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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第热烈祝贺第2727届信阳茶文化节届信阳茶文化节44月月2828日开幕日开幕

胜日寻春无觅处胜日寻春无觅处 锦绣茶乡满庭芳锦绣茶乡满庭芳

又是一年春好处，胜日寻芳到

信阳。

始于周、名于唐、兴于宋、盛于

清、扬于今的信阳茶，经过大别长淮

灵山秀水2300多年的细细浸润，已

经完全融汇于信阳人的骨子里，流

淌在信阳人的血液中。

近年来，信阳茶产业的飞速发

展，为信阳赢得“中国毛尖之都”的

美誉，成为信阳城市的“金名片”，为

信阳带来无限的荣光。“实施乡村振

兴”号角的吹奏，更为信阳茶带来万

千宠爱，把信阳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华彩乐章。

自1992年信阳首届茶叶节举办以来，信阳已经连续成功
举办了26届茶文化节。为信阳茶产业的发展、茶文化的传播插
上了翅膀，不仅弘扬了茶文化，繁荣了茶经济，惠及880万信阳
人民，而且将信阳茶文化节办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茶界盛会”。

1991年 2月，酷爱茶叶和茶文化研究的信阳市水利局干
部王星元，将一份历时两年多几经修改的《关于举办中国信
阳茶叶节的论证报告》寄给了当时的信阳行署领导并得到高
度重视。后经相关部门多方调研论证，确定了“以茶叶搭台，
让经贸、旅游、文化唱戏”的信阳茶叶节办节理念，并于1992
年 5月 15日成功举办信阳首届茶叶节。

从 2004年第 12届开始，“信阳茶叶节”更名为“信阳茶
文化节”，办节文化内涵进一步扩大，并逐渐成长为具有豫南
风情和中原特色的茶专业节会，成为中国茶界的一个重要节
会品牌。而且在每届茶文化节期间，都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娱乐、体育赛事、生态旅游等主题活动，不断加大文化惠
民、利民、便民的力度。

1992年 5月，信阳举办首届茶叶节时，刘文新还在幸福
路茶叶市场摆地摊卖茶叶。极具商业头脑的刘文新，从中敏
锐地捕捉到了茶节庆将给信阳茶产业乃至信阳经济的发展
带来巨大机遇。首届茶叶节一闭幕，他就在茶叶市场租下了
一间门面，开起了首家“文新茶庄”。两年之后，刘文新用攒
下的钱置办了房产。1995年 9月，他又成了“文新茶叶有限
责任公司”的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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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何家寨有了第一个茶叶加工厂；同年9月，信阳
第一家专供人品茶会友的文新茶艺馆在信阳城开张；2003
年，投资 3000多万元的信阳首条全自动化茶叶生产线建成
投产；2010年，他流转茶园6000亩筹建原料基地，并逐年扩
大规模直至如今上万亩规模的文新茶叶生态园……

2017年 4月 28日，主办第 25届信阳茶文化节的同时，
信阳还迎来河南省“5+2”经济合作活动，共达成招商引资合
作项目107个，合同金额高达517亿余元，一批成长性高、竞
争力强、专业性好的项目落地，为信阳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活力。省豫商联合会会长陈义初坦言，此次信阳签约活动是
河南省“5+2”经济合作活动举办以来，参会人数最多、参加
商会最多、签约项目最多的一次。

2018年 4月 29日，以“相聚信阳、共赢发展”为主题的第
一届信商大会在第 26届信阳茶文化节期间隆重主办，吸引
来自全国各省市的河南商会、信阳商会，以及信阳籍在外企
业家代表等共200多人出席，大会现场签约招商投资项目37
个，总投资额达304.84亿元。

以茶为媒介，以节促发展。自1992年至今，信阳通过连
续成功举办26届茶文化节，累计招商引资上千亿元。

“茶文化节是信阳的一块金字招牌，更是信阳经济快速
发展的助推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
充满希望地说，“茶叶正成为茶都信阳的致富之源、乡村振兴
的产业之基、老区腾飞的翱翔之翼。”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3月 24日，信阳灵山脚下的罗山县周党镇桃园
村、杨柳村内，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1万多亩的无
性系良种“乌牛早”茶园率先开采。公司董事长钱
晓玲兴奋地说：“历届信阳党委、政府坚持以兴茶富
民为己任，传递好‘做大做强茶产业’的接力棒，才
有了这一座座荒山披绿装，一片片茶园富农家啊。”

2001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钱晓玲，回到家乡承
包茶园，开始了她的种茶制茶卖茶致富之路。经过
近二十年的打拼，在国家富民战略和地方政府持续
发展茶产业的政策扶持下，已在罗山县周党、潘新、
莽张、定远、彭新、灵山等 6个乡镇拥有 5万余亩生
态茶园，建成标准化生态茶园生产基地，是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公司发展
成为一家集茶叶生产、种植、深加工、销售和生态观
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带领着周边乡村一千多户贫困群众一起脱贫致富
奔小康。

4月1日，信阳市市长尚朝阳在省政府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自豪地宣布：茶产业已成为信阳的特色
支柱产业，成为老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收入来
源，助推了信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力地促进
了信阳经济社会的发展。

4月 11日，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中
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茶所《中国茶叶》杂志、浙
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浙江永续农业品牌研究院联合
开展的“2019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核
心结果在浙江省新昌发布，信阳毛尖以品牌价值
65.31亿元位居第三。

这是我国自 2010年起对茶叶区域品牌进行比
较全面、集中的价值评估后，信阳毛尖连续十年上
榜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十年中，信阳
毛尖的品牌排名从2010年首次评比的“中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第四名，到如今连续多年稳居
三甲，品牌价值也从 2010 年的 31.7 亿元，攀升到
2019年的65.31亿元，增长了33.61亿元。

品牌价值不断提升，信阳毛尖成为“网络新
宠”。今年4月初，淘宝发布《春茶消费数据》，信阳毛
尖和龙井、碧螺春、安吉白茶进入四大春茶“热搜茶”。

信阳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文新坦
言，信阳春茶网上热销在情理之中。他们是信阳较
早开展电子商务的茶企，去年公司的网上销售额达
3000万元。今年新茶自3月28日开采以来，网上销
售销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令无数人眼热的殊荣绝非偶然。经过多年努
力，信阳毛尖已成为架起“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
间的桥梁，全市已经形成以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
文化、茶旅游、研发等为一体的庞大茶产业体系。

2018年，信阳全市茶园面积已超过 212万亩，
茶叶产量达 6.6万吨，产值达 112.4 亿元，分别占全
国的4.83%、2.52%和 5.21%。全市现有茶叶从业人
员达120万人，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超过6000元。

4月 20日，“行走百里茶廊、尽享茶乡风光”环南湾湖特
色茶旅体验活动华美启幕。200余名来自通过网络报名的网
友、车友、驴友，还有数十位媒体记者，畅游在花红柳绿、毛尖
飘香的“百里茶廊”中。

信阳久负盛名的“百里茶廊”，环南湾湖一周，途经董家
河、浉河港、谭家河、十三里桥4个乡镇，全程80多公里，沿途
山水相依，茶山叠翠，四季风光如画，田园如歌，村舍茶坊点
缀其中，如明珠般熠熠生辉。

近年来，信阳坚持将生态旅游项目和茶园风光、茶文化
底蕴相结合，以培育特色茶坊为点，以风光秀丽的环南湾湖
公路为线，串起百里万亩茶园，精心打造茶旅融合的“新名
片”，让中外游客畅游其中，不仅能亲身体验摘茶、炒茶、品茶
的美妙过程，更可领略到山水信阳的无穷魅力，感受到豫风
楚韵的悠扬深邃，全面品味信阳全域旅游发展中“中国毛尖
之都”独特魅力。

一路走来，“睡仙桥”中八仙之一张果老醉眠于此、丑小鸭
变天鹅的动人传说；搜古罗今的茶文化博物馆中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的茶文化故事；登临集云山瞭望台，一览湖光山色，尽享
茶山美景；车云山千佛塔上风铃清脆，武则天饮茶除沉疴，赐银
彰茶功，信阳茶自此成国饮的故事流传至今；文新茶村万亩茶
园层峦叠翠，现代化茶叶生产车间内茶香沁人，优美的茶艺表
演伴着清香扑鼻的头采毛尖，让人感受恍若隔世；稳臻茶坊中，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名录的信阳毛尖传统制作
技艺，尤其让人发出“天香一叶可倾城”的感叹……

4月20日，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生态食材推介交流会暨
信阳养生菜清真菜肴推广基地隆重揭牌，拉开迎茶节信阳菜

系列主题活动的序幕。市委秘书长谢天学兴奋地说：“吃信
阳养生茶，喝信阳毛尖茶，让你吃了还想吃，喝了忘不了！”

信阳正在大力实施的“吃信阳菜、品毛尖茶”工程，让每
一位到信阳的游客都能成为信阳菜、毛尖茶的忠实“粉丝”。

信阳不仅有山有水有好茶，而且有诗有梦有远方。淮河
浉水与大别山山水交融，茶园、田园与豫南民居相依相偎，可
谓坐拥山水宜居，畅享园林诗意。

同日，南湾湖第七届“彩”茶节盛大启幕。传统祭茶典
礼、茶艺表演、古筝演奏、民歌演唱、采茶舞蹈等好戏接连上
演，“亲子采茶”“汉服游园”等清新雅致的互动项目受到游人
热捧，精心打造的“天空之镜”“紫藤萝瀑布”“风车廊道”“花
伞海洋”更成为网红打卡必去之所。

依托丰富的茶资源和深厚的茶文化大力发展茶旅游，打造
独具特色的茶旅融合型节庆活动，使之成为最能体现信阳毛尖
茶乡风情的旅游新去处，同样成为南湾春季旅游的创新之举。

近年来，信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发展“幸福产业”，让城归山水、茶归山林、人归自然，推动绿
色GDP与优质生态并行。他们以不断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
为切入点，构建“医、药、养、健、游、食”六位一体的幸福产业链，
推动三产融合、跨界拓展，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使信阳逐渐成为
旅游休闲、亲近自然、文化浸润、品味生活的上佳之地。

据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今年清明假期，恰逢
信阳毛尖采摘期，大批游人涌入信阳，“茶乡体验游”迅速走
红，“赏花游”“采摘游”“乡村游”一并引爆。看红看绿看蓝
天、品山品水品毛尖，短短三天信阳共接待游客 145.8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5亿元。

采茶姑娘上山岗 本报资料图

产业走上快速路 本报资料图

第 27 届信阳茶文化节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和信

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定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在信

阳举行。从 4 月 20 日持续到 5 月 1 日，主要安排以下

活动：

一、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开幕式
4 月 28 日上午在信阳百花会展中心信阳广电演

播中心举行。采取开幕式和文艺演出相结合的形式，

充分展示独具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魅力和美丽茶乡

的独特风情，为茶文化节营造喜庆、热烈的浓厚氛

围。开幕式不仅进行电视现场直播，还将通过网络媒

体进行网上直播。

二、2019信阳茶业博览会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在信阳百花会展中心举行。

信阳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相关单位共同参

与，集中展览展示信阳特色茶产品、森林产品、旅游产

品、名优农副土特产品、信阳菜、自然资源与森林旅游、

非物质文化产品，并现场开展推介、宣传和销售活动。

三、2019全国绿、红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
4 月 21 日至 22 日在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举行。

活动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名

茶专业委员会承办。邀请国内著名茶叶专家组成评

审委员会，对全国报送的绿茶、红茶进行评审，根据国

家有关评审标准，分别评出特别金奖、金奖和优秀奖

若干名，在第 27 届信阳茶文化节期间进行表彰，获奖

茶样在茶博会期间进行展示。

四、2019全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会暨全国茶行
业社团组织联席会

4 月 28 日在中乐百花酒店举行。此次会议由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是国家级专业会议。邀请全国

各产茶省、市茶叶行业管理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研

究分析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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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措施，研究、协调、通报

2019年全国茶行业相关工作。

五、中国国际茶商大会暨茶界对话会
4 月 29 日上午在百花之声国际会议厅举行。邀

请国内外茶行业组织、茶企、茶商代表，供销 e 家电商

联盟代表和国内著名茶学专家、品牌专家、电商运营

专家等进行对话，以“乡村振兴、产业支撑、品牌引领”

为主题，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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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创建、营销新理念、发展

新业态等方面进行对话探讨，为信阳乃至全国茶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出谋划策。

六、信阳茶叶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洽谈会
4 月 29 日在信阳锦江国际酒店举行。会议将通

过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和信阳市茶叶出口企业等各种

渠道，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伙伴和当地

茶行业组织、贸易组织负责人、国内茶叶大型出口企

业负责人，与信阳茶叶出口企业进行对接洽谈，进一

步开拓信阳茶的国际市场。

七、环南湾湖特色茶旅体验活动
4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在环南湾湖百里茶廊举行。

组织茶文化节来宾参加环南湾湖茶文化旅游体验活

动，切身体验信阳毛尖采制技艺，欣赏信阳茶区自然景

色和茶园美丽风光，品饮茶乡特色美食和信阳毛尖。

八、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大赛
4 月 22 日至 23 日在信阳浉河区举行。组织全市

各产茶县区制茶能手参加，通过现场炒制并经专家评

审，评出优胜选手。以此不断提升信阳毛尖传统手工

炒制技术水平，传承和弘扬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技

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九、信商大会
4月 29日上午在百花之声北二区一层多功能厅举

行。针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项目，结合优势主

导产业谋划招商项目，加强同海内外信阳籍知名实业

家、企业家及各级各类商会的沟通联系，借助各级商会

信息资源优势，与行业龙头企业广泛开展合作。

十、系列文化体育活动
4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期间，信阳各县区陆续举办

地方特色专场文艺演出、鸡公山文化艺术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暨信阳解放 70 周年摄影展、全国公路自

行车赛、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

动。 （具体活动以组委会会务须知为准）

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
主要活动安排

茶旅融合，美颜经引爆全域热

茶节助力，茶节庆引爆茶经济

名茶复兴，
小茶叶成就大产业

最美春光数茶乡 张卫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