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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家面对面

以徽茶文化繁荣促徽茶产业振兴
———专访安徽农业大学教授丁以寿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茶叶是安徽重要的优势特色产
业。 走稳强茶兴茶之路，必须统筹做
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
章。 在茶文化建设方面，安徽“成绩”
如何？ 怎样更好地打造徽茶文化品
牌、提升徽茶文化品位、扩大徽茶文
化影响力？ 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安
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
丁以寿教授。

记者：说到茶文化，大家可能先
想到品茶仪式与茶艺表演、名茶的历
史底蕴等，但对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又不是很清楚。 那么，严格意义上的
茶文化包含了哪些内容？

丁以寿：茶文化是茶的人文科学，
本质上是饮茶文化， 是作为饮料的茶
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合。 主要
包括饮茶的历史、发展和传播，茶俗、
茶艺和茶道，茶文学与艺术，茶具、茶
馆、茶文献、茶与宗教、茶与哲学、茶与
美学等。 茶文化的基础是茶俗、茶艺，
核心是茶道，主体是茶文学与艺术。

记者：谈到茶叶，总离不开茶文
化、茶科技、茶产业这三者。茶文化建
设对茶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茶

叶企业的品牌打造、 产品销售如何
“融进”茶文化？

丁以寿：茶文化的发展是茶产业
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虽
有茶文化的发展，未必一定导致茶产
业的发展， 因为文化有其独立性、超
前性； 但如果没有茶文化的发展，则
茶产业也很难发展起来。中华茶文化
在唐、宋、明时期形成了三次高峰，这
三个时期也是中国茶产业快速发展
的时期。 而晚清民国以来的近现代，
中华茶文化衰微， 茶产业发展曲折。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茶文化得
到复兴， 中国茶产业随之迅速发展。
就目前来看， 茶文化发展缓慢的地
区，茶产业发展也缓慢，而茶文化繁
荣的地区，茶产业发展也较快。

茶叶的品牌打造、宣传推广，必须
深挖其文化内涵。首先，在产品的包装
设计上要充分吸收茶文化元素。其次，
注重搭文化台、唱经济戏，通过茶艺演
示、茶文化活动可以助力产品销售。再
就是，抓好茶文化的推广普及，引导茶
叶消费，扩大消费人群，提升人均茶叶
消费量，从而拉动茶产业发展。

记者：安徽是全国有名的茶叶大
省，茶文化建设有哪些亮点？ 还存在
哪些不足？

丁以寿：安徽茶文化建设成绩显
著， 值得一提的亮点有四个方面：茶
文化研究起步早，成绩突出；茶文化

教育开展早，体系完全；茶文化传承
与普及稳步推进；茶叶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与保护成效明显。

早在 1984 年， 安徽农业大学陈
椽教授便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茶业
通史》。 1990 年，成立了安徽省茶文
化学会，这是全国首个省级茶文化社
会团体。 21 世纪以来，安徽的茶文化
研究成绩突出。如朱世英、王镇恒、詹
罗九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王镇
恒主编 《中国名茶志》， 宛晓春主编
《安徽省志茶业志》、《中国茶谱》，詹
罗九编著《名泉名水泡好茶》，夏涛主
编《中华茶史》，郑建新编著《徽州古
茶事》、《安茶史话》等，丁以寿独著和
合著《黄山毛峰》、《中华茶文化》、《中
国茶文化》、《茶艺与茶道》等，胡武林
著《徽州茶经》，汪银生主编《徽茶文
化研究丛书》，康健主编《祁门红茶史
料丛刊》等等，在茶界有着重要影响。

2005 年以来， 安徽逐步建立了
从高职、本科到硕士、博士完整的茶
文化教育体系。 2016 至 2021 年，由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发起，安徽
省教育厅主办的“中国（安徽）大学生
茶文化创新大赛”已举办六届。 每年
全省参赛高校约有 50 所， 参赛学生
在 200 人左右。

安徽省茶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有 4 项， 分别为黄山毛峰、
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祁门红茶传统

制作技艺。省级涉茶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有 29 项。 非遗项目总数
居全国前列。

总体来说，安徽茶文化建设在全
国处于领先位置， 但也存在一些不
足。 一是茶文化创意产业不发达，二
是茶文化赋能茶产业不够，三是大型
茶文化活动举办较少。

记者：抓好茶文化建设，让更多
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对安
徽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重点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丁以寿：一要深入挖掘安徽茶文

化资源，对茶文化遗址遗迹进行保护
和开发利用。 从历史典籍中搜寻线
索 ，挖掘整理茶掌故 、茶传说 、茶歌
舞、茶谚、茶俗等民间茶文化，拍摄茶
文化影视、动漫作品；二是支持茶叶
主产区建设茶博物馆， 展示茶史、茶
俗、茶艺、茶人、茶诗文、茶书画等，推
动茶文化科普教育等项目实施，让茶
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守住安徽茶的
“根”和“魂”；三要推深做实茶文旅，
充分运用茶叶主产区内名茶与名山、
名水、名人、名胜之间的联系，科学规
划茶文旅融合项目，因地制宜打造茶
小镇、茶小院、茶庄园、茶文化园以及
茶旅精品线路， 大力发展茶旅融合、
茶文融合、茶养融合等茶文化创意产
业； 四是推动茶文化产业与信息、健
康、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

产业文化含量， 延伸文化产业链，创
新茶文化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构建
全面的现代茶文化产业体系。

各级政府要加大扶持茶文化产
业的力度，以务实举措推动茶文化产
业的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支持行业组
织独立开展茶文化普及推广活动。涉
农科研机构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为
茶文化产业提供理论支撑。高校要着
力培养茶文化人才，培养高素质的茶
文化从业人员。行业组织要积极开展
茶文化普及与传承工作，举办茶文化
知识和技能竞赛，建立职业技能等级
第三方认证和评价制度， 促进茶艺
师、 评茶员等人员提升专业服务水
平。 行业主体要勇于探索，增强创新
意识和创新精神，为繁荣茶文化出实
招增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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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早熟梨产销两旺
日前，走进砀山县玄庙镇张王庄

村超祥水果专业合作社，只见一个个
色泽翠绿、个头均匀的早熟梨在选果
机的生产线上不停地流转，工人们也
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有的筛果、选
果 ，有的套袋 、贴签 ，还有的进行包
装、装箱，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保障销售高质
量、高品格的早熟梨。

据悉，从 7 月中旬开始 ，砀山县
翠冠、翠玉、圆黄等早熟梨陆续成熟
上市，因其皮薄肉嫩、鲜脆爽口、水分
充足，深受消费者青睐，呈现出一派
产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超祥合作社理事长范增超说 ：
“今天我们打包的是翠冠梨，这种梨
的口感非常好 ，鲜脆 、多汁 ，果核还
小，很适合市场的需求。 现在，我们
一天收购包装 30 吨左右 ，最多时可

收购 50 吨 ， 主要销往江浙一带 ，价
格也高于往年 ， 达到每斤 1.8—2
元。 ”

得益于早熟梨的品种多、品质优，
目前市场需求量很大， 有的外地收购
商还专门从外省来到超祥合作社，亲
自选果、下订单。来自北京佰富鑫商贸
公司的果商王宁说：“我们来砀山收购
梨子，主要是因为砀山梨的口感好、品
质高、果形美观，并且我们和砀山超祥
合作社已合作多年了。 ”

近年来， 砀山县不断优化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 大力推广无公害梨果标
准化生产栽培技术， 使得早熟梨品质
逐年提升，并通过“合作社+农业”的生
产销售模式，进一步扩大销售市场，既
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也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李艳龙）

水稻遭遇高温热害咋补救
■ 本报记者 刘刚

近期，持续高温对处于孕穗
和抽穗期特别是抽穗扬花期的
水稻影响大，导致开花授粉受精
受阻，小花败育，空秕粒增加，造
成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

专家提醒，高温下，稻田保
持一定水层，可显著降低高温伏
旱气候条件下产量损失程度。抽
穗扬花期田间水层保持 5－10 厘

米， 可降低田间小气候温度 2－
3℃，减轻热害。 尤其是对缺水干
旱的田块， 要及早提水灌溉，增
加田间湿度，防止干旱与高温热
害叠加影响。 有条件的地方可采
取日灌夜排或长流水灌溉。 对孕
穗期受热害较轻的田块，于破口
期前后补追一次粒肥，一般亩施
尿素 3－5 公斤，恢复植株正常灌
浆结实。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遭遇高

温热害，结实率在 20%以下、亩产
不到 100公斤，并且水源较好的田
块， 应于 8月 20 日前割留高茬蓄
养再生稻，割茬越早越好，同时要
加强再生稻田间管理，确保安全齐
穗和较高的产量。 对结实率低于
20%且水源条件差的田块，8 月 20
日前不能蓄留再生稻的，应选择割
苗耕地，及时改种秋季作物，如蔬
菜、红绿豆、秋荞麦、鲜食甜玉米等
生育期较短的粮经作物。

代桥抗旱站 26年后再次开机
“水来得及时， 粮食肯定有保障

了，救这个燃眉之急啊 ！ ”持续的晴
热高温天气 ， 一度让庐江县冶父山
镇三岔村种粮大户夏照宝很焦虑 。
为缓解旱情， 代桥抗旱站在相隔 26
年后首次开机提水 ， 彻底解了夏照
宝的烦心事。

“从代桥一站到二站到三站，一共
有几十米的高程， 所以提水难度比较

大。 ”日前，笔者来到代桥抗旱站时，
只见工作人员正在 24 小时值班值守。
金沈电力灌溉站站长王长松介绍，目
前提水水泵机组运行正常， 可确保白
山、冶父山两镇近两万亩农田用水。

白山镇副镇长夏朝宝介绍， 代桥
抗旱站已累计开机超过 450 小时，提
水超 70 万方，为夺取秋粮丰收带来了
希望。 （何讯）

吐丝授粉期玉米要追肥
■ 本报记者 刘刚

今年夏玉米受播种期干旱
影响，播期集中在 6 月 13 至 16
日，播种期总体比去年推迟 3 天
左右。当前夏玉米总体处于灌浆
期，苗情长势总体较好。 其中，6
月 20 日至 25 日的播种的约
170 万亩夏玉米 （占总面积约
10%），目前正处于吐丝授粉期，
值高温热害敏感期。

吐丝授粉田块要防止植株
早衰，减轻高温干旱 、病虫害影
响，促进授粉 ，增加产量 。 对出
现旱情的田块及时灌溉补墒 ，
提高土壤湿度 ， 防止高温干旱
叠加。 对遭遇持续高温地区，有
条件的田块可进行叶面喷水降
温，降低玉米叶面的温度 ，改善
田间环境条件 ， 减轻高温造成
的危害。 视苗情追施穗粒肥，每
亩追施尿素 5－7.5 公斤，或叶面

喷施磷酸二氢钾加芸苔素内酯
等叶面肥，提高玉米大豆高温热
害耐受性。

对出现旱情的田块要及时灌
溉补墒，提高土壤湿度，防止高温
干旱叠加。 对遭遇持续高温地区，
有条件的田块可进行叶面喷水降
温， 降低玉米叶面温度。 根据长
势，对长势偏弱的，尤其是未追穗
肥的和部分脱肥田块， 一般追施
尿素 5－7.5 公斤/亩。

大豆抗旱防虫两不误
■ 本报记者 刘刚

当前，我省大豆总体处于开
花结荚期。 自 7 月下旬以来，我
省沿淮淮北地区出现持续晴热
高温天气， 影响大豆开花授粉，
造成大豆减产。各地要加强大豆
田间管理，减轻高温热害对大豆
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大豆花荚期需水量大 ，应
及时灌水补墒。 灌水方法以沟
灌为好，小水沟灌至土壤湿润即

可。 以增加土壤及田间湿度，降
低冠层气温，切忌大水漫灌。 对
于未施底肥或底肥施用不足的
田块，应结合浇水或降雨 ，每亩
追施尿素 3-5 公斤或复混肥 8
至 10 公斤，促进大豆健壮生长，
防止后期脱肥早衰。 同时在大豆
花荚期，喷施磷酸二氢钾 、氨基
酸等营养剂， 增强植株营养，提
高植株抵御高温热害的能力。

防治病虫害也不能忽视 ，
此时重点防控大豆根腐病 、霜

霉病、斑疹病、紫斑病等病害 ，特
别是对前期部分受涝渍害的植
株可选用甲霜灵 、甲霜灵锰锌或
多菌灵等药剂喷洒植株的主茎
基部，每 7 天喷一次，连续喷 2－3
次，预防根腐病发生 。 虫害重点
防治点蜂缘蝽 、 大豆食心虫 、豆
荚螟等钻蛀豆荚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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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寿，现为安徽农业大学
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
会会长，安徽省茶业学会副理事
长兼《茶业通报》常务副主编，中
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

术委员会委员，中华茶人联谊会
常务理事。

油坝抗旱保苗 8080亩
清理疏通沟渠 1060 米、筑拦河堰

约 490 米、 启用抽水泵 296 台……截
至 8 月 15 日，油坝乡实现农田有效浇
灌 8080 亩，抗旱保苗取得初步成效。

7 月份以来，面对严峻旱情，油坝
乡把抗旱保苗作为农业工作的首要任
务，实行乡干包村、村干包组包户，组
织群众全力以赴抗旱保苗。 该乡积极

与上游对接，协调幸福河分流分水；组
织人员、 机械在皖水河修筑拦河堰引
水灌溉；利用小河、水库等一切可以利
用的水源，确保农田灌溉用水；及时维
修提水泵等相关设备， 确保设备安全
运行； 发动群众在田头打井， 抗旱保
苗，千方百计扩大农作物浇灌面积。

（仰琼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