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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绿茶红茶产品
质量推选在信阳举行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陈晓颂

青山蕴绿水，红旗永飘扬。

罗山何家冲，一个曾经名不见

经传的深山小村，却因为一支英雄

的红军部队在此集结、出发，成为

人人传颂的全国四大主力红军长

征出发地之一。

85载过后的2019年 11月 16

日，何家冲的河滩上，高高耸立起

一座“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长征

出发地的标志。这座村标的西侧，

占地 160余亩的何家冲学院拔地

而起，成为全国首座以弘扬传承长

征精神为核心的培训学院。

当年曾亲眼看见红二十五军

离去，如今已 93岁高龄的何家冲

村党支部原书记王传伟，常常坐在

那棵老银杏树下，看着头顶红五

星、身着灰军装、脚穿黑布鞋的学

员来来往往，忍不住喃喃地说：“好

哇，好得很呢！红军又回来了！”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沈立平）
4月 22日至 23日，“华茗杯”2021年全国绿茶、红茶产品质量
推选活动在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茶叶审评实验室举行。

活动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名茶专业委员会、信阳市林业和茶产业局、信阳市
农业科学院、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共同承办。

作为第29届中国信阳茶文化节的主要活动之一，本次推
选活动共收到全国 20个省、市报送的 465个茶样（其中绿茶
270个、红茶195个）。

由福建省茶叶协会原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陈金水，北京张
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王秀兰，四川省茶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蔡红兵，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李适，信阳
农林学院茶学院院长、二级教授郭桂义，信阳市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吕立哲等茶叶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委员
会，依照《GB/T23776—2018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采用外
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等“五项因子审评法”分别打分。

4月 26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官网公布本次推选结果，
“杜甫春”信阳毛尖、“东奇山”信阳毛尖、“猫耳峰”金刚碧毫等
21款信阳绿茶，“文新”信阳红茶、商城县莲雾山红茶和“嘉木
饮”信阳红茶等8款信阳红茶获得特别金奖。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4
月 26日 10时，满载着信阳绿茶的“信阳绿茶号”货运专列，缓
缓驶出信阳火车站货场，开往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在此汇
入“大部队”，一路向西，从新疆霍尔果斯出境，最终到达乌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这已是河南今年第三次通过中欧班列出口信阳绿茶，3
月8日就曾发送1600吨绿茶专列。

去年 7月，郑州获批成为全国五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
一，是中东部唯一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开行“信阳绿茶号”
专列，是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省班列“一核多极”联动发展局面
的具体行动。

据河南省茶叶进出口集团董事长王鹏介绍，今年第一季
度，中欧班列累计发运信阳绿茶 3100吨，第二季度签订发运
合同 2100吨，今天启运的就是其中一部分。“信阳绿茶号”再
出发，标志着他们打造的信阳绿茶中欧班列快速出口通道已
进入常态化运行。

中国是茶的故乡，信阳已有2300多年产茶历史，“信阳毛
尖”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截至 2020年底，全市茶园面积已
达 215.3万亩，茶叶总产量 7.5万吨，总产值 130亿元，茶产业
带动全市10余万人口摆脱贫困。

作为河南省对外开放的知名品牌，信阳绿茶搭乘中欧班
列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名扬海外，延长了茶产业链条，传播
了中国茶文化，也为“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郑州）国际物
流通道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新绿。

信阳火车站站长王勇强表示，为加快信阳绿茶香飘“新丝
路”，他们指定专人与省茶叶进出口集团对接，协调绿茶下山、
进站装箱各环节无缝链接，并积极向武汉局集团公司申请调
拨集装箱和专用平板车，确保了绿茶出口装车运输一路畅通。

“在第 29届信阳茶文化节到来之际，‘信阳绿茶号’专列
满载春天的味道，极大地鼓舞了信阳茶农的信心，老区茶农的
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信阳卢氏茶叶集团董事长卢文全高兴地
说。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黄晓婉 张晓慧

“找到了！终于寻到根儿了……”
年过古稀的老人泣不成声，陪伴他一起前来的同伴儿，也

都由衷地为他高兴。
4月 25日下午，一群身着定制红色运动服、头戴红军八

角帽、平均年龄在 73岁以上的老人，陪着空军某部飞行团原
政委、特级飞行员胡人，不远千里来到光山县白雀园镇。

原来胡人是光山县白雀园籍红军战士胡茂华的儿子，陪
他一起来的也都是红军后代，这次是特意来寻亲归根的。

胡茂华 1916年生于白雀园镇冯寨村碾盘湾，14岁参加
革命，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在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光山纪念
碑的基座上，胡茂华的名字赫然在列。

红军后代们首先来到白雀园镇红军广场，参观红军井、红
军像、明清街、皮定均旧居等红色景点。在红军巷前，红军后
代们触景生情，齐声唱响《八月桂花遍地开》。

不一会儿，胡氏宗亲们闻讯先后赶来，大伙儿聚在一起翻
阅族谱，寻根问源。

胡人根据父亲生前模糊的描述，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一行人辗转来到白雀园镇冯寨村碾盘湾，老家的亲人
们早已守候在村口，一见面就与胡人紧紧相拥、倾心交谈、合
影留念。胡人来到父亲祖居地前脱帽肃立，久久凝望，鞠躬敬
礼，还眼含热泪装上一罐乡土带在身边。

光山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战争年
代，先后有 10余万光山儿女投身革命，2万多名光山儿女为
革命牺牲，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仅 1453人，无数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9

4月 26日，首届商城高山茶制茶大师赛在西河景区其鹏
茶场开赛。来自商城县各乡镇以及周边县区的30多位炒茶
大师同场竞技，最终评选出制茶大师 1名，制茶技师 3名，制
茶能手5名。9 杨绪伟 洪晓燕 摄

信阳绿茶
搭载中欧班列出口成常态

红军后代千里寻亲白雀园
2021 年 4 月 8 日上午，何家冲学院

再次迎来高光时刻。北京大学与何家冲
学院共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地正式揭
牌。

至此，何家冲学院已先后与北京大
学、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河南开
放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城建学
院、郑州轻工业大学等高校共建思政实践
课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培
训基地、党性教育学院和研究生实践教育
基地，2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受聘为何家
冲学院的专职或客座教授。

同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
记崔建华，河南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赵继红，信阳师范学院院长李俊，信

阳农林学院院长邢勇，河南城建学院党
委副书记王靖等专家学者参加的党史
学习教育高校论坛，也在何家冲学院隆
重举行。由何家冲学院和前述高校共
同发起的党史教育高校联盟，亦同时成
立。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何家冲学
院已经建设成为极具豫南民居建筑风
格、定位于长征精神，可同时容纳 500名
学员学习培训的红色教育学院，先后建
成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大别山展馆、
红二十五军军史馆、乡村振兴探索案例
馆、大别山艺术馆、豫南民俗馆和信阳茶
文化馆等六大展馆。

何家冲学院秉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宗旨，探索创办了涵盖长征精神、
群众路线、军事谋略、生态文明、乡村振
兴等主题的 20多项精品课程，通过专家
授课、现场教学、专题党课等各类教学活
动，吸引全国众多高校、各地党员干部、
各大企业职工竞相前来学习。

4月 10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来到何家冲，组织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暨 4月份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重温红二十五军的英雄事
迹，深刻感悟大别山精神，重温入党誓
词，牢记初心使命，集体接受了一次深刻
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

据陈严介绍，如今来何家冲学院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单位越来越多，今年
他们的教学培训计划已排到 7月。自何
家冲学院运营至今，学院已先后承接培
训1.8万余人次，累计收入近千万元。

何家冲学院建成后，坚持“传承红色
基因，推进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
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与之前成立的何
家冲新时代讲习所形成错位发展，中小
学生的红色研学，以及一日程的企事业
单位的特别党日活动，均由讲习所承
办。何家冲学院不仅为当地创造了 200
多个就业岗位，更带动了特色产业和民
宿、旅馆业的发展，成为牵引区域乡村振
兴的龙头。

何家冲学院的成功，更带来当地红
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持续火热，据京港
澳高速鸡公山收费站站长王艳介绍，
2019年鸡公山站开通当年，全年车流量
不到 8万辆。而到了 2020年，尽管受到
疫情影响，全年车流量却达到了 19.9 万
辆，翻了一番还要多。

走在何家冲学院的红军街上，河南
省新华书店高端品牌“尚书房”内，各种
长征类书籍和学习用品琳琅满目，而正
对面的“军机处”里，军事主题文创产品
丰富多彩。学习之余的学员们，在此或
泡一杯地道的信阳毛尖，或点一杯香浓
的现磨咖啡，捧一本喜欢的书，感受慢时
光。在此周边，生活超市、快递网点、金
融服务等也相继入驻。谁能想到，在这
个地处深山腹地的小村，已经俨然可以
享受时尚生活了。

“何家冲学院建成后，仅今年前 3个
月，就来了 20多万游客。鸡公山高速路
口的开通，更把何家冲拉入了信阳半小
时经济圈之内，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何
家冲青年，选择了回家创业。”何家冲村
党支部书记何宗伟兴奋地说，“开启‘红
色引擎’的何家冲，正快速奔跑在‘绿色
发展’的高速路上呢！”9

何家冲“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

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地处豫鄂交界
深山区，三面环山，峰峦叠嶂，一条清澈的小
河，由东向西在村前蜿蜒流过。山区丘陵面
积占全村 70%，可耕地不到 20%。田少山
多，主要种植水稻、茶叶、板栗等。

1934年 11月 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
罗山县何家冲集结出发，离开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开始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于 1935 年 9月 15日到达陕甘宁苏区，成为
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长征部队，在红军长
征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早些年，何家冲村丰富的红色资源并未
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全村378户 1300多人，
90%以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至 2016年底，
仍有54户 108人未脱贫。

2017年 11月，在脱贫攻坚中，何家冲村
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的定点联系帮扶村。技
术室主任陈严，被派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入村之后，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走访，再
到周边县区观摩学习，陈严拿不定主意了：发
展特色产业吧，何家冲可耕地少，上不了规
模；扶持龙头企业帮带吧，村里除了几家种植
茶叶、养牛养羊和搞水产养殖的大户，就找不
出一家能担当重任的企业。

“小陈啊，何家冲全国闻名的红色资源，
以及群众世代守护着的这片绿水青山，不正
是何家冲最独特最宝贵的财富吗！”一语点醒
梦中人，信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杨蕾的一席话，让陈严茅塞顿开。

说干就干。经过一番深入细致地宣传发
动，他们决定兴建何家冲红色教育基地，走出
一条具有何家冲特色的发展之路、致富之路。

2018年初，按照“整合资源、优选项目、
打捆资金、联村发展”的思路，在吃透当地红
色、生态、人文、区位优势的基础上，陈严和村

“两委”党员干部一起行动，发动村民以房屋
和土地入股，利用省委组织部下拨的 100万
元软弱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以及县、镇
两级整合的各类扶贫资金 920万元，注册成
立了红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人心齐，泰山移。从 2018 年 6月 26 日
破土动工，到当年 9月 1日首批学员正式入
学开班，仅用了 66天，就在当年红二十五军
长征出发纪念园西侧的空地上，建起了何家
冲新时代讲习所，22户村民还主动用自家房
屋入股，开办民宿，接待学员食宿。

在信阳市纪委监委的努力下，何家冲红色
教育基地的建设得到了多方支持，大别山干部
学院将其作为现场教学基地，京港澳高速及时
开通了关闭12年之久的鸡公山上下站口（何家
冲）。至2018年底，何家冲新时代讲习所就培
训学员5000余名，村集体收入60多万元。

两年多时间过去，何家冲红色教育基地已
培训各类学员2.6万余人，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460多万元，带动3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何家冲新时代讲习所的成功，让何
家冲人尝到了利用红色资源、推动绿色
发展的甜头，也为市纪委和罗山县领导
谋求推动乡村振兴、加快老区振兴发展，
开创了成功的道路，打开了广阔的视野。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培训需求，
更深入地利用好何家冲的红色资源，用
红色基因为乡村振兴注入灵魂，罗山县
做出了兴建何家冲学院的决策。

发展不仅带来百姓生活的富足，更
带来当地群众思想和观念的转变。兴建
何家冲学院的决策，得到了当地群众的
一致拥护。2019年春节前的一个月，何
家冲学院初期规划所需的 430多亩土地
就征收完毕。

2019年 3月 29日，在省市县相关部
门领导和当地干部群众代表的共同见证
下，何家冲学院建设工程举行了盛大的

开工仪式。随后经过紧张高效的筹备、
推进，5月6日，承建单位开始进场施工。

让所有人惊讶的是，“何家冲速度”
再次被刷新，仅用了6个月零10天，建筑
面积达6.34万平方米的何家冲学院一期
工程就正式投用，其中还包括陈设布展
的红二十五军军史馆和乡村振兴探索案
例馆。

当年11月 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出
发 85周年纪念大会暨首届乡村振兴何
家冲论坛，在刚刚落成的何家冲学院隆
重举行。红二十五军将士后代、烈士家
属代表，解放军第 79集团军、驻豫、驻信
部队代表，专家学者，以及信阳干部群众
代表等近千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
乔新江在纪念大会致辞时激动地说，作为
大别山精神的发祥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出

发地，信阳坚定担负起用好红色资源、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政治责任，
将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转化为我们对党
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转化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促进老区加快振兴的务实举措，努
力为造福信阳、添彩中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啊！何家冲学院的建设，不仅是
传承红色文化的创新之举，搭建起传承
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的桥梁，更为大别
山革命老区推进乡村振兴赋予活的灵
魂，红绿融合必将绘就乡村最美画卷。

2020年秋，随着中国农民丰收节河
南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乡村振兴何家冲
论坛的成功举办，以及连续两届评选颁发
中国乡村振兴十大范例奖，何家冲学院已
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施产业转
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何家冲学院全景。9

红星闪耀山水间。9

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教育基地揭牌。9 何飞宇 摄 图说信阳

老银杏树成为红色历史的见证。9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刘宏冰 摄

创新锻造新引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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