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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傳人冀茶文化推向世界

「茶以洞庭山之碧螺春為天下第一，古人未知也。」在龔

自珍筆下的《戊戌會稽茶》中，碧螺春被這位茶迷讚為茶中
之最，而原本有着「嚇煞人香」這種「俗名」的美味，傳得

到康熙皇帝喜愛賜名，更成為中國十大名茶之一。「在我看
來，若說龍井是茶王，那麼碧螺春就是太后，畢竟先有康熙
才有乾隆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中國製茶大師嚴介
龍笑着向記者說道。茶葉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符號之一，近
年來不斷走出國門得到世界認可，可在嚴介龍看來，中國茶
藝的傳承卻需引起更多關注，一些「炒作」與以次充好的現
象亦仍待改善，「以碧螺春為例，它的名氣很大，但真正知
道沖泡方法的卻很少，我希望讓更多人了解茶文化，不能讓
我們的瑰寶文化被忽視、被遺忘。」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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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光大，讓更多人認茶、品茶，了解茶道，
才是茶客們可進一步學習的，感受茶葉最好
的味道。」2015 年，嚴介龍還曾自費製作了
第一部關於碧螺春的微電影，冀助宣傳碧螺
春知識，「碧螺春這種『冷泡』方法是所有
綠茶中唯一的，我希望以後有機會通過多
種形式來傳播茶文化、茶知識，不
僅讓茶走出國門，還要讓茶的沖
泡知識被世界所知，讓更多喜茶
愛茶的人真正品嚐到茶的美
味。」

更多年輕人喜愛。」
從高價包裝，到各類廣告的狂轟濫炸，到
底如何評價一份茶葉的好壞？「其實不管價
格高低，自己喜歡的才是最好的。」嚴介龍
如是說道。此前，有媒體曾爆料一些茶葉品
牌虛假宣傳，市場上五花八門的茶葉更讓消
費者們挑花了眼。 「首先，很多消費者希望
買到便宜的好貨，但是以碧螺春為例，六個
採茶姑娘從早上五點起床採摘，再挑選，製
茶師傅再花數小時炒製，最後可能整整一天
時間才能製作一斤左右乾茶，這樣的話價格
怎麼可能太低呢？」而市場上動輒上千的禮
盒裝，盒子的費用甚至可能比茶貴。「所
以，不是價格高的就是好茶，不應該以價格
來衡量茶葉的好壞，一定要自己喜歡。」據
公開數據顯示，今年洞庭山碧螺春總產量估
計將達到 130 噸左右，比去年增長 20%以
上。2018 年洞庭山碧螺春產量為 107 噸。
「一般來說，我們的碧螺春還是內銷為主，
但是之後我希望世界不僅知道中國綠茶，還
知道包括碧螺春、龍井等種類，更知道中國
茶的沖泡技藝，真正理解中國茶文化。」未
來，嚴介龍表示，或計劃到香港等地進行碧
螺春文化宣講，親身傳授碧螺春知識。

碧螺春茶已有 1,000 多年歷史，據
悉民間最早是叫洞庭茶，又叫「嚇煞
人香」。
相傳，有一尼姑上山遊春，順手摘
了幾片茶葉，泡茶後奇香撲鼻，脫口
而道「香得嚇煞人」，由此當地人便
將此茶叫「嚇煞人香」。
還有民間故事傳，一位名叫「碧
螺」的姑娘為救戀人費盡心力找到救
命茶身亡（亦有指碧螺姑娘妙手回春
以春茶救人），當地村民為紀念她，
便將該茶命名為碧螺春。
還有傳，碧螺春在明代時就已有茶
名，又有解釋說取其色澤碧綠，蜷曲
如螺，春季採製，又採自碧螺峰這些
特點，因而命名為碧螺春……
而據清代王彥奎所著《柳南續筆》
稱：「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產野茶數
株，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以供日

一片葉子，富了一方百姓。在千里之外的
四川省多個貧困縣，來自浙江的茶樹扎根抽
綠，探索着一條幫扶脫貧與互利共贏的東西
部農業扶貧協作道路。
「若不是這茶葉，我 60 好幾的人還能到
哪裡去掙個錢嘛！」四川平昌縣岩口鄉方山
村村民羅品儒說，去年家裡 2.5 畝茶園鮮葉
賣了 1.7 萬元，他在茶廠當季節工的收入也
有一萬多元。
茶葉也是平昌縣的脫貧利器。平昌縣與浙
江青田縣協作，建成標準化富硒茶基地 25.8
萬畝，覆蓋 15 個鄉鎮 94 個村、農戶 7.2 萬戶
22.6 萬人，惠及貧困村 41 個貧困戶 2.85 萬
人。
近年來，浙江省農業部門組織多方面力
量，全方位推進中西部對口扶貧協作，既包

括茶葉、藥材等特色農業培植，也在品牌宣
傳、銷售渠道共享等方面幫扶。企業也在行
動。阿里巴巴集團數據顯示，企業「興農計
劃」推進一年來，已經推廣至 221 個「國貧
縣」，覆蓋貧困縣人口超過 300 萬，共孵化
農產品品牌超 2,500 個，並着力提升農村產
品的現代種植、品牌包裝、網絡銷售等能
力。
「企業深度參與扶貧茶葉項目，既是履行
社會責任，也契合企業轉型發展思路。」浙
茶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吳驍介紹，由於成
本上升，近年內地茶產業鏈條正在往中西部
地區轉移，以前多是收購茶鮮葉，現在包括
鮮葉加工、萃取、深加工等，浙茶集團也通
過深度參與中西部茶葉扶貧實現轉型發展。
東西部農業扶貧協作，不僅是「先富幫後

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
熙某年，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筐
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
忽發，採茶者爭呼『嚇煞人香』……
己卯歲，車駕辛太湖，宋公購此茶以
進，上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
春。」也就是說，康熙皇帝視察時品
嚐了這種湯色碧綠、蜷曲如螺的名
茶，備加讚賞，但覺得「嚇煞人香」
其名不雅，於是題名「碧螺春」。
不少學者也就碧螺春茶名來歷做過
很多研究，支持康熙命名這一說法不
在少數，據《清史考》記載，康熙多
次南下蘇州，因此有學者推斷頗有文
采的康熙賜名碧螺春完全有可能。不
過，無論碧螺春到底名來何處，其歷
史悠久，貢茶身份毋庸置疑，早已吸
引了眾多粉絲，正如嚴介龍所說：
「自己喜歡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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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茶扎根千里助川農致富
頭戴草帽、身着茶服、手挎茶簍，採茶人
點綴在漫山遍野的壟壟茶樹之間……在四川
旺蒼縣木門鎮三合茶葉基地，摘茶、製茶、
茶藝表演吸引了大量村民與遊客觀看。
儘管當地茶文化可追溯至漢唐時期，但旺
蒼縣茶葉迸發活力卻是這幾年的事。作為東
西部扶貧協作對口縣，旺蒼縣與浙江仙居縣
合力攻堅，讓仙居黃茶在 1,700 公里之外扎
根。
「黃茶正成為旺蒼縣脫貧致富的『黃金產
業』、第一大富民產業。」在旺蒼縣掛職縣
委常委、副縣長的仙居縣副縣長滕新生介
紹，通過全產業鏈培植，去年旺蒼縣新建黃
茶標準化示範基地約 6,000 畝，今年將再發
展 6,000 畝，預計投產後年產值超過 10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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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螺春傳說

手掌炒碧螺春最現精華
多年來，嚴介龍致力於茶文化傳播，而在
傳承方面，他也沒有放慢腳步。「如今我既
有已經出師的徒弟，也有剛剛收下的 90 後學
徒，在之前的一些製茶比賽中，他們也取得
了很不錯的成績，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會喜
歡茶，深入了解茶文化。」滾燙的茶鍋，精
選的茶葉，嚴介龍的雙手在熱浪中穿梭，熱
揉成形、搓團顯豪、文火乾燥……最終，外
形如鋼，蜷曲成螺，滿身披毫的碧螺春呈現
完美姿態。
「如果說泡茶是一個享受的過程，製茶就
是真的很艱苦。」嚴介龍告訴記者，從古法
傳承至今，用手掌炒碧螺春最能夠挖掘它的
精華，「現在很多茶廠過於追求量，一些溫
度、翻炒很難做到合適，原本的『鋼絲』可
能變成了『毛毛蟲』，這樣的茶葉又怎麼會
好喝呢？」正是這艱苦的製茶過程，讓不少
人望而卻步，「現在有些年輕人不願意吃
苦，覺得太辛苦不願意炒茶，但也是有很多
80、 90 後 主 動 前 來 學 習 ， 我 也 感 到 很 欣
慰。」嚴介龍如今帶過的徒弟已有約 80 人，
其中，不少人還在全國炒茶比賽中獲得了優
秀稱號，「隨着茶文化傳播得越廣，很多大
學生都會主動來拜師學藝，我真的很高興，
希望我們的茶文化也越來越『年輕』，得到

品茶

隨着他們的巧手製作，外形蜷曲如螺，茶色
碧綠的碧螺春便炒製成功，嚴介龍，便是練
就「鐵砂掌」功夫中的一員。
與茶葉已經打交道了約 40 年的他，每天都
是在茶園、茶廠、茶室間穿梭，從採摘到炒
製到沖泡，他從不間斷學習研究，但即使對
於茶葉的色香味把關頗嚴，如何讓茶客們正
確喝到茶的美味，卻讓嚴介龍有些「頭
痛」。「是不是每一樣茶都是一樣地喝？肯
定不是的。」雖然中國「茶」的傳播早已鋪
天蓋地，功夫茶也受到了國內外茶客的喜
愛，但沖泡技藝的「遺失」，如今最是讓他
煩惱。
「我看到大部分的朋友、茶文化粉絲都喜
歡茶，卻沒有用正確的方法沖泡，我是既心
疼茶葉，又心疼茶客，茶的味道沒有被泡
出，茶客也沒有品嚐到最好的味道。」有好
茶有好水，兩者混合，一杯靚茶便泡好了？
非也。以碧螺春沖泡來說，是採用了上投法
沖泡，即先倒開水再投茶，「可以洗茶後留
1.5 公分水聞香。」待一分鐘左右後，迎來重
要環節，第一泡，需用水溫 65 度左右熱水，
第二泡則是 70 度，以此類推循序漸進，大概
五次沖泡之後，碧螺春的鮮香被揮發殆盡，
終於了無遺憾。
「碧螺春茶葉碧綠，湯色明亮，回味鮮潤
甘甜爽口，而在很多人看來沒有充分嚐到，
反而覺得不夠味，為什麼？可能他們在最開
始用高溫水去沖泡，沒有讓茶葉有一個循序
漸進的過程，沒有給予茶葉充分的伸展空
間。」從 16 歲製茶至今，嚴介龍練就甚至不
斷發揚碧螺春茶太極古法的全手工炒製工
藝，可如今，他不希望關注點只在炒茶上，
「每一種茶可能都有獨特的炒茶工藝，現在
很多茶葉品牌也在宣傳炒製，但是這些可能
離普通的茶客仍有距離，如何將沖泡方法發

泡茶

陽春時節，在蘇州的洞庭山數萬畝的茶園
內，數千名製茶師傅正「摩拳擦掌」，

炒茶

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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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最後可能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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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旺蒼縣
米倉山南麓一帶
的茶園裡近百名
茶農在採摘黃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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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幫扶援助，更是多方共贏的有益探
索。對浙江安吉縣而言，目前「安吉白茶」
品牌響亮、銷路暢通，但當地山地資源吃
緊、茶葉供不應求，拓展山地資源、擴大種
植面積，成為白茶產業做大做強的現實需
求。安吉縣黃杜村黨總支書記盛阿偉坦言，

通過捐贈白茶實地走訪發現，中西部一些地
區種植白茶的地理條件頗為優越，這為白茶
產業提升帶來新的發展空間。有關人士指
出，相較點對點的幫扶，這種多方參與、各
司其職拓展產業的扶貧協作思路能量很大。
文：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