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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采茶季陷用工荒 信阳茶农一筹莫展

眼睁睁看着茶树嫩叶变老会心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龚婧雯 文图

“信阳的茶难采，只采一个芽尖，费时费力，所以那些采茶工
都去外地采茶了，我们现在用工荒特别严重！
”昨日，信阳市浉河
区浉河港金华村的茶农饶东升对记者说这些话时满面愁容。他
正因寻不到采茶工而发愁，而茶园里的茶树已经长出了芽叶，正
待采摘。
信阳毛尖只要芽尖，那些采茶工当
然过完年就去浙江了。
”
不只技术、品质要求高，这里还
有许多问题难倒了大批的茶农，例
如，道路崎岖、茶山陡峭、没有通常
的茶农采茶工间的联络渠道、大批
茶园荒废无人管理、采茶时间紧缩，
等等。

几十年如一日守在茶山，
老夫妻俩以茶为生

以茶为生的茶农

茶树都已冒出新芽，
再过几日便可采摘
昨日，记者一大早便赶往浉河
区浉河港的茶山，山中茶树郁郁葱
葱，都已冒出新芽，再过几日便可采
摘。资深茶农熊志涛告诉记者：
“往
年信阳采茶工有 30 多万人，采摘我
们信阳的茶叶刚刚够用，去年就只
有 10 万采茶工，几乎没有哪一家的
茶叶能采完。我们家去年招了 200
多工人来采茶，今年到现在才只有
120 人。
”
说到这里，熊志涛给记者讲述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2005 年以前，
漫山遍野看到的都是 20 多岁的采
茶姑娘，2005 年至 2012 年变成了
采茶大妈，2012 年到现在，采茶
工都是奶奶辈的人，最大的有 76
岁高龄。

待遇提高却少有人问津，
多重困难围绕茶农
“过完年我们就开始寻找工人，
去年的工人今年没法来的就介绍自
己的亲戚朋友过来，我有 200 多亩
茶园，到现在也只找到 50 个采茶
工。我们即使给采茶工保险买齐
全、食住行全包、加工资送东西，还
是没有人愿意来我们这里。”说到这
里，饶东升一脸苦笑。他说：
“ 去年
茶园只有 100 多亩的时候就有三分
之一的茶叶没有采摘完，损失了至
少 10 万元。”10 万元对于一个以茶
为生的茶农来说，是几个月的努力
付诸东流，是辛苦培育茶树的血汗
得不到回报。
“2002 年以前，我们开着大巴
车到正阳，在路边对着人群吆喝声
‘我们信阳茶要采茶工’，不到一小
时，一车人都已经坐满了。”茶农回
忆 起 当 年 的 招 工 情 景 时 ，一 脸 骄
傲。但他话锋一转，
“自从浙江那边
的茶商知道我们信阳周边的采茶工
技术高之后，每年在我们采茶季之
前就‘挖人’，把我们的工人都带到
浙江去采茶，他们那里的只要求采
摘‘一芽三叶’的茶，特别好采，我们

记者走进浉河港白龙潭村，映
入眼帘的便是大片大片的茶树，此
时正刚刚冒出嫩绿新芽，再过几天
就能开始采摘。白龙潭茶山组的老
茶农张道仁对记者说：
“ 我 19 岁就
上山采茶了，今年 69 岁，最开始这
个山上只有一百多亩茶园，我就帮
别人打理茶树，后来分到点茶园，就
和我老伴一起打理。有时候我们几
个月都不会下山，就守着这片茶园
过活。我们家没有农田，就是靠卖
茶生活。
”
张道仁说自家每年的收入也就
两万元，除去修剪茶树、除草的费
用，每年紧紧凑凑也就过来了。
“每
年都找不到工人来采茶，每年的茶
也采不完，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的
渠道，茶叶都是靠顾客寻来才能卖
出去。
”张道仁叹着气对记者说道。

信阳毛尖发源之地，
茶叶品质高却只能变树叶
白龙潭村茶山村民组的组长叫
张德军，今年 57 岁的他依然在带领
着村民积极寻求一条新的致富之
路。张德军告诉记者：
“白龙潭是信
阳毛尖的发源地，茶山组有 140 多
个茶农，1000 多亩茶园，至少需要
1000 名 采 茶 工 ，现 在 缺 了 一 半 的
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损失一半的
收入。往年有些采茶工因为受不住
苦，工作几天就走了，我们只能眼睁
睁 看 着 嫩 叶 变 老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张德军看着这些像自己孩子一
样的茶树，摇头叹气。
“这几年，信阳毛尖受外地茶的
冲击，茶叶市场饱和，没法获利，最
后倒逼我们茶农只采芽尖，但是外
行人只看到你价格贵，看不到你成
本有多高，再好的茶叶卖出去的也
不多。”张德军如此向记者解释为何
茶树这么多收入却不高的原因。
采访将要结束时，一直参与帮
助茶农的殷某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
有两套联络采茶工的模式，第一是
靠茶农自家的亲戚朋友四处介绍，
第二就是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宣传，把待遇都讲明，等待有意
向的工人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是有
一些成效的。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
帮助我们解决采茶季用工荒的问
题，让我们的茶农不再愁眉不展，让
我们的信阳毛尖能做出品牌效应，
以后就不用再为找不到人而烦恼！”

采茶季陷用工荒，
茶农在一起商量办法。

满山的茶树、
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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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房产中介

●房地产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让商铺门面

出租招租
●两万平方楼房出租统一标配
全装修 13803842223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求职

●招聘

●电脑手机
●家教

●财务会计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声明
●李正光洛阳师范学院数学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证丢失，
证号83101，
特此声明。

●杨京京，
女，
2011年7月毕
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
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
本科毕业证书(编号1047112
01105021214)和学位证书(编
号1047142011000209)不慎
遗失，
特此失明。
●郭凌不慎遗失河南通孚祥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
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一份，
发票
代码:141001920076，
发票号码：
01526056，
发票原件丢失特此
声明作废。
●贾志明，
加工中心高级技工
证遗失，
证书编号：
121600101
1300171，
发证日期：
2012年10月
18日，
声明作废。
●洛阳益民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0300MA
40Q0U82F，
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小明百货商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45
F8U46N）特此声明。
● 谢爱珍郑州仲景国医专修学
校中西医结合专业专科毕业证
丢失，
证号6641000050080118
1，
声明作废。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07届毕业
生许淑珍毕业证遗失，
毕业
证编号：
12793120090600
3016，
声明作废。
●闫娜娜,身份证号4104821987
06181122平顶山汝州市洪山
福地花园4号楼东单元601号，
购房合同遗失一份，
合同号
汝房洪字134号，
声明作废

●石莹莹遗失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医疗美容技术专业专
科毕业证书，
证号：
13780

1201206002809，
声明作废。
●侯晶晶，
女，
遗失新乡医学
院临床医学（专升本）专业

本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04

721201705000515,声明作废。
●田朝磊遗失许昌学院计算机
应用与维护专业专科毕业证，
证书编号: 104801200206
00246，
声明作废。

●河南新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

(发票代码 4100112140 发票号码

01751639-01751642)，声明作废 。
●周蕾,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证
书和学位证书不慎丢失，
毕
业证书编号:1047712018050
25042,学位证书编号:10477
42018004706，
声明作废。

●刘群美0738405号契税完税
证明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张虎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三年制专科毕业证书遗失，
毕业年份：
1999年7月，
证书

编号：
9941014491，
声明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