茶，则是用夏秋茶的手法来
炒。“如果只用现有鲜叶去炒，他们
只能学到夏秋茶的炒制技艺，等来年
家里炒茶时，他们的手艺依然派不上
用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教学的鲜叶
和春茶的品质接近，我们花了很大精
力和投入。”葛建国说，等来年春天
来了，他们就真的出徒了，可以上手
炒茶了！

在午间休息时，学员们的教学也
依然未停。“我们会在教室内播放茶
知识的宣传片、电影等。一方面，传
播茶知识、弘扬茶文化、讲述茶历
史，一方面，也要让学员更了解和重
视西湖龙井茶。”葛建国说，通过这
几年培训下来，茶界同仁有目共睹，

“培训带动了许多年轻人来学习手工
炒制西湖龙井茶，年轻人的学茶热情
高涨，且态度认真积极。他们有责任
把西湖龙井茶炒制技艺传承好，我也
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师傅们的精
心指导下，西湖龙井茶的炒制技艺传
承不会断，品质会再提升！”

掌心的水泡 滚烫的传承
——2022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龙井茶年轻人手工炒制技艺集训掠影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近日，由中国茶叶学会、宁波
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以新技
术、新观点、新思路为主题的
2022“青茶计划”全国研讨
会在宁波举办，近400人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

研讨会上，中国茶叶学会
科技服务团5位专家就我国茶
产业发展现状、茶叶精深加
工、茶叶加工的数字化智能化
控制等内容进行授课，2022
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茶叶青年乡土人才代表进行案
例分享。

中国茶叶学会“青茶计
划”于2019年启动，是实施
中国科协建设世界一流学会项
目的创新工作内容之一，也是
中国茶叶学会专家工作站、学
会服务站的一项特色服务，旨在

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培养综合
性、应用型、留得住的青年茶业乡
土人才，推动茶区科技兴茶、人才
兴茶。

学会组织知名专家组成导师
组，从茶树品种、栽培，茶园绿
色防控，茶叶加工、机械、文
化、审评，茶业经营管理等方
向分别给予“青茶”学员单独
指导，支撑各地茶叶科技水平
提升和茶区长效发展。至今已
有来自广西、浙江、福建、山
东、江西等省 （自治区、直辖
市） 组成的 307 位青年茶叶技
术人才成功加入其中，今年更
是新增51名“青茶”学员。浙
江余姚和广西三江已成为“青
茶计划”的示范地区，“青茶”
学员也逐渐成为推动当地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新兴力量。

2022“青茶计划”全国研讨会在浙江余姚举办

近日，以“产销对接 协
同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白
茶发源地茶商大会在福鼎闭
幕。为期3天的活动，全国各
地茶商、电商平台负责人汇聚
一堂，营造了大型白茶贸易交
流平台，也借由福鼎白茶专题
论坛，对白茶与健康、茶业电
商、新式茶饮、品牌营销等热
门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据悉，福鼎立足特殊的地
理气候条件和优越的自然生态
环境，白茶产量占全国 60%
以上。2021年，福鼎市茶园
可采摘面积约 30.5 万亩，实
现茶叶总产量3.4万吨；茶产

业综合总产值 137.26 亿元，比
增14.8%。截至目前，福鼎已有
2400多家茶企，提供就业岗位
10万余个，有效带动38万涉茶
人员增收致富；全市茶农人均收
入从15年前不足1000元增长到
2021年1.5万元，茶产业已成为
重要支柱产业，扛起了乡村振兴
的“半壁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福鼎近期更
加注重电商领域的赋能发展。活
动期间，推出部分适合电商领域
销售的创新产品，并邀请了相关
行业协会参与电商合作及直播带
货活动，有效推动福鼎白茶产区
产销双循环。 （夏岩缘）

首届中国白茶发源地茶商大会在福建福鼎闭幕

台湾产茶大概是上天的安排，打开中
国地图，台湾岛就像飘浮在一泓碧水中的
一片茶叶。岛上气候温暖，雨量均匀，山
坡地多，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居民采茶饮
茶的历史也很久远。茶叶和樟脑、蔗糖一
起，曾被称为台湾“三宝”。

海峡两岸人同种、文同源，茶叶也不
例外。台湾商业化发展茶叶，与祖国大陆
密切相关。无论是茶的品种还是饮茶文
化，追根溯源，都在大陆。特别是隔海相
望的福建茶，对台湾茶叶的发展提供了源
头活水。茶人熟知的台湾乌龙，就是从福
建传过去的。

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学者连横在其《雅
堂文集》中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
而与漳泉潮三州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
嗜好相似。”

连横最为人知的成就，是编著《台湾
通史》。其中记载：“清嘉庆年间 （公元
1796—1820 年） 时有柯朝者归自福建，
始以武夷之茶植于桀鱼坑，发育甚佳；继
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甚丰，遂互相传
植。”后人普遍认为，这是台湾乌龙茶的
起源，也是台湾人工种植茶叶的开始。

1926 年春，连横夫妇来到杭州小
住，安家于葛岭山脚下的玛瑙寺内。面对
西湖，一壶茶、一卷书，度过了一年时长
的静好岁月。2008年，杭州将这里建成
连横纪念馆，成为大陆目前唯一一个台湾
主题的纪念馆。连横之孙、国民党荣誉主
席连战，曾来这里品茗思人。

爱喝茶的杭州人对台湾茶相当熟悉。
2008年，杭州与台湾的茶叶主产地南投
县结成友好关系，两地轮流举办“西湖·
日月潭”两湖论坛，至去年已经是十三

届。每次活动，都少不了待客的香茶。杭
州是西湖龙井，南投是冻顶乌龙。

杭州是中国茶叶界的盛会——中国国
际茶叶博览会的永久会址。台湾的茶人茶
商当然不会错过这个与祖国大陆朋友交流
的平台，他们每次都积极参展，推介台湾
茶叶、茶器，即使疫情期间也不例外。如
果在杭州的茶人圈子打听台湾的“十大名
茶”有哪些，马上就会有人如数家珍地罗
列出来：“冻顶乌龙、文山包种、东方美
人、松柏长青、木栅铁观音、阿里山珠
露、台湾高山茶、日月潭红茶”。这些茶
叶成为杭州茶馆茶单上的常客，收获了一
大批的忠实“粉丝”。

喝茶交朋友，喝的是茶，走近的是人
心。杭州与台湾的茶叶交流日益增多，
还因为有一批来杭州创业、定居的台
胞。这些台胞中有些是做生意的台商，
有的已经是两代人接续在杭州发展。有
些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后来把杭州作为
事业的舞台。他们心系海峡两岸，“聚梦
启杭”，组建台湾学生志工队、成立台湾
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杭台青年企业家联
盟，在杭州尽享祖国发展的红利，追寻
个人的成长价值。工作之余，他们也融
入了杭州人浸润着茶香的生活，泡泡青
藤茶馆，去梅家坞的茶园里吃个农家
菜，日子过得“很杭州”。

前几年，去台湾旅游的杭州人特别
多，航班密集，可以说走就走。近几年两
地的客流交往少了，但茶叶交流一直没有
中断。期待不久的将来，两岸的茶人能坐
上京台高铁线上的动车来往，那速度，真
是一盏茶的工夫，就到了。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杭州喝一杯台湾的茶
张治毅

漫步南京老门东，走进一家徽
州非遗手工艺品店，木雕、竹刻、
石嵌制品琳琅满目，虽工艺繁复，
却不失实用性。其中最令我眼前一
亮的，是用竹编技艺制作的茶
用具。

不知道大家平时将打开包装的
普洱或老白茶茶饼如何放置、如何
携带，这是一直以来困扰我的一个
问题。拆散了放到罐子中是最常见
的做法，但是罐子易碎又不便携，
还比较占空间。不过，这次在店中
看到的竹编茶饼盒解决了这个
问题。

店里工作人员介绍，这种茶饼
盒尺寸一般按照常见357克一饼的
茶饼规格制作，直径23厘米、厚
4厘米左右，也可以根据不同茶饼
规格进行定制，当然还有能够存放
一筒即七饼茶饼的收纳盒。这类竹
编茶饼收纳盒多取材于冬季的竹
子，剖成“篾”，即成条的竹片，
再用粗细均匀的篾丝编织成平滑或
带有花纹图案的茶饼盒。整个盒子
手工编织而成，既保留了竹编原生
态的韵味，又具有良好的通风透气
性能，非常适宜茶饼的存放。

其实，竹编技艺并非徽州的特
产，来自贵州的全国人大代表、赤
水竹编传承人杨昌芹就曾将她亲手
编的茶饼盒带上了今年两会。如
今，越来越多的茶具企业看到了竹
编盒存茶的优势，纷纷与竹编技艺
合作，开始售卖茶饼收纳盒。“盒
子无论是自用存放起开的茶饼，还

是作为包茶饼的礼盒送人，都非常实
用。”衣着中式服装的店员介绍。我
秉着对手工价值的好奇，询问了店员
盒子的售价，得到的回答是“平编单
层款式的要三四百元，这种双层带花
纹的就要一千多块钱了。”果然，手
工制作的工艺品都不便宜，作为年轻
的工薪阶层，只能在咋舌之后偷偷欣
赏了。

就在旁边架子上，摆着一套白瓷
茶具，白瓷本身并不特殊，茶具也是
一个盖碗、一个公道杯配4个茶杯的
标配套装，不过“竹丝扣瓷”的工艺
又让我眼前一亮。

其实，平时用盖碗泡茶的人对于
盖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烫手，这虽
然跟盖碗使用方法有关，但对盖碗本
身也有要求。瓷器导热性强，无论是
杯体还是盖子烫手，都会使泡茶的体
验感下降。新手使用盖碗泡茶若常常
被烫，则很难提起使用盖碗的兴致。

不过，竹丝扣瓷就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问题。以瓷器器皿为胎，将纤细
如发、轻薄如绸的竹丝紧扣瓷胎，精
巧编织，依胎成形。可以编织平滑，
也能增编花纹，不仅为瓷器穿了一件
隔热防烫的外衣，更是兼具经久耐
用、防虫防裂功能的工艺品。

竹丝扣瓷不仅盖碗茶具可以使
用，单人茶杯、茶壶，或是存茶罐也
都能身披这件典雅且有禅意的“金
衣”。我常认为，生活的乐趣要从品
茶开始，那么品茶的乐趣，大概就能
从这些有趣有品又实用的茶具开
始吧！

竹与茶
李冰洁

俗语说“冷在三九，热在三
伏”，三伏天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
年之中最炎热的日子。烈日当空，
需要做好消暑降温工作。六堡茶作
为著名的侨销茶，早在17世纪的
东南亚地区，就被视为消暑解渴的
好饮品，陪伴那些远下南洋的华工
们度过了无数个炎炎夏日。

17世纪，福建、两广一带民
众下南洋谋生，大都从事橡胶种
植、采矿等工作。这一时期，六堡
茶跟着华工的脚步漂洋过海，在马
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生根发芽。

马来西亚属热带型气候，终年
湿热，采矿工们每日在矿洞内忍受
气温湿热的巨大煎熬，洗矿工终日
饱受双脚泡在溪水中上热下湿的苦
役。于是，六堡茶就成了矿工们喜
爱的饮品，这时，喝六堡茶解渴消
暑的作用就被流传了下来。

据杂志《茶艺·普洱壶艺》记
载：在矿区泡六堡茶很简单，也是
每天必备的工作，煮一锅水，待水
沸腾后投入六堡茶叶，再焖一会即
可舀取。矿工排队一人取一壶茶，
左手提粥、右手提茶进入矿山工
作。六堡茶不仅慰藉了华侨矿工的
思乡之苦，更为矿工们在繁忙工作
之余带来了一丝清凉。据说，当时
矿业老板招人，贴出招聘广告时，
一定要标着“免费提供六堡茶”，
否则很难招到工人。

在传统观念中，六堡茶是热

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冷饮
的需求也日渐增多。六堡茶易泡、可
焖泡的特性，使得六堡茶也可以用作
冷饮的调饮材料。今天，推荐几款六
堡茶夏日冷饮，简单、易做、好喝！

【六堡柠檬茶】夏季是属于柠檬
的季节，一片柠檬搭上各式各样的茶
底或者水果，都能成为独特的解暑饮
品，一杯最简单的六堡茶冷饮莫过于
六堡柠檬茶，茶底温和老少咸宜。

【小青柑水果茶】以小青柑六堡
茶为茶底，将整个夏天最缤纷的水果
进行碰撞融合，有西瓜的甜爽、柠檬
的酸爽，还有绵软的芒果丰富口感，
小青柑六堡茶的清爽和醇厚将它们的
个性包容在一起，绽放出夏季的味道。

【生椰桂花六堡奶茶】占据夏季
冷饮市场的除了果茶还有奶茶，与果
茶的清爽酸甜不同，奶茶讲究细腻丝
滑，生椰桂花六堡奶茶以生椰做基
底，加入丝滑醇厚的六堡茶打出绵密
轻盈的口感，还有隐隐的桂花香沁人
心脾。

【六堡茶烤奶】烤奶，因为制作
中加入了焦糖，使其喝起来有一种炭
火味，带有微微的焦香风味。六堡茶
烤奶以六堡茶为茶底，本身的醇厚滋
味，使烤奶滋味层次更加饱满，通过
空气炸锅制作，更多了一种炭火烘焙
的感觉。隐隐中的焦糖味道让人着
迷，夏天品饮还可以加入冰块制成
冷饮！

（钟茶）

六堡茶怎么“冷”着喝？

8月9日，工作人员在石阡县枫香乡梨子园村茶叶加工厂内对茶青进行
摊晾。

2006年以来，贵州省石阡县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理
念，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推进以茶叶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建设。
经过十余年的大力发展，茶业已成为石阡县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石阡县现
有43.6万亩茶园，茶叶综合产值32.92亿元，带动32.5万人就业。茶叶产业
成为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生动实践。 新华社发

石阡石阡：：一片茶叶托起乡村振兴路一片茶叶托起乡村振兴路

气温高达气温高达4040多度多度，，炒锅更至炒锅更至
200200 多度多度，，头上热着头上热着、、胸前烤胸前烤
着着、、手掌炒着……近日手掌炒着……近日，，20222022西西
湖风景名胜区西湖龙井茶年轻人湖风景名胜区西湖龙井茶年轻人
手工炒制技艺集训正式收尾手工炒制技艺集训正式收尾。。为为
期期 33周的集训周的集训，，区域内十个产茶区域内十个产茶
村村 （（社社）） 215215 名学员参与其中名学员参与其中。。
这是有史以来该区域参与人数最这是有史以来该区域参与人数最
多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西湖龙井茶规模最大的一次西湖龙井茶
手工炒制技艺培训手工炒制技艺培训。。这群年轻这群年轻
人人，，以掌心烫出的水泡以掌心烫出的水泡，，书写出书写出
他们对西湖龙井炒制技艺滚烫的他们对西湖龙井炒制技艺滚烫的
传承传承。。

20222022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龙井茶年轻人手工炒制技艺集训现场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龙井茶年轻人手工炒制技艺集训现场

器春秋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