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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是我州传统优势特色产业，尤其是素有‘千
年贡茶、百年金奖’之美誉的都匀毛尖，是我省主打的

‘贵州绿茶’和‘三绿一红’品牌之一。其品牌价值在
2020年被评估为 35.28亿元，成功进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十强，被评选为‘最具经营力品牌’。”

10月 20日，记者在 2020都匀毛尖 （国际） 茶人会上
采访到了黔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杨再军，他告诉记者，近
年来，黔南州高度重视茶产业提速发展，通过四项“硬
核”举措，全州茶产业不断提质增效，截至今年 9月，全
州茶叶产量 4.51万吨，实现价值 73.82亿元，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同步建成全面小康提供了有力支撑。

杨再军介绍，长期以来，黔南州始终坚持保障先行，
不断强化组织、法律、政策、资金、人才等环节的保障水
平，全力推动茶产业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进一步推广绿色防控、规范产品标准，严格执法监管，确
保茶叶质量监管把控过硬；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规范
都匀毛尖商标使用、加强宣传推介、规范市场秩序，多渠

道多举措强化都匀毛尖品牌创建；始终坚持群众增收，持
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促进群众就近创业就业，不断
开拓销售市场，全方位宽领域提升产业效益。

“如今，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2020都匀毛尖 （国
际）茶人会均已在黔南都匀成功举办，这让黔南的茶产业
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杨再军指出，接下来，黔南州
还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强龙
头、创品牌、占市场、带农户、增效益、促脱贫”的发展
思路，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目标，持续推动茶产
业由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身，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
有机统一，承担起“引领黔茶出山”的历史重任。

四项“硬核”举措推动全州茶产业提速发展
——访黔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杨再军

本报记者 姜来

10月 20日，在 2020都匀毛尖 （国际） 茶人会上，湖
北随州神农茶业集团总经理付随兵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
黔南的合作，推进都匀茶产业的发展。

“我们集团与都匀合作有4年了，这几年的合作进行的
非常顺利。”付随兵说，之所以选择与都匀开展茶产业的
合作，源于这里的山美水美，生态环境良好。“低纬度、

高海拔、寡日照、多云雾”的环境，使都匀毛尖茶在中国
茶业界享有六个“最好”的美誉：在中国绿茶产地中海拔
最高、降水最均匀、云雾最多、气候最温和、产区森林覆
盖率最高、生态环境最好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在此生态圣地生产出来的都匀毛尖茶氨基酸、茶多
酚等平均含量均高于国家绿茶标准。”付随兵表示，因为
湖北随州神农茶业集团主要进行茶叶的出口，因此在茶叶
的标准把控上格外严格。

“我们最开始合作，数量比较少，就几十吨，如今已
经达到上千吨了，计划明年实现 3000吨左右。”付随兵这
一次与都匀市签约合作，主要是为了解决都匀夏秋茶发展
的问题，扩大产业，增加茶农收入。

付随兵说，都匀毛尖的优质，与黔南牢牢把握住“干

净”这个底线，打出了都匀毛尖茶绿色、生态、健康、安
全的理念有关。

近年来，黔南通过大力推进"三品一标"、欧标茶园、
雨林联盟认证茶园建设进程，实施绿色防控、执法联动等
措施，加强茶叶从源头到过程再到结果的全程监管，严格
农药使用的管控，让茶叶的生产全过程都在干净、无污染
的条件下进行，并建立起了“从茶园到茶杯”的全程质量
追溯体系，确保茶叶农残检测始终为零，茶叶质量安全水
平位居全国前列。

“我们相信，我们集团与都匀市的合作将越来越顺
利。”付随兵说，绿色、生态、健康的黔南茶叶，将推动
茶产业由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身。

加强合作推进茶产业发展
——访湖北随州神农茶业集团总经理付随兵

本报记者 蒙帮婉

10月 20日，在 2020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上，都匀市
供销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从信在结束记者采访时表示，
将努力做强、做大都匀毛尖茶产业，让茶农增收，企业增效。

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都匀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从1995年至今，莫从信已与

都匀毛尖茶打了25年交道，对于茶，他有着很深的热爱。
在都匀市供销茶叶有限公司创建之初，莫从信就一直

致力于都匀毛尖的发展，建设绿色生态茶园也是该公司创
建“都匀螺丝壳毛尖茶基地”的初衷。

“从茶园的管理到加工，我们都坚持绿色生态，以质量
第一。”莫从信说，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公司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向基地累计投资771万元进行茶园及设施建设，下一
步将在树品牌做好质量、抓市场做好推广上下功夫，打响都
匀毛尖茶的品牌。

海拨1400多米的都匀市摆忙乡螺丝壳之巅，四面环山，
常年云雾缭绕，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了都匀毛
尖的主产区。

“我们公司现有有机茶园1200亩。”莫从信说，为了保障
茶叶质量，公司按照都匀毛尖茶地方标准，制定茶叶种植、
管理、加工制度，坚持高起点和高标准的管理模式，严把用
肥、用药关。

“2006年公司成功开发机制都匀夏秋毛尖茶，为都匀毛
尖茶从纯手工加工向机械加工奠定基础。目前，每亩夏秋
茶可增收1000余元。”莫从信表示，随着市场的变化，公司及
时调整营销策略，通过从纯手工加工向手工加工与机械作
业相结合的方式转变，成功开发出了夏秋茶并投放市场。

夏秋茶的成功开发，在减少资源浪费、降低加工成本的
同时，还起到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茶叶品质、增强企业竞
争力的作用。

做好都匀毛尖茶产业助民增收
——访都匀市供销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从信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我认为，黔南茶产业发展应该更
注重弘扬茶文化，提高茶产业持续发
展能力，做好这两者，尤为重要的一
点，就是加强制茶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的建设，特别是企业用工中茶叶人才
队伍的开发与乡村一级茶产业劳动力
整体素质的提升。”

10月 20日，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茶学系主任、国家一级评茶师牟杰
在 2020 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上向
记者介绍，茶叶作为贵州重要的经济
型作物，一直以来，承担着当地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光荣使命。近年来，黔
南茶产业不断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
度关注和大力扶持，产业总体持续保
持较快的发展态势。但同时，随着茶
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产业经济的繁
荣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目
前，茶行业高技能人才已成为行业的
紧缺资源，加快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显
得尤为重要。

“茶人会、汇茶人。茶叶归根到底
只是一片树叶，正是因为依托于人的
存在，才成就了它的价值。所以，茶产
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茶叶专业人才队
伍的发展，这既包含了生产端的人才，
也包含了销售与品牌创建端的人才。”

牟杰告诉记者，作为黔南仅有的
5 家开办茶学系的高等职业院校之
一，贵州经贸职业技术职业学院茶学
系一直专注于茶叶领域人才队伍建
设，按照“知行合一”的理念，始终提出“校地携手、专业共
建、多元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强化茶叶生产加工技
术专业水平，并结合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对茶叶人才培养模
式进行了多次有益探索。截至目前，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通过本校教学、校外培训等多种方式，每年向黔南输送了
茶叶专业技术人员 2000 余人。此外，都匀毛尖因产量
少、不耐泡、养护成本高、成品茶价格昂贵等原因，仅仅
依靠其“高品质”俘获了部分受众，却一直未能进行大众
化推广，为此，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相比于明前茶，更
加注重对夏秋茶的科研开发，先后研究培育出了一批高质
量、低价格、好养护的红茶、抹茶等茶叶品类，并不断培
优改种，让黔南茶叶品牌不仅“叫得响”，更能“卖动
转”，真正做到了为黔南茶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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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水清气候好，真美!”
黄叶香花秋韵，暖阳和风笑颜。
10月 18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在黔南州都匀市隆

重开幕，绿水青山新画卷在黔南大地徐徐展开，生态文明新
标杆高高耸立。10月19日，绿博园开放市民游园，高颜值的
绿博美景敞开怀抱迎接游客，秀美如画的风景吸引四方游客
纷沓而至。

盛景、美食、香茗……就着暖风金阳，入园的游客们游盛
世绿博、品都匀毛尖、观大好风景，览尽了园内风光，也留下
一声声赞叹。

“上海展园共划分为五个分区：主入口、生趣园、生机园、
生活园和生动园，全园共计运用近400种植物，共有8大特色
绿化展示区……”

在上海展园里，游客们一边认真听工作人员讲解，沉浸
在花的海洋里，一边忙着拍照和视频，玩得不亦乐乎。

“绿博园开园了，我特意从广西柳州过来，还办了年票，
比我想象中的还好看，这次来没准备充分，一个人来拍不了
照，也没带好拍照的衣服，不过以后可以经常来。”长住柳州
的杨女士是都匀人，知道绿博园开园后，第一时间从柳州回
到都匀进园游览。杨女士说，在柳州也有很多公园，但都匀
的天空很蓝，且现在树木多是黄色，这是记忆中家乡的样
子。在她看来，绿博园是青绿与金黄交织，蓝色天空与碧绿
湖水相映的一幅壮丽美图，叶黄凋落，是秋天的味道，也是久
违的家乡气息。

游玩绿博园，品都匀毛尖，吃美味佳肴，赏非遗文化……
在绿博园里，游客沉醉在美景中，大饱眼福的同时，还能大饱
口福，遍尝祖国各地的美食。

广西展园内八桂大地的园林文化及广西特色文化同样
吸引人们的视线，壮乡花园的诗意探寻，归于展园主体建筑

“壮居小筑”。麓岭清明茶、九龙藤蜂蜜、铁皮石斛花、高山百
合干等广西特优产品，天然原生态、绿色无污染的林下畜牧、
蔬菜、食用油、食用菌、水果、水产产品等产品，引得游客纷纷
上前挑选，成为展园内一大热门之地。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
还未入园，便已闻声。循着声音，记者来到云南展园内，

身着纳西族服饰的小伙子与姑娘们热情活泼地跳着纳西族
舞蹈，部分游客也参与其中共同跳起这支蕴含着祝福与庆贺
之意的舞蹈之中。“和！”演员与游客们围成一圈蹦跳欢呼，随
着围拢时的一声喝彩声，游客们都被带入这场欢愉的盛宴之
中，现场氛围也愈发浓厚。

秋色宜人的10月，暖阳高照，正是人们入园赏景的好时
节，游人三三两两地在路旁、湖畔悠闲地散步，一边走着，一

边谈笑，湖上往前行进的游船划开一条条水纹，微风拂过，树
影婆娑，醉人的花香沁人心脾，平静的湖面顿时激起一圈圈
涟漪，在阳光的照耀下留下一点点光斑，装点着绿博园内的
风光。

随风摇动的树影、地面斑驳的光影、谈天说笑的愉悦、商
家的吆喝……漫步绿博园，四处都是藏不住的暖阳，沐浴其
中的游客们，也露出满足的笑颜，不时拿着手机或相机拍照、
俯身低头与绿植接触、扛着摄像机到处转悠，随着“茄子”一
声，一张张合影被留在手机内存或相机中……

这么美艳的绿博盛景，怎能不令人心动。
56个参展展园，56幅精美画卷。绿博园荟萃国土绿化

精华，展示多元绿化成果，将56个展园有机的点缀在规划区
内，与原有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各展园巧夺天
工，景观优美，引人入胜……

绿博已美，正待你来。

黄叶香花知秋韵黄叶香花知秋韵 暖阳和风展笑颜暖阳和风展笑颜
———游客畅游绿博园侧记—游客畅游绿博园侧记

文文//图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丽朱丽 谢义将谢义将

本报讯 10月 18日，都匀绿博园东入口处，贵州省技术能
手、贵州省民族制茶工艺大师伍枝军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都匀毛尖学院）老师李雷雪等6名制茶大师正在进行手工炒茶
表演，杀青、揉捻、做型、提香等常规动作一气呵成，炒茶技艺娴
熟、表演精彩绝伦，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活动现场，除了手工炒茶表演，本届绿博会还开展了茶产
品展销，有28家企业参加本次茶产品展示，黔南的红茶、绿茶、
白茶、金花茶等茶产品纷纷亮相，备受好评。“今天来咨询金花茶
的嘉宾不少，大家对我们这款茶叶很有兴趣”罗甸县金花茶茶业
负责人介绍，“来参加此次展览是希望推广罗甸金花茶，让更多
人喜欢。”

炒茶现场，不少游客还加入其中，主动向工作人员学习制茶
技术，体会制茶的独特魅力。

黔南州农科院副院长欧平勇表示，举办此次手工炒茶表演，
是为让前来参加绿博会的嘉宾们都能品茗都匀的毛尖茶，目的
是扩大毛尖茶的影响，也让游客和嘉宾了解我们都匀毛尖茶的
手工制茶技艺，加深对都匀毛尖茶的了解。

茶产业是黔南的主要产业之一，都匀毛尖作为贵州茶中最
响亮的一张名片，享有百年品牌史。近年来，黔南州牢牢把握住
"干净"这个底线，打出了都匀毛尖茶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理
念，通过大力推进"三品一标"、欧标茶园、雨林联盟认证茶园建
设，实施绿色防控、执法联动等措施，加强茶叶从源头到过程再
到结果的全程监管，严格农药使用的管控，让茶叶的生产全过程
都在干净、无污染的条件下进行，并建立起了“从茶园到茶杯”的
全程质量追溯体系，确保茶叶农残检测始终为零，茶叶质量安全
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全州已创建 10
万余亩欧标茶出口示范
区，2019 年，茶叶出口额
达 1.5 亿元。图为嘉宾在
现场品茗。

（本报记者 蒙帮婉
刘江运 摄影报道）

绿博园内上演都匀毛尖非遗传承手工炒茶技艺

游客畅游绿博园游客畅游绿博园

游客在江苏展园打卡拍照游客在江苏展园打卡拍照

2020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