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專題中
國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202020年年55月月3131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5月31日（星期日）

2020年5月31日（星期日）

■ 一 名
茶農在婺
源的一個
茶樹群中
採茶。

「70後」方根民在幼年身高尚不及鍋台時，就會站
在凳子上炒茶了；早上採茶一小時後才
去上學，放學回家後再幫忙挑揀茶葉。
如今，他已鑽透中國六大茶類，即綠
茶、黃茶、白茶、青茶、紅茶和黑茶
（以發酵程度由低到高排序）的製作工
序及茶文化，甚至能從一片鮮葉中感知
未來三天天氣變化。
他表示，氣溫變化主要體現在葉子的
軟硬度。葉子軟則氣溫高；葉子硬則氣
溫低；葉子鮮亮則氣溫平穩，最好採
茶；葉子光澤暗則將下雨。

創新低溫製茶 泡七次仍香
在泡茶之前，方根民邀請香港文匯報

記者一同醒茶聞味，每一款都有獨特香
味，譬如，板栗香、糯香、花果香。伴
隨開水入壺，綠茶葉子倏爾舒展，湯色
呈透亮，入口不苦，回味甘甜。當至第
七泡時，壺底茶葉依然鮮綠，散發植物
芳香。他說：「這全是茶葉原色原味，
無任何香精和色素添加。秘密就在於我
們的技術。」
2001年，他決定重點開發婺源名優

茶，對因工藝導致的綠茶顏
色不綠、湯色不清、香味不

足等問題進行優化。
由於手工製茶難達到標準化，他便在

傳承手工的基礎上結合設備製茶，以在
顏色、湯色、香味之間，尋求一個最佳
參數。每天不斷有鮮葉被投入試驗，當
顏色綠、湯色清的參數均達標時，香味
卻始終守不住。
冥思苦想之時，方便麵裡的蔬菜調料

包，讓他茅塞頓開。經過諮詢，他了解
到，這些蔬菜是經過冷凍乾燥處理（將
含水物料冷凍到冰點以下，使水轉變為
冰，然後在較高真空下將冰轉變為蒸氣
而除去），不僅能最大限度地保存食品
的色、香、味，浸入清水之中即可復
原，還能長期保存而不變質。於是，他
果斷投巨資定製氮氣保鮮設備，一改傳
統，以高溫300攝氏度「殺青」，創新
以攝氏零下110度低溫製茶，讓茶葉原
香味更豐富、散發香味時間更持久。

助推產業發展 構良性生態
逾20年來，他推動婺源茶葉「復興」

的初心不變。在攝氏零下110度製綠茶，
讓綠茶成為了其他五大茶類的基茶。也
就是說，一片鮮葉可以按照發酵程度，
順向轉化為六大茶類。因此，身兼婺源
茶博府集團董事長的方根民經常向周邊
朋友、主政官員及業內專家普及婺源綠
茶的「前世今生」。
「對我而言，非遺傳承的意義並非是

簡單的手工做茶，也不是
商業噱頭或者唯高價茶馬

首是瞻，而是能夠助推茶產業集約化發
展，茶農、茶商、消費者三要素能形成
良性生態閉環。」

人機合作加工 破壁機「醒茶」
每天，從高山盆地裡採摘的鮮葉都要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車程，送至位於
婺源縣城內的加工廠房區。機器日夜高
速運轉，工人在忙着進行送料和中轉，
方根民則在機器出料處接起一把半成
品，感知加工過程中水分含量；或聞茶
葉氣味，推測已設置的機器參數，是否
需要調整。
他指着角落處一款不起眼的小型機器

稱，該機器以物理撞擊的方式進行細胞破
壁，可以「叫醒」茶葉內蘊藏的芳香。
「這也是無意之間發現的。有一次，
我嘗試了很久都無法『叫醒』茶葉的香
味，有點生氣，就順手拍打了幾次茶
葉，竟然成功了。我試驗了幾次，發現
『叫醒』茶葉就像調教頑皮的小孩一
樣，偶爾要打下，但是這個打的力度和
次數是要控制的。否則，過猶不及。」
據悉，他將「搖青」、「揉捻」、

「萎凋」等古法技藝，進行標準化操
作，通過「控光」、「控溫」、「控
濕」等方式，把控
茶葉發酵程度，打
造成六大茶類及藥
用茶。

方根民家裡存有許多祖上傳下來的寶貝：茶葉
經數百年歲月演變形成的重發酵茶，已成為一味
藥引；瓷罐和瓷盒裝茶，並用以糯米漿封存，還
有羊肚包裝茶；此外，還有「撼茶」、「篩
茶」、「抖茶」、「弄茶」、「嚐茶」、「聞
茶」、「觀茶」、「聽茶」八大製茶技藝……
他說，最寶貴的是，方家三十六代做茶，素以

品質為重，成色為上，誠信為本；以茶觀心，心
如明鏡。
1997年，眼見家鄉茶葉被賤價收購，甚至銷

路無門，方根民心疼不已。在家鄉政府的多次邀
請下，他投資了八千萬元人民幣，致力於推動婺
源乃至江西自古作為茶葉貿易重鎮的話語權。
他創辦茶博府，註冊「清明丫玉」品牌，帶動

了整個婺源茶產業發展和名優茶價格的提升；走
訪北緯30度一帶各大產茶區，與茶界名家及民
間高人切磋技藝；產品價位比同等質量的茶低不
少，成為不少中產家庭的心頭好。

育逾兩千學員 兒學藝6年
2012年起，他創辦茶葉技能培訓學校，共帶

徒80餘人，培養學習茶葉製作、種植、銷售和
茶藝的學員2,000餘人。
從茶廠打雜做起，到慢慢動手操作，他的兒子

方維跟隨他學藝已有6年。方維說：「爸爸對做
茶有使命感，擁有職業道德。曾有商家找他合
作，想以色素、香精、低品質葉子做袋泡茶。他
直接拒絕，並勸對方不要做沒良心的事。」

在貴州省水城縣楊梅鄉
的菌種場，有工人正駕駛
鏟車往車間運送木屑、麥
麩等原材料，這些材料經

過幾道工序，很快被製成一個個大
小一致、鬆緊適度的暗褐色菌棒。身着紅
黑相間工服的高鳳香正和工友們將菌棒裝
筐上架。
53歲的高鳳香是楊梅鄉姬官營村的脫貧
戶，去年1月開始在菌種場上班，每月
3,000多元（人民幣，下同）的工資已成家
裡的重要收入來源。高鳳香說，以前種
地，一年「累死累活」也只能收1,000多斤

玉米，還不夠喂兩頭豬；現在工作輕鬆多
了，而且收入穩定，還有加班費。

兩年產值4.8億 帶動4800貧戶
水城縣曾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雖於今年3月脫貧摘帽，但剩餘貧困人口
超過1萬人，脫貧攻堅任務仍然很艱巨。
2018年初，該縣立足當地的冷涼氣候開始
大力發展食用菌產業。短短兩年時間，食
用菌已經成為縣裡總產值達4.83億元的產
業，帶動4,800餘戶像高鳳香這樣的貧困戶
脫貧增收。
目前，食用菌產業已覆蓋全縣14個鄉

鎮，擁有28個種植基地，種植大棚近3,400
個，集菌棒菌種生產、食用菌種植、冷鏈
物流等配套設施於一體的全產業鏈已經初
步形成。
此外，水城縣依託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貴州省農科院組建了專家工作站和實
訓基地，為食用菌產業提供技術支撐。今
年4月，水城縣和相關科研單位聯合成立
了食用菌研究所。在離菌種場不遠的研究
所，技術人員在實驗室製作培育菌棒的
PDA培養基。
水城縣農投集團副總經理孟瑩說，「全
鏈條+科技」的模式可謂一舉多得：既能研

發適合本地的品種，統一生產標準，確保
食用菌的品質和產量，又可減少種植戶在
運輸、貯藏、市場營銷等方面的成本。產
業的帶動面更廣，每個環節都能為農戶提
供增收渠道。
基地負責人嚴利介紹，基地有

111個大棚、50多萬支菌棒，採菇
高峰期每天需要40多個村民務
工，工資按 10 元/小時
算。香菇銷售後，村
集體和村民還
可參與利潤分
紅。 ■新華社

「小菌」成「大業」貴州縣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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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下旬，在江西省

上饒市婺源縣一處海拔1,200

米的盆地，春風拂過，泉瀑

潺潺，陣陣清香流動——千餘畝

有性系品種的茶樹群（編註：有性系品種用

種子繁殖，個體間特徵特性差異較大）漸次

吐露綠芽。等待了四季的輪迴，高山茶的

豐收盛宴姍姍來遲，常平地茶的採摘晚了

一個月。國家級非遺項目綠茶製作技藝代

表性傳承人方根民一邊俯身細看嫩芽，一

邊笑着說：「前幾天溫度比較低，這兩天開

始放晴，正好形成了一個小溫差，有利於

葉子累積更多有機物。這批次的鮮葉絕對

可以做成頂級的茶葉。」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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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青」即是將當天採摘的鮮葉，均勻攤放於陰
涼通風的環境下，散發水分和青草氣。

■ 方根民以機器演繹古法製茶，實現一葉化六
茶，並鎖住原香。

■■ 方根民端着一個方根民端着一個
簸箕簸箕，，請旁人一起聞請旁人一起聞
新茶的蜜棗果香新茶的蜜棗果香。。

作為綠茶金三角核心產區，婺源所產綠茶，宋
稱絕品，明清入貢，獲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
金獎。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婺源綠茶為國賺外
匯——當其他地方的茶葉元素含量不夠時，就需

添加婺源綠茶調味。
據悉，去年，婺源全縣茶園面積19.7萬

畝，有機茶園面積7.45萬畝，採製茶葉1.85

萬噸，產名優茶2,140噸，茶產業綜合產值40.12億
元人民幣。

婺源縣縣長吳雲飛表示，茶產業是婺源特色優
勢產業，是婺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柱產業。婺
源縣將加快企業整合、建設標準茶園、茶葉技改擴
能、實施品牌戰略、推進茶文旅融合，推進茶產業
全產業鏈發展，促進婺源茶產業轉型升級。

昔 世 界 名 產 今 振 興 家 鄉

投八千萬元創業投八千萬元創業
拒做低質袋泡茶拒做低質袋泡茶

製茶期間，方根民向來都是每天忙到凌晨3時入睡，早
晨8時就起床。在香港文匯報記者與他約定採訪這天，他
無奈地笑着說：「今天7點就忽然醒了，我下意識覺得出
大事了，跑到廠房裡一看，發現停電導致茶葉無法『呼
吸』，花果香出不來。上百斤的茶葉浪費掉了，但也不一
定，可能會產生其他意外不到的香味。」
在鏡頭前，他有點心不在焉，眉頭緊鎖，在考慮如何拯
救茶葉。直到下午再見時，他端着一個簸箕，老遠就笑呵
呵的，喜不自勝，請旁人一起聞新出來的蜜棗果香。

虧本也要做 全家都支持
方根民的一憂一喜轉變，在妻子眼裡，習以為常。他妻子

說：「要是沒『救活』茶葉，他（方根民）會睡不好覺。他
真的是『茶瘋子』，遇到知音，茶葉能白送；遇到話不投機
的人，多少錢也不賣茶。他目前做茶文化，是虧本的買賣；
他喜歡研究茶葉生產設備，花了兩千多萬元（人民幣）；碰
上行業不景氣時，只要有茶農的茶葉好，他就一定收。有
時，現金周轉不過來，我們就賣車變現。我們全家人都支持
他，砸鍋賣鐵也願意，大不了回家種田。」

廠停電憂廠停電憂「「救救」」茶茶
妻妻：：他是他是「「茶瘋子茶瘋子」」

■■方根民的兒子方根民的兒子（（右右））在向網友直在向網友直
播父親方根民製作茶葉的過程播父親方根民製作茶葉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