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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河区

为茶农办实事助春茶生产

商城县

擦亮“商城高山茶”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最是一年春好处，毛尖飘香满

茶都。

阳春三月，信阳大大小小的山

上，开始香艳起来。层层叠叠的绿，

从山脚堆砌到山巅。一阵风来，那

沁人心脾的香，随风飘荡，氤氲了整

个信阳。

被誉为“绿茶之王”的信阳毛

尖，以“条索细秀圆直有峰尖、白毫

满披，香高味浓汤色绿”的独特风格

而饮誉中外，长久以来受到无数爱

茶人的追捧。

然而，大家普遍反映，今年的信

阳毛尖比往年贵。到底如何贵？贵

在哪里？

为此，我们遍访信阳茶农、茶企

和资深茶人，为您一探究竟。

春长新茶贵
价值渐回归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徐
铭）4月 10日凌晨3时许，浉河区谭家河乡土门村茶农
肖广明起了个大早，把连夜炒好的三十多斤干茶，带到
村头的茶叶交易市场，不一会儿就被郑州来的茶商买
走了。

“村里联系来了好多外地茶商上山收茶，就连郑
州、洛阳、南阳等地的茶商都赶过来了！”肖广明兴奋地
说。

据土门村党支部书记宁海涛介绍，今年春茶开采
以来，乡村干部除了广泛联系茶商进山收购干茶外，还
从开展茶叶安全生产培训、提供农技指导、联系招募采
茶工、为茶农购买保险等多方面出实招、办实事，千方
百计帮助促进春茶生产。

浉河区是革命老区，这里曾建立起以四望山为中
心的豫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信应解放区。在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强化为民初心，把学习党
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
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有了组织上的帮助，我再也不担心好茶叶卖不出
去了。”肖广明激动地说。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杨
绪伟 曹良刚）4月 9日，雨过天晴，商城县苏仙石乡秦
河村东奇山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内，来买茶叶的顾
客络绎不绝。

“这里的高山茶香甜可口，回味无穷，泡了三四道
还香味绵长，我连续来这里买茶已经10多年了。”从县
城专程前来买茶的何茂明乐呵呵地说。

据公司负责人魏爱民介绍，他们流转秦河村、东河
村、琉璃河村荒山发展茶叶近 2000亩，新建了 900多
平方米的加工厂。电业部门还为他们增加了变压器，
让他们新买回的揉捻机、烘干机等制茶机器设备动力
充足，春茶一开采，就加足马力生产，让越来越多的人
喝上优质的商城高山茶。

近年来，商城县立足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商城高
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制定并正式实施了“商城高山茶”
团体标准，成立了商城高山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商
城高山茶产业协会，聚力做强“商城高山茶”产业链和
品牌推广，让“商城高山茶”走出深山香万家。

如今，商城县茶园总面积已达 20.8 万亩，可开采
面积 18.6 万亩，年产干茶 420 万公斤，产值超过 5亿
元，全县涉茶从业人员已达 11万人，茶产业正成为富
民强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商城县也先后荣获“全国重
点产茶县”“全国茶业百强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

“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和“茶业生态建设
十强县”等殊荣。

商城县县长周哲表示，继成立商城高山茶协会和
研究中心、发布“商城高山茶”团体标准后，商城县将全
力推进“商城高山茶”品牌建设，积极争取“商城高山
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不断拉伸产业链条，推动
茶旅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为推动商城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符
浩 李啸尘）4月 9日，淮滨县优质弱筋小麦“一喷三防”
统防统治现场会在邓湾乡小集村举行。

“出战！”随着淮滨县高级农艺师王振旭一声令下，
现场 20多台无人植保机同时升空，喷洒生物治虫药
剂。

专程到场的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吴政卿表示，时
下，84万亩淮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随着气温
逐渐升高，此时正是多种病虫交错发生危害的高峰期，
做好小麦“一喷三防”，对于确保小麦增产，就尤为重
要。

“小麦抽穗前后是‘一喷三防’第一次最佳施药时
期，因气候因素，今年小麦生育期提前，施药应在4月6
日至4月16日，见花打药；第二次最佳施药期应在4月
16日至 4月 24日；第三次最佳施药期应在 4月 24日
至5月5日。”吴政卿详细讲解说。

4月份以来，淮滨县积极统筹协调人力、财力、物
力，分派4个技术督导组下乡入村，边督查、边指导、边
为群众答疑解难。现场会召开后，该县将调配 300架
无人植保机，帮助群众抢抓农时，及时做好小麦“一喷
三防”工作，确保夏粮增产增收。9

淮滨县

无人植保机防治小麦病虫害

走进位于浉河区谭家河乡土门村沙河之滨的
河南日日顺遇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张宽大的
茶台背后，巨大的陈列柜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茶
叶产品。

“这些都是我们用优质信阳茶叶资源，采用高
科技设备和现代生产工艺加工出来的信阳茶产
品，质优价廉，一经投放市场，就非常受欢迎。”公
司总经理张军伟乐呵呵地说。

这位在某著名品牌电器河南销售中心干了
16年，从销售总监位置上辞职，一头扎进信阳茶山
的“外乡人”，不仅有模有样地卖起了茶叶，还从原
单位带来核心团队，吸引老东家投资数百万元，在
信阳建起“桥头堡”，布局物联网。

“我们的理念是：让喝茶更简单，做让百姓喝
得起的健康茶。”拿起身后的茶产品，精明的张军
伟不失时机地推介起了他们的茶叶新品：蜜桃毛
尖、陈皮毛尖、荒野白茶、信阳红……

为充分利用好信阳优质的鲜叶资源，张军伟
投巨资采购了微波茶叶杀青机、洗茶机、脱水机
等现代化制茶设备，还聘请专家制定了紧压信阳
小白茶、代用茶、调味茶和信阳茶叶企业标准。

“茶叶市场呈现出个性化需求，我们在坚持标
准化生产的同时，正逐步试制多元化茶产品，满足
市场不同需求。”张军伟说。

与搏击商场多年的张军伟一样，专攻品牌营
销的肖珺景注册成立了周肖同茗茶叶公司，坚持
市场多元化定位，把周祖宏、珺景与茶、肖兴亮茶、
周肖同茗等都注册为商标，精准区分产品定位，推
出高端、时尚、主打性价比和针对大众消费的不同
信阳毛尖产品。

“疫情过后，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健康产品市
场也释放出巨大需求。而茶叶作为健康饮品的代
表，无疑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信阳毛尖和整
个茶叶行业，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振兴！”

英雄所见略同，无论是信阳茶业领军人物刘
文新、陈贵斌、张军伟，还是新生代茶人殷勇、何
世阳、肖珺景，他们无不对信阳茶产业未来的发
展充满信心。9

4月 11日，光山县民政局全体党员干部来到新县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在革命先烈雕塑前庄严
肃立，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砥砺入党初心，不断
强化民政工作者的使命担当精神。9 谢万柏 摄

学党史 砺初心 见行动

生活、工作在茶乡的人，每到新茶季，都有一个
高雅的任务，上山买茶。不给亲戚朋友寄点新茶，总
觉得“薄气”。

4月 12日，记者也进山买茶，当然还找过去的
老“东家”。

一问价就知道“心理准备”明显不足，过去五六
百元一斤的茶现在八九百元，过去八九百元的现在
要一千多元，“要不是您打电话要来，现在连现货也没
有了。”

信阳茶咋突然俏起来了？女主人王玲笑着说：
“你没看到现在都4月了，街上还有人穿棉袄？今年
温度低，春天长，春茶鲜叶价格高，还抢不上手，一到
下午收茶稠的时候，路边全是收茶的人。”

信阳嘉木饮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贵斌介绍，
今年头茶开采赶上低温和连续阴雨，春茶鲜叶价格
上涨 30%—40%，虽说前期茶叶减产，但茶农却不
会减收。

“但与西湖龙井动辄上万元每斤的售价相比，同
为‘绿茶之王’的信阳毛尖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今
年的茶叶价格说明了信阳毛尖的‘价值回归’！”陈贵
斌激动地说。

信阳茶始于周，兴于唐，盛于宋，名于清，扬于
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1915年，信阳毛尖荣获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1959年，信阳毛尖参加
全国十大名茶评比，荣耀入选中国十大名茶；1990
年，信阳毛尖获得中国绿茶评比综合品质第一名；
2007年 11月，第二届世界绿茶大会在日本举行，信
阳毛尖一举夺得 6个金奖。全国 100多种绿茶中，
有此殊荣的，只有西湖龙井和信阳毛尖。

然而，西湖龙井的价格却一直是毛尖的几倍，
让许多信阳茶人颇为不解，分明都是“阳春白雪”，
我们咋成了“下里巴人”。他们把今年“价格上扬”
叫“价值回归”，多少有点扬眉吐气。

在郑州家电市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陈贵斌，
为了多年执念，扭头回了家乡，转行做起了茶叶生
意。2015年，嘉木饮推出自有品牌信阳毛尖，受到
市场持续热捧，以 50%以上的年增长率，年销售额
很快突破千万元，今年的市场前景更加证明了他
当年的“回归”是多么英明。

全国人大代表、信阳文新茶叶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文新说，都说“洛阳纸贵”，现在是“信阳茶
贵”，他现在愁的不是茶叶卖不动，而是好茶叶不
够卖。

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龙头茶企“掌门
人”，大学毕业就回乡潜心茶叶生产、已经在信阳
茶市“扑腾”了十多年的浉河港镇白庙村何景明茶
业负责人何世阳坦言，对比其他绿茶，信阳毛尖价
值被低估多年。今年的茶叶价格上涨，除了采茶
人工成本的自然上涨，最主要的还是市场价值的
理性回归。

“我坚信，信阳毛尖出色的品质与合理的市场
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严把质量关，实现标准化，早日建成信阳
毛尖来源可追溯平台，以质量和信誉站稳市场。”
陈贵斌充满信心地说。

说起信阳毛尖制作技艺，不得不提信阳毛尖茶制
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祖宏。出身茶叶世家的他
已年近七旬。作为炒茶家族第四代传人，17岁开始炒
茶，五十多年来凭着一手绝活，炒得色香味俱佳的“信
阳毛尖”，成为信阳毛尖“泰斗级”大师。

作为周祖宏最疼爱的外孙女，肖珺景大学毕业后
的选择，却让他既欣慰又心疼。欣慰的是，祖传技艺终
于有了第六代传人。心疼的是，他真心不愿外孙女过上
日晒雨淋、烟熏火烤、没日没夜种茶、制茶、卖茶的生
活。

母亲周志洋是周祖宏长女，生在茶乡的父亲肖兴
亮也是打小炒茶卖茶，肖珺景父母二人深得信阳毛尖
传统技艺真传。自幼受到外祖父和父母茶文化熏陶的
肖珺景，将茶农生活铭记脑中。

2019年秋，在郑州大学读新闻与传播专业的肖珺景
毕业。原本要到大城市闯荡、已被上海某航空公司录用
的她，却被那个“茶毫染白了头、站在高铁站外久久不归、
拼命朝着远行的自己挥手告别的父亲”深深感动，毅然回
到村里，延续起祖辈们将信阳毛尖发扬光大的梦想。

“我要把什么是真正的好茶，信阳毛尖好在哪里，
最健康的喝茶理念是什么，以及信阳茶叶独特的生长
环境和信阳茶农的生活状况，真实、全面、深入地展现
在世人面前。”端坐在网络直播工作台前，肖珺景认真
地说。

生在制茶世家的珺景姑娘表示，特级信阳毛尖，鲜
叶采摘以一芽一叶初展为好，炒制讲究高温杀青，手工
揉捻理条，最终呈现条小、茶清、味香，也就是茶界常说
的“小清香”。

然而 2000年左右，信阳毛尖出现被称之为“小浑
淡”（芽小、汤浑、味淡）的芽头茶。一些茶商甚至表示，

“芽越嫩、汤越浑越是好毛尖”，引发广泛争议。
多位受访茶农、炒茶师和茶企负责人均表示，“小浑

淡”的出现，是因为嫩芽低温杀青、机器长时间揉捻，导
致茶毫脱落，茶叶破碎，茶叶有效物质无法析出，泡出的
茶汤浑浊，口味清淡，甚至带有青草气和青涩味。

“信阳芽头茶的出现，归根结底是迎合部分人的面
子消费心理，导致茶叶市场出现畸形产品、畸形价格和
畸形消费。”何世阳说，“好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芽
头茶并非好茶叶。”

毕业后遍访信阳产茶县区，登上过所有信阳产茶
名山的肖珺景还告诉我们，信阳茶生长环境纬度靠北，
大山气温相比低山丘陵偏低，以及信阳茶本地群体种
综合抗逆性强、萌芽晚，想买好的信阳毛尖，不宜过度
追求“明前茶”的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另外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是，因为“明前茶”过度受吹捧，导致有人用同期气温偏
高的四川、重庆等外地茶冒充信阳毛尖。

“一些网络平台上销售的三四百元一斤的明前小
芽信阳毛尖，百分之百是假冒。”信阳资深茶人、多年坚
持帮助茶农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茶叶的“信阳新闻哥”殷
勇一针见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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