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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信阳茶文化节定于2017年
4月28日至5月2日在信阳举办，主要安
排九项活动。

1.茶文化节开幕式暨信阳地方特色
文艺演出，4月28日19:30-20：40在信
阳百花之声大剧院举行。

2. 2017信阳茶业博览会，4月28日
至5月2日在市百花会展中心举办，国内
外知名茶商、茶企业和超市采购商参会、
参展，信阳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涉茶龙
头企业展示、展销，洽谈业务。

3. 2017河南省“5+2”经济合作活
动，4月27日至28日在信阳中乐百花酒
店举办。结合信阳优势主导产业谋划招
商项目，加强同省外豫商商会的沟通联
系，借助商会信息资源优势与行业龙头
企业广泛开展合作。

4. 2017信阳茶旅游及旅游产品展，4
月28日至5月2日在市百花会展中心举
办，邀请河南省及周边省、市区旅游及相关
企业参展，组织信阳各有关县区、管理区
（开发区）以及相关知名旅游景区、旅行社、
茶文化旅游景点等单位，展示和推介各地
丰富多彩的茶旅游精品线路和相关旅游
景区、旅游产品，并开展相关体验活动。

5. 2017全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会
暨全国茶行业社团联席会，4月28日下
午在中乐百花酒店举办，研究分析2017
年全国春茶产销形势，提出茶叶生产销
售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应对措施，并
通报2017年全国茶行业相关工作。

6. 2017全国名优（绿、红）茶质量评
比活动，已于4月19日至20日在信阳农
林学院茶学院举办，对全国报送的名优
绿茶、红茶进行评审。

7.中国国际茶商大会，4月29日上
午在信阳百花之声国际会议厅举办，围
绕当前茶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食品
安全、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分析研
判当前茶产业发展形势，加强合作交流，
推动茶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8.信阳茶歌茶舞表演，4月27日在
信阳百花之声大剧院举办。

9.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大赛，由
信阳市浉河区联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已
于4月22日至23日在浉河区举办，旨在
弘扬和传承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表彰奖励“信阳市技术
能手”“信阳市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技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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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盼望着，盼望着，春来了。
当春风唤醒人世间第一片鹅黄，1.8

万平方公里的茶都信阳，宛若光彩照人
的“茶仙子”，从泉水叮咚的大别山里跑
来，每个毛孔里都透着沁人心脾的清纯
茶香。

顿时，山山岭岭朗润起来，沟沟坎坎
葱郁起来，村村寨寨热闹起来，大街小巷
欢腾起来，采茶女、炒茶汉、贩茶客、爱茶
人，呼朋引伴，纷至沓来……

“春茶一杯满园春。让我们斟满香
茶，迎接远方的客人吧！”4月6日，信阳市
委书记乔新江在第25届信阳茶文化节动
员会上动情地表示，“办好信阳茶文化节，
是信阳历届党委政府富民强市的接力棒，
今年这一程，我们要‘跑’得更精彩！”

踏着春的步履，喜讯不期而至。
4月15日，2017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在浙

江发布，信阳毛尖以59.91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两年位居
全国第二。

从2009年首次发布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31.7
亿元，到今年的59.91亿元，信阳毛尖品牌价值逐年提升，品牌
经营力逐步提高，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这与信阳20多年持续坚持举办茶文化节不无关系。”信
阳市市长尚朝阳告诉记者，自1992年信阳举办首届茶叶节至
今，除了2003年因防治“非典”停办一年外，信阳是全国惟一
连办24届茶文化节不间断的城市，信阳茶文化节已经成为中
国茶界公认的品牌和最重要的节日。

从首届茶叶节开始，连续参与筹办了前十届信阳茶文化
节的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永省谈起往事，感慨万端。“1991
年年底，信阳首次提出要举办茶叶节的想法时，意见很不统
一，不少人认为，作为当时一穷二白的大别山贫困老区，很多
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闲钱‘擦粉’呢？”

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董雷一锤定音。因为这既是提升信阳
整体形象、事关招商引资的大事，更是重塑信阳毛尖品牌、事
关百万茶农生计的要事。

为此，当年的信阳地委、行署多次召开茶叶节专题筹备会
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方案，细化任务。最终决定，即
便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办好茶叶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以茶
为媒、广交朋友，扩大开放、全面促进，发展经济、振兴信阳。”

“事实证明，当年的决策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退
休多年，如今戴着助听器的陈永省老人不时大声地向记者重
复这句话。

以茶为媒介，以节促发展。茶文化节，已成为信阳走向世
界的桥梁、世界了解信阳的窗口。自1992年至今，信阳通过
连续成功举办24届茶文化节，累计招商引资上千亿元，20多
个国家的外商及海内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共近7万人来信阳
实地考察。

信阳市茶办主任魏勇告诉记者，“你想想，办节20多年，
李德生、白立忱、彭冲、王光英、费孝通、李锡铭、盛华仁、洪学
智、张思卿等1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40多个部委的领
导同志，一大批国内著名茶叶专家学者，先后在茶节盛会期间
来到信阳，为振兴老区奔走，为宣传信阳鼓噪；近百位各个时
代的当红明星为信阳毛尖站台歌唱；向国际茶委会和国际旅
游营销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欧盟传统饮食艺术协会，美
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30多个国家的茶界
精英宣传推介了信阳茶叶，通过这些人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2014年，在信阳组织历时半年多的“美丽信阳·十大名
片”评选中，信阳毛尖当之无愧地名列榜首。专家委员会在推
介词中如此写道：信阳，毛尖。一座城，一种茶。茶吸纳城的
风华，城传承茶的灵韵。作为国饮，茶中有品位，茶中有闲韵，
茶中有禅意，茶中有文化。在纷繁喧嚣的世事中，我们何妨选
择信阳这座闲适恬淡的小城，静下心来，泡一壶上等的毛尖，
让我们把心变成一壶茶，包容百味，吐故纳新。

信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孙映介绍，信阳茶叶早已
漂洋过海，香飘五洲。2016年，信阳茶叶出口创汇超过了
1400万美元。

“出外招商，只要提到信阳，无论他去没去过信阳，别人首
先想到的是信阳毛尖。”信阳市商务局局长王亚玲感触地说，

“拿着金灿灿的信阳毛尖名片，出外招商我们心里就有底气。”

夏法周看护商城县七里山林场已经
30多年了，因为工作原因，他整日只能与
山林为伴。一家人靠种地和县林业部门发
给他的那点微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生
计。20多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紧挨林场、
因山高路远无人管护的高山茶场。每年春
节，请山下村组的村民上山帮忙采茶，每斤
茶叶稍微挣点钱，他就便宜卖了，以此补贴
家庭生活开支。

商城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茶园多在海
拔较高的深山之中，出产的茶叶素以梗粗
叶大、茶汤清亮、香气持久、茶味浓郁、经久
耐泡而出名。以往，商城县出产的信阳毛
尖在市场上一直卖不上好价钱。前几年，
商城县的几家知名茶企业在信阳茶文化节
期间举办的中国茶业博览会上，向消费者
重点推介了高山出产的信阳毛尖，很受一
些资深茶客的追捧，茶叶价格年年看涨。

这两年，夏法周的茶叶一下成了抢手
货，每年早早就被人电话订购一空。今年
清明节后，夏法周承包的茶山才慢慢开采
了，几位县城和市里的老茶客，甚至远在江
苏、浙江的同乡，又老早打来电话，几十斤
上百斤地订购他的茶叶。

“现在不但茶叶不愁卖了，价格也逐年
上涨。”夏法周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后啊，
守着这茶山，生活再也不愁了！”

与夏法周相比，生在信阳毛尖核心产
区——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乡何家寨村的
李广兴，人生的春天来得更早一些。1992
年5月，信阳市首届茶叶节之后，他开始走
出茶山，将大山里的茶叶运到市里卖。几
年跑下来，不仅贩卖茶叶挣下一份家业，还
把离信阳城不到五公里的十三里桥乡漂亮
能干的姑娘周厚慧娶回到大山里面，和他
一起种茶摘茶炒茶贩茶。

2004年，为了方便儿女上学，李广兴
夫妇在信阳市中心买了房子，还开起了茶
庄，再也不用把山上的好茶叶低价卖给城
里的商家了。不仅他自家80亩的茶山每

年出产的3000斤干茶有了销路，每年还能
帮乡亲们卖出上万斤的干茶。

“2012年开始，区里又教会乡亲们利用
以往浪费的夏秋鲜叶制作红茶，每亩茶园每
年又能增收四分之一左右。”没和记者聊上
几句，李广兴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远在郑州
的老客户要买 200斤干茶，他又拿上妻子
准备好的现金，匆匆开车进山买茶叶去了,

“对不起啊，下次有空再来喝茶！”车发动了，
李广兴还不忘邀请记者再来。

4月17日，河南特色农产品·茶叶论坛
在郑州举行。信阳80后青年、信阳毛尖茶网
董事长陈鹏，与其他五位全国茶界顶级专家
和学者一起登台布道，向与会全国茶界人士
分享他推动茶叶“原产地电商”的经验之谈。

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的陈鹏，2015年
在信阳毛尖的主产区董家河镇注册成立信
阳茶天下电子商务公司，并创建了信阳毛尖
的首家电商平台——信阳毛尖茶网，搭建全
国消费者直通茶农的销售平台，还在董家河
镇、浉河港镇、东双河镇、新县八里畈镇等信
阳毛尖的主产区开设驻乡办事处，贴身服务
广大茶农。如今，信阳毛尖茶网已经入驻茶
农1万多家，入驻茶商1600多家。截至4
月20日，仅今年就网销干茶800多万元。

在“互联网+”战略的推动下，信阳茶
农正由茶叶生产环节的最底端，直接走上
面对消费者的最前端，茶农收入逐年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信阳全市茶
园面积已达210.8万亩，茶叶产量近6万吨，总
产值超过100亿元，茶叶从业人员120余万
人，带动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超过了5500元。

谈起信阳茶业未来的发展，市委书记
乔新江的话语凝重而坚定：“经过多年努
力，如今，茶产业已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
农业强市跨越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抓手，是
信阳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和农民致富的支柱
产业。做强做优茶产业，一靠坚持，二靠创
新，小小一片茶叶，将承载越来越多的附加
值，成为老区脱贫致富的金叶子。”

说起信阳茶节给茶产业带来的变化，
信阳文新茶叶公司董事长刘文新感触颇
深。

1992年5月，信阳举办首届茶叶节时，
刘文新还在信阳市幸福路茶叶市场摆地摊
卖茶叶。极具商业头脑的刘文新从中敏锐
地捕捉到了市场对信阳毛尖的巨大需要。
首届茶叶节一闭幕，他就张罗着在幸福路
茶叶市场租下了一间门面。

当年7月16日，经营面积不到20平方
米的“文新茶庄”开业了，没钱雇人，刘文新
让妹妹帮忙照看生意，自己每日在外张罗
着上茶山收茶叶、跑工厂印包装、见客户送
茶叶。

“当时我那店里不光卖茶叶，我还自己
设计包装让厂家代工。”谈起往事，刘文新
毫不避讳自己当年的寒碜和艰辛。“因为没
有产权保护，每推出一款新包装，很快就会
被别人伪造，这样下去可不行。”

下定决心，两年过后，刘文新用攒下的

钱在幸福路置办了房产。1995年9月，他
成了新注册的“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的
法人，而且公司开办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注
册了“文新茶叶”的商标。

茶节越办越精彩，刘文新的生意也越
做越大：1998年9月，他在浉河港镇投资近
50万元，建起了专门储备茶叶的大型冷
库；2000年年初，他在何家寨建起了自己
的第一个茶叶加工厂；同年9月，他又在信
阳城里开办了全市第一家专供人品茶会友
的文新茶艺馆；2003年，投资3000多万
元，在信阳毛尖核心产区——白龙潭村建
起了信阳首条全自动化茶叶生产线；2010
年，他将目光投向信阳毛尖稀缺的鲜叶资
源，流转茶园6000亩筹建原料基地，并逐
年扩大规模；2013年，他迈出了推动信阳
名茶复兴的历史性一步，将文新茶叶专卖
店开到了香港……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文新茶叶公
司已经发展成为集茶园栽培管理、初制生

产、精制加工、销售、科研和弘扬茶文化于
一体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拥
有定点茶园和辐射的茶叶生产基地30多
万亩，年生产加工能力50万公斤，在全国
建立起直营店169家，加盟店318店的茶
业航母，引领信阳茶产业一路向前。

钱晓玲，来自信阳市灵山脚下小山村
的一位弱女子，从承包几百亩茶园到建成
5万多亩“国家级标准化茶园建设示范
区”，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到“全国
十佳农民”“河南省优秀政协委员企业家”，
她说她是乘着信阳茶产业快速发展的东风
成长起来的。

2001年，在城里经过多年打拼的钱晓玲，
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周党镇杨楼村承包了
几百亩茶园，注册成立了灵山茶叶有限公
司，申请注册了茶叶原创品牌“仙灵”牌。
随后，她又一次性买断附近荒山3000多
亩，改造符合现代化生产需要的标准化茶
园。

2004年，“仙灵”牌绿茶第一次参加第
十二届信阳茶文化节绿茶评比，一举获得

“特级信阳毛尖”金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每年一次的茶文化节名茶评比中均名列
前茅。

2015年，她筹资2000多万元，在茶山
深处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基地，
与之相呼应的还建有古色古香的茶艺馆、
茶叶博览室等彰显茶文化韵味的配套设
施，与周边连绵起伏的茶园、明珠洒落的大
小塘堰相得益彰，成了城里人旅游观光、修
身养性的旅游胜地。她说，她要把茶园建
成风景如画的养生福地。

说起近年来信阳茶产业发展的喜人成
绩，信阳市副市长郑志强如数家珍：“在政
府多年的努力和扶持下，信阳全市已有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省级龙头
企业17家，市级龙头企业74家，中国茶行
业百强企业9家；打造中国驰名商标茶叶
品牌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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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茶节名天下A

第25届信阳茶文化节
活动五彩纷呈文新茶叶加工园内现代化的茶叶生产线到了采茶季节，

每日都在满负荷运转

外地游客来信
阳茶乡，最喜爱就是
穿上采茶妹子的服
装，在满目青翠的茶
山上照张相真美！

千年茶都放异彩千年茶都放异彩 石文涛石文涛 摄摄

——写在第二十五届信阳茶文化节开幕之际

兴茶富民好支撑C

茶节助力产业兴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