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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有几万人从事和茶有关的工

作，刘安兴便是其中之一。不少茶人都认

识他，很多人做出好茶，都想给他尝尝，希

望得到他的点评或首肯。

岩茶制作的全过程，会在刘安兴脑子

里像看电影似的过一遍。经他品鉴改进

后的茶会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所以

低调的制茶人刘安兴能在行业内名声鹤

起，大抵因为他可以做出与众不同、超凡

脱俗的好茶，大名鼎鼎的曦瓜壹号、五星

大红袍等名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他的手制茶，代表着武夷岩茶制作技

艺及口感滋味的极高标准，广受各界精英

人士的赞许和追捧。

视茶若宝

刻苦钻研成就岩茶大师
在武夷山茶业行当里不少人叫刘

安兴“师傅”。的确，在武夷岩茶的江
湖或道场里，刘安兴是名副其实的师
傅。

1971年生人的刘安兴与武夷岩茶结
缘于武夷山岩茶厂。沉浸在武夷岩茶中
30年，他对各款武夷岩茶了如指掌，他认
为武夷岩茶每一款都有自己的品性，乃至
性别。

实际上，他与武夷岩茶的缘分从他出
生开始已缔结。刘安兴的父亲是一位钟
爱岩茶之人，曾在国营茶厂任职副厂长，
负责监管、监制生产大红袍，对岩茶颇有
了解和见地。刘安兴自小受父亲影响，在
耳濡目染的家学熏陶下，他的心中已播下
一颗“岩茶”种子，生根、发芽，并成为他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成为大师的典范之道并非一日可达，
除了筋骨之劳苦，还需要名师贵人的指点
教导。初入茶厂的他，曾先后向前辈郑先
祥、大红袍之父陈德华学习请教，获益匪
浅。多年制茶过程中累积下的丰富经验，
使刘安兴对山场原料、技术把控的综合能
力越发精进，成为造诣精深的岩茶大师。

除却父亲的家传、师傅的言传身教，
还有自己的刻苦和灵性。每年 4—5 月
做春茶的季节，认真、专注、执着于做茶
的刘安兴一天睡不到三五个小时。从下
午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是常态。因为爱
茶，刘安兴把每棵茶树都视为天赐的宝
物，把每款茶的制作都看做自己孩子的
成长。

专注岩茶的同时，刘安兴兴趣爱好
广泛，通过绘画等业余爱好，拓展更广
阔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再将这些应用于
制茶。

“传统制茶工艺和现代机械制茶两者
间能谋求平衡，取长补短，在各个制作步
骤中有机地结合。如此，可很大程度上避
免因外在不可控的条件对茶叶本身造成
的影响，让每年制出的茶叶都能拥有相差
不大的稳定品质。”刘安兴说。

能让高手林立的武夷岩茶江湖认可，
单凭好的正岩山场、核心产区茶园和当家
品种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离不开制茶的真
本事。

2006 年，刘安兴被评为国家一级技
师评茶员；2010年被特聘为厦门海洋职
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2012年武夷山市
政府授予武夷山市制茶工艺师；2013年
南平市政府授予南平市第一批特级制
茶工艺师；2015年武夷山市政府授予武
夷山市第二批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武夷山市政
府授予武夷山市茶叶专家人才库审评
专家；2017年入选第三批福建省技能大
师，被评为南平市劳动模范称号，并被
聘为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实践
指导教师……

沉迷“鬼洞”

开发并保护珍贵名丛
刘安兴是卓越非凡却又朴实无华的

岩茶大师，他对武夷的山水和岩茶始终保
持着无以复加的热爱。

“鬼洞”是武夷山很有名的正岩核心
山场，不仅是因为小气候环境好，更因为
这里的原生茶树品种保存得好，被誉为

“武夷岩茶的基因库”。
武夷山“鬼洞”分“内鬼洞”和“外鬼

洞”，“洞”是“洞天”的意思。它夹藏在倒
水坑火焰峰和慧苑坑鹰嘴岩间，西北向由
低至高呈一条狭长的幽邃峡谷，两旁峭壁

耸立，谷中茶树从高处向低处蔓延，一直
冲出山谷，有灌木型茶树和小乔木茶树，
这里是武夷山菜茶种群最多的天然茶园。

20世纪 80年代，武夷山肉桂茶开始
走俏，许多茶农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效
益，开始砍掉各种老枞，大面积改种肉
桂。刘安兴发现“内鬼洞”里不光有老枞
水仙、矮脚乌龙等名丛，还有许多独一无
二的名丛，他一见钟情，满眼尽是“瑰宝”。

“这也许就是我与‘内鬼洞’的缘分
吧！”这些茶的品种深深震撼了刘安兴，他
感觉每棵茶树都像自己孩子。

“内鬼洞”800多种名丛，他一株一株
地观察、采制、研究、选育。置身于“内鬼
洞”，刘安兴有时能静静地呆上一整天，他
对着一棵棵茶树观察、思考，仿佛是对着
自己的孩子，想去抚摸、爱护它。

“‘内鬼洞’作为武夷山茶树的种质资
源库和基因库，我们这代茶人有责任和义
务把它很好地保留传承下去。”在刘安兴
与名丛为伴的日子里，有过开心、苦恼和
困惑，但始终没有怀疑过这个念头。

2000年已是武夷山知名茶企技术总
监的刘安兴，依然没有离开“内鬼洞”的
名丛。一位徒弟回忆道，刚进厂时，一株
名枞的茶叶只能出这么一点东西，就几
泡茶甚至泡一下就没有了，他们感觉只
有做大批量的茶才会来钱更快些，有量
才能诞生经济效益。然而刘安兴不为所
动。他沉下心来，请教茶叶界的各位前
辈，与同行探讨，查看大量史料。多年的
沉淀使他对“内鬼洞”名丛的了解越来越
深入，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内鬼洞”的母
树铁罗汉、红孩儿、老君眉、醉贵妃、醉贵
姬、过山龙、玉井流香等名枞的品性，他
了如指掌。

目前，刘安兴所在的香江茶业每年可
以做出“内鬼洞”的名枞60～70种。“内鬼
洞”的名丛伴着刘安兴走过了几十个年
头，有欢喜，也有遗憾。

欢喜的是，这些名丛渐渐揭开了神秘
面纱，而遗憾的是，还有少部分名丛依然
没能探清本质。面对这样的遗憾，刘安兴
不急不缓，他说：“我最终要把‘内鬼洞’的
茶都做上一遍。”

“‘鬼洞’这么多品种，如果都能单采
单做，进行文字记录，可以写成一本厚厚
的书，在有条件的基础上，以我的年龄和
精力，希望能去完成一部分。”刘安兴的目

光中带着坚定。
其实，他还有一件特别想做的事，就

是要把“内鬼洞”封闭起来，还原茶树原始
自然的管理，让这些珍贵的品种得到最大
程度的保护。

尽心尽力

书写茶产业发展新篇章
1991 年，刘安兴到福建省武夷山市

岩茶厂学习茶叶管理、茶叶生产制作及茶
叶技术审评研发，之后一直从事专业工
作，经过不断的钻研、提升，积累了丰富的
专业技术理论及实践经验。2006年，刘
安兴出任福建省武夷山市岩茶厂副厂长、
武夷山香江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制
茶师、审评师。

刘安兴生产制作的产品深受消费者
喜爱，扩大了公司“曦瓜”“大王 ”品牌在
武夷岩茶市场的占有率，在行业内外享有
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力，为公司销售业绩的
增长奠定扎实基础。同时也为武夷山市
茶产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直接带动
200人就业；带动茶农、茶叶合作社、茶企
业发展；通过收购茶农的茶叶原料，直接
带动茶叶基地建设面积 13000亩；近几年
年上缴的纳税额度连续被评为武夷山市
茶产业纳税大户奖，位列武夷山茶产业纳
税前三名企业。

在茶叶制作工艺创新和审评标准方
面，刘安兴参与制定了《武夷岩茶冲泡与
品鉴方法》DB35/T 1545-2015标准，并负

责实施建设 2015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项目——武夷
山市年产 200吨精制茶加工扩建。该条
生产线为全国乌龙茶（武夷岩茶）规模最
大、最先进的连续化、自动化、清洁化生产
加工流水线。

在茶产业转型发展方面，从 2010年
起他参与规划了“武夷香江茗苑”茶旅项
目，历经 4 年建设于 2015 年正式投入使
用。据了解，该项目于 2015年 12月被评
为“福建省首批观光工厂”，2016年 11月
被评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景区自
2016年 5月 18日试营业以来旅游接待人
数远超10万人次，“以茶带旅、以旅促茶、
茶旅结合”的运营模式为武夷山茶产业发
展书写新篇章。

作为一个制茶匠人，诠释好每一片茶
叶才算不辜负天地山水的盛情；而作为一
个造诣精深的制茶大师，除做好茶之外，
还有传承的责任与义务。

刘安兴便是如此——他在曦瓜制茶
以外，还开班授课、参与茶叶品鉴会，传导
茶叶文化与知识，让更多的人对茶叶的认
识回归到茶叶本身，消除坊间谣传的神话
与弱化，用公正茶人的态度让更多人得以
正确认知。在教授学生时，他不仅授予传
统制茶的专业知识，还引导学员构建创新
思维。

“想要让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茶叶更
加卓越，还得靠这些后人的创新。”刘安兴
说。 （通讯员 吕晓艺）

“疫”路前行 一路精彩
——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引才“百人计划”创新人才苗玉和

穿上白大褂，拿起试管，他是实验室
里的研究员；穿上工作服，戴起头盔，他是
工地的指挥员；穿上西装，坐在办公室，他
是公司的决策者。他就是福建圣维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
苗玉和。

1987年大学毕业后，苗玉和进入辽宁
益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技术
员、班长、生产车间主任、厂长办公室主
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一直负责公司
生产、技术、研发、质量管理和技术推广工
作。2017年，应圣农集团邀请，苗玉和受
聘到福建圣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圣维生物”），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负
责公司建设和生产、技术、科研和质量管
理工作，任项目建设副总指挥。苗玉和坦
言，当初辞职心里很纠结，是圣农集团创

始人傅光明先生“择一事，成一业，惠一
方”的情怀，是他能把一只鸡做到亚洲第
一的执着，让自己深受触动，最终下决心
辞去知名国企高管职务，放弃 30年工龄，
还动员同在原公司担任高工的妻子一起
来到山区小城南平市光泽县工作。

“刚来时，这里还是一片长满野草的
小山坡，仅用2年时间，我们就把这儿建成
为集生产、科研、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性的
制药产业基地。”站在圣维生物绿树成荫、
水波粼粼的广场前，苗玉和自豪地介绍着
眼前占地122亩的现代化花园式工厂。

2017年 1月，苗玉和正式入职圣维生
物，开始组建公司，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
除了一张规划图，什么也没有。为了尽快
完成公司基础设施建设，苗玉和殚精竭
虑，硬是把自己从一名科研人员，变成一

个土建净化装修的专家。苗玉和说，从实
验室转到建筑工地，从看产品工艺流程图
转成看建筑施工图，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挑
战。同时，从北方来到南方，饮食习惯、气
候差异是他和爱人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到光泽不久，南方湿冷气候带来的不良反
应开始出现。每次出差回来，包里除了资
料就是找专家开回的中药。

经过半年多的调理，苗玉和总算慢慢
适应了光泽的生活环境，可一个更大的难
题又摆在他面前。作为圣维生物工程建
设副总指挥，他负责疫苗类项目工艺设计
及设备配置等相关工作。根据计划，国家
将于 2020年对《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进行修改，调整相关工艺建设布局，在现
有标准基础上进行提高。可标准如何调
整？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的

依据。“当时全国许多兽药企业在建工程
都停止建设，想等到《规范》出来后，再依
规施工。”苗玉和说，“可圣维生物当时提
出的目标是两年内必须建成投产。时间
紧、任务重，等显然是不现实的。”无奈，苗
玉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把原来的《规
范》拿出来逐条研读，再结合工作实际及
自己对兽药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多
方请教行业专家，最终指导建成了具有技
术领先性的生产车间。这段时间，是他头
发白得最多的时候。

从 2019年 4月起，苗玉和开始代理圣
维生物总经理职务，责任大了，工作也更
繁重了，但是车间的工艺设计和生产筹备
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在他的主持和领
导下，2019年9月，兽药车间5条生产线通
过GMP验收，12月，疫苗车间 7条生产线
通过 GMP 静态验收。2020 年 4 月 2 日，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20年修订）》
发布，并自 2020年 6月 1日起施行。圣维
生物的生产车间基本符合新规要求，完全
避免了新建车间就面临改建重建的尴尬
局面。2020年6月14日，疫苗车间胚毒活
疫苗、胚毒灭活疫苗、细胞毒灭活疫苗、细
菌灭活疫苗等 4条生产线顺利通过GMP
动态验收。直到这一天，苗玉和才露出些
许欣慰的笑容。投资超过 5亿元的厂区，
终于在他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之下，达到了
投产条件。

作为一名专家型的领导，苗玉和在主
持圣维生物项目建设的同时，仍然把科研
当成主业，为配合生产线投产，他瞄准养
殖产业需求，敏锐把握行业先进工艺，带
领科研团队布局立项了多种畜禽用新型
疫苗、新型兽药、微生态制剂产品的研
发。目前，“新法关三联灭活疫苗”已获得

国家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鸡传染性法
氏囊病免疫复合物疫苗（CF株）”获得国
家二类新兽药注册证书、“鸡马立克氏病
基因缺失活疫苗”“猪伪狂犬病活疫苗（悬
浮培养）”“猪圆支二联灭活疫苗（BL21/
pET30a-ORF2株+Q株）”“禽腺病毒灭活
疫苗”等均已获得临床批件或进入产品注
册阶段。近期，他又带领圣维生物与多所
知名院校开展产品研发和技术合作，其中
不乏先进的基因构建嵌合表达技术和国
际领先的疫苗产品。

入职圣维生物 3年多来，苗玉和把家
安在光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以
至于去年儿子结婚时，也是匆匆回去，主
持完婚礼就往回赶。本想今年春节一家
人在老家好好团聚，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大年初四，
他就响应集团号召，携妻子从辽宁赶回光
泽主持公司防疫工作，一边抓疫情防控，
一边抓复工复产，最终提前 3个月拿到了
4个兽药和消毒剂产品的生产批准文号。
4月份第一批兽药出厂销售。截至目前，
他已带领圣维生物拿到了 23个兽药生产
批准文号、申报了5个疫苗生产批准文号，
高端饲料添加剂和液态维生素产品的生
产线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中，预计年内即
可投产，公司已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名录，
生产经营已逐步走上正轨，多专业多领域
的产品线逐步形成。

“研究疫苗、生产疫苗，我姓苗”，不管
走到哪儿，苗玉和总是这样风趣地介绍自
己。来光泽3年，他累瘦了身体，熬白了头
发，但他从没后悔过。“一路走来，虽然辛
苦，但一辈子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哪
怕过程再累、再苦，人生一样很精彩。”苗
玉和说。 （通讯员 邱洪福 郑乾浩）

苗玉和，男，1966 年 9 月生，满族，辽宁省锦

州市人，中共党员，预防兽医学博士，教授研究员级

高级兽医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第六届中

国兽药典委员会委员（2020年版），国家科技部项目

和奖励评审专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级

考评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用生物制品学分会常

务理事、动物传染病学分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实验动

物学会副理事长，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福建农林大

学、大连大学生命技术与科技学院、锦州医科大学畜

牧兽医学院客座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选，辽阳市“十大科技创新人物”，福建省B类引进高

层次人才，福建省引才“百人计划”创新人才。

沉迷“鬼洞”的制茶大师
——记国家一级评茶技师、武夷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安兴刘安兴，武夷山香江茶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武夷山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红袍制作技艺

传承人，国家一级评茶技师，福建省

技能大师，南平市劳动模范，武夷山

市茶叶专家人才库审评专家，福建农

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实践指导教师。

人物名片

苗玉和苗玉和（（前左前左11））为研发人员讲解细胞培养技术要求为研发人员讲解细胞培养技术要求


